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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日照

身边·消费

责缤纷鸟少儿美术基地

该店位于淄博路医苑小区对
面，常年开设启蒙思维绘画、创意思
维绘画、脑图思维绘画、创意水粉
画、水墨国画、素描等课程，小班制
教学，采用独特的点式教学法，引导
孩子大胆的想象、创作。暑假班即将
开课，报名优惠活动正在进行中。

责南风茶行

该店位于淄博路与枣庄路交
汇处路南，店名取自《诗经》，南风来
自南方不同地区的地方乐章，心无
止境、闻达天下。主要经营紫砂壶、
紫砂茶宠等紫砂制品、茶具，同时经
营金峻眉、云南滇红、宜红、台湾乌
龙茶、日照绿茶等。

责凯撒羊绒店

该店位于淄博路医苑小区对
面，夏季主要经营桑蚕丝连衣裙、短
衫，款式多样，面料极为舒适。秋冬
季可提供鄂尔多斯生态羊绒量体
定制服务。全场均为直营价格销售。

责宝龙雷朋隔热膜

该店位于枣庄路与淄博路交
叉口西 50 米路南，主要经营太阳
膜、导航音响、车漆美容等，雷朋太

阳膜促销活动正在进行中，数款太
阳膜品牌，质量保证，多样选择。清
凉一夏，宝龙贴膜，专注的心，正品
的膜！

责朵拉洗衣

该店位于菏泽路与淄博路交叉
口西行 50 米，是一家为白领打造的
洗衣机构，洗剂范围包括各种面料
服饰、皮毛制品保养护理等，多重杀
菌，让您健康放心。现充值 100 元加
送充值 30 元，充值 300 元加送充值
200 元，充值 500 元加送充值 400 元。

责酷酷 Baby 儿童摄影

该店位于菏泽路与淄博路交叉
口西行 50 米，是一家专业的儿童摄
影机构，还可定做婴儿纪念品。本月
特惠套系 369 元，套系为 8*8 水晶册
子一本，入册 24 张，服装造型 2 套，
14 寸水晶一个，摆台一个，钱包照一
张，再加 1 元可赠 20 寸水晶。

责莫高葡萄酒

该店位于淄博路南王家村北，
主要经营亚洲最大葡萄园生产的
莫高冰葡萄酒、黑比诺干红葡萄酒。
莫高冰葡萄酒酸甜兼备，醇香滑润；
黑比诺干红有丰富莓类香气，单宁
柔和，禽肉与海鲜类均可作为配餐。

海曲中路 特别推荐

女人世界 特别推荐

责尚爱珍珠

位于新市区女人世界一楼 B-
05，专业珍珠首饰供应商，经营大
溪地黑珍珠、南洋珠、淡水珍珠，提
供所有珍珠类专业咨询、设计、定
做、维修服务，另有纯银首饰 9 元/

克。即日起，持本报到店内消费可
享受 8 折优惠。

责M-tea 我的茶

位于新市区女人世界一楼入
口处，主营奶茶、原生态果汁等饮
品，奶茶均采用雀巢优选全脂鲜牛
奶，优选台湾新鲜水果，珍珠选用
优质木薯粉，选用符合国家标准的
专业隔热环保纸杯和来自韩国的
白砂糖。持本报到店消费可享受指
定款五折优惠。

责漫步佳人

位于女人世界一楼 A-06,主营
各种精美女鞋，时尚、新潮。现全场
季末价，清仓处理，更有部分商品
推出特价款 100-150 元，消费满 200

元，可免费办理会员卡。为您打造
完美佳人的形象。

责潮鞋驿站

位于新市区女人世界一楼 B-
01，主营休闲类布鞋，内有一步赢、
足下登、阳光姐妹等品牌布鞋，让
您穿出时尚、穿出舒服、穿出新潮。
现店内推出优惠活动，南韩休闲鞋
7 折优惠。潮流驿站为您打造个人
的潮流空间。

责艺银格

位于女人世界一楼，是一个银
饰专卖店，主要经营银饰批发零
售，店内银饰设计精美，款式多样，
物美价廉。开业期间，全场六五折，
到店消费可免费办理会员卡，积分

一元一分，另有礼品相赠，多买多
赠，优惠多多。

责格蕾丝

位于女人世界一楼 B-07，日照
格蕾丝独家代理店，主营真皮女
鞋、时尚女装。女鞋全场 5 折，二楼
女装 4-7 折，女装以欧美风格主
打，兼有日韩风格。凡在该店消费
可免费办理会员卡，在两店一年消
费满 2000 元者赠 200 元现金券(一
次性使用)。

责海洋贝瓷

位于区女人世界一楼 B-13，中
华国礼，水墨海瓷。主要经营瓷质
温润细腻、轻薄剔透、釉面滋润、纯
度高、重量轻的贝瓷，瓷品含有天
然珍珠成分，富有光泽。与其他瓷
器相比，不仅外表莹润剔透，而且
含钙量高，可以改善水质，不含铅、
镉，易清洗。

责中草集化妆品

位于女人世界一楼 B-12，中草
集化妆品，全国连锁品牌，集中草
养肤之美，专业解决各种皮肤问
题，祛红、美白、淡斑，粉刺、暗疮，
晒后修复，持本报到店消费可享受
免费护理一次。

责轩美诗

位于女人世界一楼 1FB-09，主
营轩美诗女鞋，女装，兼营女包、卡
包、钱包。款式新颖，美丽舒适。店
内凉鞋季末清仓 98 元起。新款上
市，198 元起，买新款赠价值 58 元
轩美诗杯子一个。持本报到店消费
可享受 9 折优惠。

