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责昂立稚慧谷

位于海曲东路沙墩二区沿街，早
教重点培养孩子良好的性格及生活
习惯，开发宝宝的8大智能，注重宝宝
的情商和智商的共同发展。即日起，
原价168元稚慧谷早教一期，持本报
只需100元。

责皓中艺术工作室

位于济南路阳光花园北门东侧
沿街，长期开设寒、暑、周末、假期班，
主要课程有水粉、水彩、写生、素描、
书法等。现推出暑期儿童画班、书法
班、中高考班。

责古月乒乓球培训馆

位于济南路伴月公寓沿街，常年
招收、培训乒乓球学员，设少儿班、学
生班、成人班，高考加分班(馆内设有
高级发球机)，销售各种品牌乒乓球
器材、底板、套胶。

责晨旭教育

位于威海路与五莲路交汇处东
50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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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晨旭感觉统合
训练课时费优惠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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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位于威海路金海岸小学斜对面，
营造富有艺术特色的环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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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后在新营小学，
金海岸小学，卓越幼儿园，曲师大日
照校区等多所院校及幼儿园开设围
棋课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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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责小桔灯作文培训

位于金阳路实验小学南200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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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设音标班、语法班、外教班、小升初衔

接班、初中同步班。该校坚持把最精
良的师资队伍、最宜人的教学环境奉
献给您和您的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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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
获“2012年中国十大教育辅导机构”。
从幼小衔接到初三，学佳一数学，提
高数学分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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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设硬笔书法班、软笔书法班、书
法高考班等，小班授课，针对性辅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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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法不
依字”，轻松掌握100个字根的书写技
巧和8种定律的运用，包教包会,无效
退款。

责百家筝鸣

百家筝鸣·华韵古筝艺术学校，
专注古筝艺术教育，现推出捐款100

元免费学习三个月优惠活动(年龄限
4—10岁儿童)或免费音乐能力测试加
两节免费体验课活动(年龄限4—13岁
儿童)。

责山东省青年美协创作基地

该基地位于菏泽路南端市医院
西门对过小孙家村沿街A段，该基地
导师李怀杰先生是省青年美术家协
会主席，省青联常委，擅长雕刻和书
法。导师王芳清为山东省工艺美术大
师，中国油画协会理事，擅长油画。该
基地为喜欢收藏紫砂壶、字画爱好者
提供交流平台，为绘画、书法爱好者
培训指导。

责亿婴天使早教

位于泰安路15号市医院对面，庆
亿婴早教中心7月12日新店盛大开
业，在此期间进店的宝宝均可获得测
评一份，帮助您科学去指导孩子，更
有精美礼物等你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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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培训 特别推荐

家电数码 特别推荐

责芊田数码

位于海曲东路大润发超市对
过，主要批发与出售佳能、尼康、三
星等品牌数码产品。该店每天推出
一款原价999元的佳能数码相机，
特价699元出售。所有该店购买的
数码产品均质保3年，终身免费清
洗。

责海尔家电

位于大润发沿街8号商铺，推
出特惠活动，凡活动期间惠顾该店
的水晶城业主，原价2899元海尔1 . 5

匹定频空调，活动期间享受2499元
优惠，限量100套，先到先得，另有
精美机罩等礼品相送。

责迈盛数码

位于大润发沿街日照银行北
郊，主营苹果电脑、手机等数码产
品，凡进店购买苹果电脑主机的顾
客，可免费办理会员卡，享受主机
激活、剪卡、安装软件等10项免费
服务。凭本报进店可享苹果配件5

折优惠。

责海尔生活家电体验馆

位于海曲东路15号友谊医院
对过，专门经营海尔品牌家电，现
店长特推海尔净水设备，使用顶级
滤芯，可实时监测家里的水质状
况，为消费者提供最佳饮水和生活
用水。即日起，持本报进店购买海
尔净水设备，可抵300元现金。

责苏泊尔专卖店

位于海曲东路15号友谊医院
对过，批发兼零售苏泊尔、多星等
品牌家用电器、厨房用品，该店免
费办理会员卡，会员可享8折优惠，
特价产品除外。还会不定期推出特

价商品，目前推出苏泊尔豆浆机，
原价349元，现特价199元。

责万家乐厨卫

位于海曲东路友谊医院西门
南10米，万家乐，做中国菜的厨电。
该店主要经营万家乐燃气热水器、
烟机灶具等，现推出御厨套餐新
品，优惠多多。万家乐，24年专业制
造，国内行业销售领先。

