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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亮点水族

位于永大家居王府金座一楼东
门，是中国生态水族第一品牌。亮点生
态水族系列产品是一款集生态、绿色、
环保、休闲、装饰于一体，运用真鱼、碧
草、奇木、怪石、底砂等自然美景的巧
妙结合，再现神秘的水底世界，有生态
壁画、壁挂式鱼缸、生态水墙花卉、生
态水族瓶等。三年不用换水的鱼缸，亮
点水族为您量身定制，为家居装饰带
来时尚与自然的神奇组合。

责我爱我家

我爱我家是一家主营室内家居饰
品、日用品的精品家居饰品店，现举行
盛大酬宾特惠活动，单品50元以上的
货品打8折，在此基础上，满200元减20
元，满500元减50元。持本报进店可享受
7折优惠。

责家之恋

家之恋主营高档家居、家饰、茶
具、工艺品、礼品等，店内消费满100元
送盆栽一盘，满200元送毛绒玩具一只，
满300元送原价65元的储钱罐一个，满
500元送原价200元的大熊玩具一只。店
内所有高档茶具半价，消费满100元，凭
1张含该店信息的报纸，抵10元现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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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钻石画，生日礼品，玩
偶，毛绒玩具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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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责简约家饰

简约家饰主营装饰画、摆件等物
品，可称为软装饰。店内物品全场8折
优惠。店主特别推荐一个名为“华尔街
牛”的物品，此物品适合摆放在酒店、

公司办公室，寓意积极向上、牛气中
天。

责云轩画廊

该店长代理、转让名家字画、作
品，同时还是安徽泾县梅雨轩宣纸
日照总代理，专营家庭、宾馆、公司
专用字画、装饰品，装裱全市最低
价。从即日起，持本报，到店可享 8 . 8
折优惠。

责千百度饰品店

位于望海路中段顺风肥牛东 100
米转角处，一楼主营钻饰、银饰、手表、
工艺品，二楼经营头饰、彩妆、帽子、围
巾等。绽放高贵而美丽的动人韵致，千
百度时尚馆，让美丽在指间傲然盛放。
凭本报进店消费，可享受7折优惠。

责昭阳画廊

位于昭阳路27号区财政局南侧，
主要经营名人字画、中国画、油画、装
饰画、字画装裱，可以定做、高仿各种
书画。即日起，持含有该店信息的报纸
进店可享九折优惠。

责魏紫棠书画院

位于济南路与昭阳路交汇处信合

苑56号，主营名人书画、文房四宝、工
艺礼品、字画装裱、画框定做、金石纂
刻，适用于个人收藏、家庭、酒店、企
业、办公室等装饰。

责天下奇石馆

该店主营各类奇石、玉器，兼营
各类红木手串、摆件、文房镇纸等中
高端商务礼品、收藏品。即日起，全
场优惠酬宾5折起售，持本报可在现
有折扣基础上再享九折优惠，特价
除外。

责书香斋

该店位于凯德广场负一楼35号，
该店主要经营正版图书、瓷器、名人字
画、音像等，张池、张四海、王雪涛等名
人的真作。凡进店购物的顾客，赠精美
图书一本，该店正版图书夏季促销部
分3折起售。

责暖宜佳蚕丝家纺

该店有两家分店，分别位于济南
路信合苑小区沿街、淄博路海曲新村
二区沿街，现场制作各种规格桑蚕丝
被，现场加工各种婚嫁棉被、学生被，
暖宜佳布艺高中低档床品套件，质量
保证，假一赔十。

家 居 饰 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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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能强陶瓷
位于日照市观海苑建材市场一楼

B-07，批发零售广东高中档抛光砖、仿
古砖、中国福精品瓷砖、蓝山古典砖、
NQ微晶砖、原生木瓷砖等，是中国陶瓷
十强企业，中国驰名商标。

责龙发装饰

位于海曲东路31号，公司投资近百
万成立了大型综合建材城——— 华贝特
平价建材城，集瓷砖、地板、卫浴、门、楼
梯、吊顶和灯具为一体，实行一站式服
务，为广大业主提供物美价廉的服务。
现到店咨询即有精美礼物赠送。