责丫丫童鞋

位于女人世界一楼 1FB-10，主
营名点芭比、史努比品牌童鞋，回

力帆布鞋，适合 3-18 岁大小童，鞋
子底料采用环保材料，无味、舒适、
个性、时尚，出口韩国。开业之际大
酬宾，全场 3-5 折。

责时尚居家饰

位于女人世界一楼，主营家居
装饰，有陶瓷摆件，精美床单被罩，
假花装饰，精品钟表等。品类齐全，
个性时尚。为惠顾新老顾客，特推
出全场 8 .5 折优惠活动。

责女主角时尚女装

位于女人世界一楼，主营时尚
女装，以明星款女装为主，欧美、日
韩风格皆有，全场女装 5 折。店内
设有海豚之恋美甲店，是日照唯一
一家全国连锁美甲店，另可修眉、
嫁接假睫毛等。

责吉品

位于女人世界一楼，主营品牌
真皮女包、箱包、卡包、手包，主要
品牌有鹦鹉王、布兰雅、爱情故事、
oppo 等。开业之际，店内普通手提
包 3 .5 折起，牛皮包 8 .5 折。

责尚品

位于女人世界一楼，主营又丽
全皮女包、摩斯卡休闲拉杆箱、卓
梵阿玛尼男士商务包，新店开业，
特推出全场 4-7 折优惠，会员购物
满 200 赠送价值 20 元商品，以此类
推。持本报到店消费可抵 10 元。

责小桔灯作文培训

位于金阳路实验小学南 200

米，小桔灯作文先进的教学理念，
独具特色的教学方法深受好评。本
中心常年开设看图作文、小桔灯趣
味日记、小桔灯快速阶梯作文、初
中作文、阅读理解、小升初文化课
辅导、中小学文化课辅导。

责ABC 英语学校

位于金阳路实验小学对面往
南 20 米，是一家专业英语培训学
校，开设基础班、音标班、语法班、
外教班、六年级升初一衔接班、初

中同步班。

责佳一数学

该校在日照有 3 个校区，分别
位于金阳路实验小学对面小二郎
学堂、威海路新营中学北 300 米小
星星英语学校、北京路荣安大厦佳
一数学。全国第一家研发动态数学
思维训练教材，全程动画 FLASH

情境教学模式。

责容斋书画院

位于实验小学对过老党校院
内最东面楼三楼，专注于少儿书
法、青少年书法以及书法高考生的

教学、培训工作，开设硬笔书法班、
软笔书法班、书法高考班等。暑假
班招生进行中，小班授课，针对性
辅导，报名暑假班还送寒假班，还
有精美礼品相送。

责国锋练字

位于金阳路实验小学对面小
儿郎助学园二楼，是中国硬笔书法
协会会员单位，国家专利练字法，
轻松掌握 100 个字根的书写技巧和
8 种定律的运用，无论是孩子还是
成人，有法可依，即学会自由组拼
任何汉字。多种字体因人而异，总
有一种适合你。

金阳路周边 特别推荐

金海岸小学 特别推荐

责尚雅形象设计

该店推出会员卡充值优惠活
动，4 折卡充值 2000 元送剪发卡一
张，5 折卡充值 1000 元送颜色一次，
6 折卡充值 500 元送护理一次，7 折
卡充值 300 元送弹力素一瓶。现推出
20 张 3 折卡充值 5000 元，可享受该
店所有美发项目、外加外卖产品。

责享妍精英美容养生馆

该店主营美容美体、养生足
疗、生发养发、白发转黑等项目。现
采用电动微针时光飞梭抗衰术，淡
化皱纹及色斑，填补凹洞、改善皮
肤质感。现只需 38 元可享受价值 98

元 72 小时玻尿酸补水一次、68 元
养生足疗一次、128 元肩颈放松保
养一次。

责晨旭教育

晨旭教育所开设的专注力课
程源自美国 GKE(全球知识交流中
心)，是引领国际儿童多媒体教学的

典范。晨旭教育感统训练城堡是专
为 2-12 岁孩子提升感觉统合能力
而开发的专业训练项目。开业之
际，新会员享受 9 折优惠，老会员享
受 8 折优惠。

责童画·润德少儿美术

营造富有艺术特色的环境，让
环境说话，让环境传递艺术信息是
童画人的追求。暑假报名前 100 人，
赠送童画五彩伞一把。课程安排：
儿童画、陶艺、书法、素描、动漫、版
画，课程套餐有：绘画+书法、绘画+

陶艺、书法+陶艺。目前单科年报可
享受 9 折优惠。

责方圆围棋

方圆围棋学校是日照最具实力
的围棋教育机构，每年让近万名少
儿接受到围棋教育，受到学校及家
长的一致好评。该校学员在历届市
围棋升段赛中获得优异成绩，升段
人数和升段比率连续多年第一，并
多次夺得冠军，被誉为“冠军摇篮”。

责九阳冰蓝·净水体验

位于五莲路与景阳路路口，荣
信小区东沿街，主要经营九阳冰
蓝·净水机、康宝消毒柜、油烟机、
灶具、空气净化器、车载冰箱，健康

饮水爱家人，让家人远离重金属污
染。即日起，店内商品和窝窝团购
开始九折售，并有精美礼品相送。

责宝宝乐母婴馆

位于五莲路与景阳路交汇处，

一楼为 0-5 岁婴童服装鞋帽、婴幼
儿用品、奶粉辅食、保健品、玩具童
车、孕妇用品等，二楼为 0-5 岁婴童
游泳馆，店内专业泳疗师让宝宝享
受快乐生活。每月 9 日、19 日为会
员日，所有产品折上折，尽享低价。

五莲路 特别推荐

酷酷 baby 儿童摄影，打造您与
众不同的潮流宝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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