责京瓷复印机专卖店

位于海曲路雪狼湖ktv西100

米，是京瓷复印机日照总代理，近
日推出最新款终身不换硒鼓的小
型复合一体机(复印、打印、彩色扫
描、传真)；另有大型特价机及买一
赠一的活动。款式多多，优惠多多。

责好自然净水机

位于济南路与兖州路交汇处
往东，主营好自然净水机，采用净
水器行业质量最好的三角洲增压
泵和进口陶氏膜；可配套漏水保
护装置；采用顶级钢化玻璃面板，
易清洗；新潮磁吸式链接式机身
设计一分钟完成开门和滤芯更
换。

责九阳冰蓝·净水体验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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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责星源电器

该店位于西海路与正阳路十
字路口西北角，主要经营稳压器、
报警器、遥控器、监控器材等各种
电器设备，是日照无线移动数字机
顶盒代办点，诚招南湖、陈疃、西湖
乡镇代理。该店电器种类繁多，为
您的生活带去便利。

责综艺传媒音像店

该店位于正阳路太阳城市场
西门南50米，主营车载CD、儿童早
教系列、早教机等。店长是一名书
画爱好者，创作了很多工笔、山水、
人物画，远销德国和匈牙利。即日
起，一次性消费满58元赠精美礼品
一份！暑假期间，买复读机赠送配
套磁带。

责奔奔室内门

位于黄海三路与北京路交汇
荣安大厦一层沿街，主要经营奔
奔室内门和一一木门。奔奔室内
门从2005年入驻日照，以木塑为
主，不变形、不怕水、不含甲醛等
有害物质，健康环保，经济适用。

责宏陶陶瓷

位于黄海三路荣安大厦一楼
沿街，主要经营瓷砖，宏陶瓷砖是
中国十大品牌之一，瓷砖款式新
颖、质量过硬、配套完善、生产工
艺稳定、持久耐用，是您装修的好
选择。

责南山散热器

位于黄海三路荣安大厦东
侧，主营专业地暖工程、散热器安
装、水路改造等，内防腐、外烤漆
均采用美国进口材料。专业经营
12年，品质保证，上海宝钢材料，
耐热度强，保修期5年。

责乐尔集成厨房

位于黄海三路西首路北，主
营烤漆系列、实木系列、吸塑类的
橱柜，香港夏博衣柜、书柜，订做
洗手盆、鞋柜等，该店是自主注册
品牌，与品牌厂家合作，质量有保
证，价格优惠。

责卡·普索

位于黄海三路西首路北，主

营卡·普索简约式灯饰、牧羊人中
式灯具、金丰美欧式奢华水晶灯
饰，消费群体一般为中高端客户，
欧式水晶灯采用最好的K9级水
晶，通透度好，有光泽。

责长城电线电缆

位于黄海三路西首路北，主
营青岛汉缆、淄博长城电缆及各
种电器、电缆附件、高低压电力电
缆、施工配电箱、照明动力箱、通
讯电缆、电话分线箱等，特种电缆
可定做加工。

责永发工艺石材

位于黄海三路西首荣安大厦
东100米路北，主营进口、国产大
理石，马赛克，透光石，文花石等；
加工窗台、楼梯踏步等各种异型
加工，珍妮诗卫浴、坐便器、浴室
柜等，累计消费满万元有礼品相
赠。

责杭州窗帘批发

位于黄海三路西首路北，专
业批发各种高中低档窗帘、百叶
窗帘、水晶帘、艺术窗帘及窗帘轨
道等各种窗帘配件，承接家居、酒
店、写字楼、办公窗帘及工程窗
帘，累计消费满万元有礼品相赠。

责帝莎卫浴

位于黄海三路荣安大厦东
1 5 0 米 路 北 ，主 要 经 营 英 国
REGALHOME(帝莎)卫浴，沐浴

桶、泡脚桶系列，整体淋浴房、简
易房、玻璃隔断，尚美陶瓷砖，该
店承接改水路、卫生间免费设计。

责申鹭达卫浴

位于黄海三路西段荣安大厦
东300米路北，主营高中低档水龙
头、洁身器、坐便器、洗手盆、置物
架、防雾镜、感应洁具、延时冲洗
阀、浴缸及洁具配件、水暖管件
等，中国名牌，品质保证。