责城市人家
位于海曲东路12号，现推出疯狂夏

季，感恩抢购专场，凡活动期间定装修
VIP客户可享受低折扣+各别主材免单。

责哈佛热水器旗舰店
位于火车站南50米联通公司对过，

主要经营哈佛热水器、科里净水器、世
保康净水器等。哈佛热水器独有的QSC

非金属加热技术，终生不结水垢，水电
完全分离，安全高效，专注于即热式热
水器15年，是即热式热水器国家标准起
草单位。

责紫荆花漆
位于观海苑建材市场D区1号，主营

紫荆花漆，具有多个产品系列，包括家
装民用漆(内外墙乳胶漆、水性木器漆

及油性木器漆)、工业漆(包括家具漆、塑
料漆、重工业漆等)及工程漆。紫荆花
漆，漆出春天！

责格莱斯陶瓷
位于观海苑建材市场B区33号，主

要经营格莱斯全系列高、中、低档抛光
砖、内墙砖、仿古砖、全抛釉、超晶石等
产品，还可承接室内外装饰工程。

责新潮灯饰
位于黄海三路观海苑建材市场B

区1号，主要经营三雄极光灯具系列、开
元水晶灯系列、欧式吊灯系列、时尚简
约水晶灯等，整套购买更有优惠。还可
承接室内外大型安装工程。

责乐家博尔曼
位于黄海三路观海苑建材市场A

区-18号，整体厨房、卫浴、厨房电器等，
一应俱全。佛山市蒙娜丽莎卫浴，传承
欧洲艺术典范，引领您晋升欧洲贵族。
乐家博尔曼整体厨房，专注于厨、专注
于柜，让您的生活更美好。

责意大利罗马窗帘
位于黄海三路观海苑建材市场

北门，高档产品来自意大利的设计
稿件，采用精益求精的欧洲压花工
艺，款款精品巧夺天工，完美诠释欧
式风格唯美高贵的内在品质。以
RUOME 装点美丽家居,体验迤俪千
年的文化之旅。

责德国菲林格尔地板
位于观海苑国际家居负一楼，菲林

格尔地板始创于1921年德国，是奔驰汽
车的室内木制品独家供货商。凡购买菲

林格尔地板系列产品的客户，如发现产
品的甲醛释放量超过产品标准要求，除
按原价退款外，还将一次性奖励10000

元。

责红玫瑰灯饰
位于黄海三路观海苑建材市场B

区4号，主营品牌欧特朗，专做家居灯
饰，灯具开关、插座、户外亮化、专业
LED照明等一应俱全。以诚待客，以质
取信。

责圣象木门
位于黄海二路山水大酒店北侧一

楼，主营圣象木门、美之选推拉门、整体
衣帽间等。全球一体化木业产业链，以
绿色产业链，让环保先行。

责全友·天天木门
位于黄海二路石臼汽车东站东50

米，是国内第一家有雄厚家具企业背景
全资投资的大型木门生产企业，选用一
次性成型木板，用不开裂，绝不变形，60

丝超厚木皮纹理清晰，漆面侵润。欧标
42mm超厚规格厚重隔音，牢不可破！10

万次开启绝不变形。

责卓雅装饰
位于江豪建材城A6-8-1，成立于

2008年，是一家具备设计、施工资质，
涉足家装、工装、木作生产与材料销
售的精装设计与施工服务机构，致力
打造最具性价比的整体装饰服务商。

公司构筑了一套立体交互式的
集设计、施工与材料配套为一体的
整体装饰模式，以清晰的价格、完整
的配套、无缝连接的服务为主要特
征。

装 饰 材 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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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大学士防近视学习桌

该店位于太阳城市场西门三
楼，近视、斜视、驼背、肩膀一高一
低、脊椎变形等严重影响孩子的成
长发育，大学士推出防近视学习桌，
让您的孩子不再因为坐姿等问题影
响前途。该店另售办公桌椅、藤椅、
餐桌等家居用品。

责大有帅才健康学习桌

该店位于太阳城市场三楼北
门，北京帅才健康学习桌设计有可
折叠托肘板，学习时双臂可自然下
垂，托起孩子的双臂，身体靠在椅背
上，全身放松，提高学习效率。该店
另售办公桌椅、藤椅、餐桌等家居用
品。

