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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日照

身边·消费

如意鲜花

位于望海路中医院斜对过，主
营鲜花制作，婚庆、会议、庆典用
花，每天提供最新鲜的货源，保质
保量，提供鲜花预订、送花服务。现
该店每天推出 3 个特价花篮。

梦云花艺

位于新市区泰安路国际大厦
对过，主要提供生日送花、爱情送
花、结婚纪念送花等鲜花速递服
务，同时经营开业花篮、商务鲜花
等。即日起，持本报进店消费满
100 元立减 30 元或买 5 束鲜花送
同等价位的鲜花一束。

格艺鲜花

位于昭阳路立京饺子城北
邻，主要经营花卉精品、鲜花制
作、婚车装饰、婚礼策划等，提供
鲜花预定、送花服务。专业的插花
技师，让您在花的世界里，做你所
想，追求至上。

幸福鲜花坊

位于昭阳路建行北 26 米，主
要经营花卉精品、鲜花制作等，店
内鲜花种类繁多，新鲜包装，可提
供鲜花预定、专业插花、送花服
务，让您以极低的价格，获得最想
要的花束，让幸福把你紧紧包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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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拓电子科技公司

位于王府大街电子科技城
B1-3-4 ，主营联想电脑、惠普电
脑、打印机、复印机等系列耗材销
售及批发、专业加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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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天推出
一款原价 9 9 9 元的佳能数码相
机，特价 699 元出售。迎国庆，凡
在该店购买数码相机、摄像机，即
送价值 80 元数码相机清洁套装，
镜头布，读卡器，屏保，购买产品
终身免费清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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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庆临
近，现缴纳 100 元订金，国庆期间
购物可抵 200 元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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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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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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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止 10 月 7 日，凡进店者
均可获赠 99 元代金券一张，凭此
券可免费领取安装透明前置过滤
器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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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8 9 9

元海尔 1 . 5 匹定频空调，活动期
间享受 2 4 9 9 元优惠，限量 1 0 0

套，先到先得，另有精美机罩等
礼品相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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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京瓷复印机专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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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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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国庆，送礼送健康，全场
8 折特惠。

星源电器

位于西海路与正阳路十字路
口西北角，主营稳压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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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综艺传媒音像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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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次
性消费满 58 元赠精美礼品一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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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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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弱视、近视
治疗中心

地址：天津路六中对面

电话：0633-2281977

易视康视力
矫正中心

地址：向阳路 36 号，实

验三中向南 100 米路东

电话：15954000045

芊田数码
地址：海曲东路大润发

超市对过日照芊田数码

电话：18663302201

京瓷复印机专卖

地址：海曲中路 129 号，

雪狼湖 KTV 西 100 米

电话：13863328973

好自然净水机
地址：济南路与兖州路

交汇处往东 10 米路北

电话：15666611667

九阳冰蓝·净水馆

地址：五莲路与景阳路

路口(荣信小区东沿街)

电话：18906333837

帅康厨卫
地址：海曲东路 111-5

号

电话：0633-3690567

星源电器
地址：西海路与正阳路

十字路口西北角

电话：130127773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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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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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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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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弱视、近视治疗中心

位于石臼天津路六中对面，
是一家专注视功能检测与康复的
综合服务机构。

专业治疗弱视、近视、复视，
采用的是纯粹的物理训练方法，

不打针、不吃药、不针灸，不按摩。
免费体验，满意再交费。无效全额
退款。

易视康视力矫正中心

位于向阳路 36 号，是一家集
近视、散光、远视、弱视检测与矫

正、视功能检测与复健的综合服
务机构。矫正近视采用光学雾化
等技术，不限年龄，效果显著。矫
正弱视采用热灸理疗等技术，轻
度弱视一周达到 1 . 0 ；中度弱视
3 — 5 个月康复；超过 12 周岁的
青少年弱视力照常康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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