责广东佛山建陶批发

位于黄海三路西段路北，主
营广东、淄博全瓷，各种规格高档
抛光砖、内墙砖、腰线、花片、拼图
系列，高中低档洗手盆、下嘴、下
水系列。

责群升门业

位于黄海三路西段，主要经
营防盗门、防火门、钢木门、车库
门、不锈钢门，群升是中国驰名商
标。“群升”牌防盗安全门、金属进
户门、防火门及车库门已成为享
誉国内外的知名品牌。

责聚能LED照明

位于北京路与黄海三路交汇
处荣安大厦一层沿街，主营LED

系列的客厅灯、吸顶灯、厨卫灯、
水晶灯、天花灯、筒灯、豆胆灯、壁
灯、镜前灯、投光灯、轨道灯、过道
灯等，适合商业照明、工程照明
等。

家居饰品 特别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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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图腾骑行俱乐部
位于海曲东路大润发对过，

凡进店购买自行车者，均可赠送
精美礼包一份。

该店在天气允许的情况下，
每周日都会组织骑行活动，放飞
心情。

责君安消防器材

位于市医院北菏泽路西天诚
时尚南沿街，主营火麒麟车载自动
灭火装置，明火或170度时自动喷
射烟雾5秒钟灭火，用于发动机仓、
配电箱、ATM机等密闭空间灭火。
成威灭火装置，,遇明火启动, 爆
喷水(泡沫)剂5秒钟灭火，用于工

矿、石油、物流仓储、公共场所等，
均为专利产品，公安部推广。

责三瑞医疗器械

位于向阳路仁和小区沿街4

号楼，主营二、三类医疗器械，检
验类、超声影像类、心电监护类等
各式器材齐全，还有医用耗材、家
庭保健用品。另可承接以上机器

的安装、调试、培训及维修业务。

责惠耳听力助听器

位于望海路18号德福龙服装
城北门沿街，是一家专业从事听
力康复与助听器验配的服务机
构，为广大弱听患者提供最优良
的听力技术与助听产品，解除听
障人士的痛苦。

器材 特别推荐

骑行 特别推荐

千百度家居饰品。

本报“逛街”版，免费为商家刊登各种优
惠信息，只要您有精彩的商品，愿意为日照的
读者提供特惠，都欢迎您联系我们！

主持人电话：辛周伦18663392811，王在辉
18663054680，林萍18763387606；《逛街》QQ群：
321168665；微博：@齐鲁晚报今日日照新浪官

方微博；微信：点击“朋友们”→“添加朋友”→

“搜号码”，输入qlwbjrrz搜索即可，或扫描二维

码。

责鹏宇整脊推拿

位于昭阳路与望海路交界处路
东，医师曾为原华方医院推拿医师，
北派整脊推拿方式，小角度、小力度
推拿手法，对缓解劳损、腰椎疼痛效
果显著。目前该店推出推拿送拔罐，
推拿5次即赠送1次推拿，推拿10次即
赠送3次推拿，拔罐免费。

责康平推拿

该店位于兴海路凌云家电城东
66米，是一家专业从事推拿的老店，
主治颈椎、腰椎疼痛、椎间盘突出
症、肩、膝、踝关节综合症、扭伤引起
的肌肉酸痛等，腰椎、颈椎突出，一
次即可见效果。

责美国GEP干洗

位于泰安路舒思贝尔花园沿
街，本店秉承“健康环保洗衣”、“特
殊污渍处理”、“高档皮衣精洗”、“奢
侈品皮具护理”和“消毒杀菌处理”

等特色深受日照消费者的喜爱。让
我们为了子孙的蓝天、绿水和人类
的健康，全力使用和推广绿色环保
洗衣产品及技术。真正做到“衣来顺
手”，凭本报享受9折优惠。

责依丽洁干洗

该店位于兴海路与昭阳路交汇
处东20米路南，可提供西服、羊毛
衫、风衣、礼服等各式面料衣物、床
单等洗剂，使用绿色环保石油干洗
机，洗剂效果好、保护衣物能力强。
会员可享受9折优惠，还有充值卡充
100赠20，充200赠50等优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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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活服务 特别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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