责麒麟床具

该店位于太阳城市场北门三

楼第一家，主要经营麒麟床垫、沙
发、餐桌、电视柜等床具，产品面
料高档优质，贴身柔顺，设计美观
大方，具有防潮、弹性好、透气性
好等特点，为您的健康提供最贴
心的保障。

责紫金阁红木家居

该馆位于五莲县城富强路檀
香花园东门沿街，主营红木大板
家具、红木根雕茶几、红木根雕靠
背椅、红木根雕躺椅、根抱石花
架、红木雕刻工艺品、黑檀、绿檀
茶盘、宜兴紫砂壶、天然水晶、苏
绣等，精品荟萃，高贵不贵，一旦
拥有，别无所求。

责慕思寝具
位于永大家居王府金座负一楼

慕思凯奇店，主营慕思寝具，现慕思
寝具携手前进家具、唐和居推出惊
天钜惠活动。七重大礼，惊喜无限，
与慕思去欧洲艳遇吧。活动时间：8

月24-8月25日，详情请咨询店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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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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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 E P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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责宝宝乐母婴馆
位于五莲路与景阳路交汇处，

乘30、34路到城建沁园北行500米，9、
24路到高新园管委南行100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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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责翰王皮具护理
位于新市区泰安路中级人民

法院对过，主营高档皮衣、皮包、水
貂、皮草等奢侈品保养护理，兼做
翻新业务。店内实行充值优惠活
动，充500元享受9折优惠；充1000元
享受8折优惠。

责酷贝尔欢乐水吧
位于泰安路舒斯贝尔花园北

门西侧200米，是日照市首家室内海
洋主题乐园，专业婴幼儿理发、游
泳、早教、成长纪念品制作、手工制
作。该店设有专门为0-12岁儿童理
发的儿童乐园，让理发对儿童来说
成为一种玩乐的享受，也满足儿童
的个性化理发需求。

责房产理财
位于泰安路中级人民法院对

过，有新营学区房多套，分布于电
业局家属院、检察院家属院、海关
家属院，网通小区等，60 万— 98

万急售，面积 80 — 120 平方供你
选择，可办理二手房贷款，放款
快。

生 活 服 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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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版文/片 逛街记者 辛周伦 见习记者 林萍 王在辉

微微信信生生意意咋咋做做??本本报报开开课课教教给给您您
培训包括18个部分，报名就送一份全年齐鲁晚报

本报8月22日讯(见习记者 杜
光鹏) 教你如何做好微信生意，8月
31日，由齐鲁晚报《今日日照》和日照
市运维营销共同举办的“微”力无
边——— 微信营销实操班，将在山孚
大酒店1楼会议厅正式开课。

有人的地方的就有营销价
值，2 0 1 1年微信正式上线发布短

短的2年时间已经累计发展了5亿
用户，活跃用户超过2亿，一股围
绕微信应用的创富热潮正向我们
袭来。

那么如何利用微信增加自己的
客流量，提高营业额?如何借助微信
营销创造巨大的价值和财富？8月31

日，由齐鲁晚报《今日日照》和日照

市运维营销共同举办的“微”力无
边——— 微信营销实操班，在山孚大
酒店1楼会议厅正式开课，教您如何
做好微信生意。

日照市运维营销负责人李经理
告诉记者，“本次培训共分为18个部
分，其中包括微信推广和粉丝维护
技巧，微信公众账号客户服务体系

建设，如何让客户主动帮您的店做
宣传，玩转个人微信让生意自动找
您，如何让你的产品突破地域限制
卖向全中国等内容。票价为398元每
人，不过这是第一次开课的优惠价，
以后肯定还会涨，因为听了我们的
课之后您会发现，学到的东西远远
不止这个价。”

课程时间安排是：上午9：00-11：
30，下午2：30-5：30，并且通过齐鲁晚
报《今日日照》报名者，还会送一份
全 年 的 齐 鲁 晚 报 。咨 询 热 线 为
18963356221，报名热线为18663393375，
报名地点为齐鲁晚报日照记者站(位
于烟台路住建委东侧,丽城花园西门
沿街19号楼105室)。

能强陶瓷，质量典范，环保装点您的爱家。

五莲紫金阁红木家居
生活馆新进的达摩楠木雕
刻工艺品，雕工细腻，自然
传神。 我的婚礼我做主我的婚礼我做主家 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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