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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址：济南路与威海路
交汇处东200米路北

电话：8788633 15953083866

地址：望海路舒斯贝尔商业街，

东港医院西200米路南
电话：18963306888

地址：昭阳路与望海路交
界处路东(市政小区门口)

电话：18963386760

地址：兴海路(凌云
家电城东66米)

电话：13963306363

地址：海曲中路山孚
大酒店对过

电话：13863319873

地址：新玛特南邻女人
世界一楼

电话：18206337797

地址：望海路中医院
西约100米

电话：13256066065

地址：威海路港三区
西门北50米

电话：18606336273

东港文慧牙科 福平牙科 鹏宇整脊推拿 康平推拿 花妃美容 海豚湾美甲 至爱养生瘦身 姚大夫美容院

本版文/片 逛街记者 辛周伦 王在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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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雅亮眼镜

位于市人民医院北门
正对面，独家引进精确值最
高的进口全自动尼德克验
光设备，二楼有众多世界一
线品牌入驻，镜架有天梭、
精工、卡西欧等，镜片有依
视路、碧碧及亚、唯尊等，
独一无二的顶尖视光设备
为您的视界精准到361度。

教育眼镜

位于海曲中路4号，推
荐渐进多焦减缓近视加深
镜片、钻石切边时尚镜片
等，还可定制中高档太阳近
视镜。该店所有产品批发价
销售，原价1280元的钻石切
边眼镜持本报优惠信息到
店购买可享388元超低价。

明朗眼镜

位于百货大楼西 1 5 0

米，该店配镜全部4折，让您
花最少的钱配最好的眼镜。
目前特推学生读写专用镜，
可防止近视加深，缓解眼疲
劳。该店还可定制近视太阳
镜、偏光镜、变色镜等。

伯亨眼镜有限公司

位于海曲中路百货大
楼西8 0米推出配镜片送镜
架活动。学生专用控制度数
不加深镜片198元/副。伯亨
眼镜大学城店也可享受此
优惠！

持此报配镜可抵2 0元
现金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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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阳光照明

位于日照市江豪建材市
城灯具市场沿街，主营LED照
明、家居照明、办公照明、防爆
灯、三防灯、无极灯、工矿照明
开关插座、消防应急照明等。

兴华防水

位于江豪建材市场荟阳路
3 8号木材市场沿街，主营汇源
牌、鲁南牌、华美牌等高中低档
SBS、PVC、防水液、聚氨酯等防
水材料，承接各类防水工程，专
业施工团队，经销与施工一条龙
服务，保证质量，信誉至上。

宜居建材

位于江豪建材市场木材
沿街 3 2 号，主营静音管、采暖
设备等，主要代理逸通塑料管
道 、新 逸 、金 牛 地 暖 、沪 洁 管
业、宏力养生碳晶取暖墙、海
尔太阳能等品牌。

金欧雅陶瓷

位于江豪建材市场A7- 2

号，主营各种高低档瓷砖、内
外墙砖、仿古砖、屋面瓦、仿古
瓦等，是金欧雅陶瓷日照地区
总代理。

青岛立辉电缆

位于江豪建材市场荟阳
路木材市场沿街4 2号，批发各
种 电 缆 、电 线 、开 关 、各 种 灯
具、低压电器、配件箱、五金工
具等电器材料，同样的产品比
质量，同样的质量比价格。

中瑞五金水暖

位于江豪建材市场北首
木材市场西沿街3 1号，主营五
金建材、工具、标准件、劳保用
品、水泵压力罐、水表、地暖件
管 、分 水 器 、龙 头 等 ，五 金 老
店，诚信经营。

为感谢广大客户对中国工商
银行的支持与厚爱，中国工商银
行日照分行、中国银联山东分公
司和银联商务日照分公司将于12

月 1 日-31 日联合开展“工商银
行银联卡购物消费礼品拿”客户

回馈活动。活动期间，凡使用工商
银行62开头的银联卡，单笔消费
超过62元(含)即有机会中奖，中奖
信息即时打印在POS机的签购单
上。

据了解，该客户回馈活动的

商场范围包括：日百新玛特购物
广场日照店、日照日百商业有限
公司、日百新玛特购物中心五莲
店、日百万德福莒县店、日百万德
福岚山店、日照银座商城有限公
司、日照银座商城有限公司岚山

店、日照银座商城有限公司广场
店。该活动奖项设置有：iphone5手
机、ipad mini1、三星数码相机、精
品纪念奖等，中奖率高，获奖客户
可即时到所消费的商城总服务台
/贵宾卡中心办理领奖手续。

工工商商银银行行银银联联卡卡 购购物物消消费费礼礼品品拿拿

文慧牙科

位于济南路与威海路交汇
处东200米路北,原雅美口腔,是日
照市卫生部门经过严格审批的
一家专业口腔医疗机构 ,设备先
进 ,技术精湛 ,环境温馨。主要治
疗项目有牙髓治疗、无痛拔牙、
种植牙,牙齿修复,牙齿美白,各种
牙齿不齐的矫治等。

福平牙科

位于望海路舒斯贝尔商业
街东港区医院西200米路南，治
疗项目包括各种疑难牙病，牙
齿不齐正畸，义齿种植修复等。
该店拥有一只技术力量雄厚，
临床经验丰富的牙医队伍。他
们大都有过在全国著名的口腔
专科医院工作学习的经历，累
积了非常丰富的临床经验和理
论知识。他们采用最大程度的
无痛治疗，尽量降低您在治疗
过程中的不适。

康平推拿

该店位于兴海路凌云家电
城东6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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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花妃美容冰点脱毛

位于海曲中路山孚大酒店
对过，该店以脱毛为主，主打冰
点无痛脱毛，现巨资引进半导体
激光无痛脱毛机，是目前顶尖的
科技脱毛设备，安全、快速、无痛，
永久祛除全身各种深浅粗细毛
发。成功脱毛14年，专一更专业。

现推出优惠活动，唇部脱毛6折。

Nail Baby美甲

新店开业，装修华丽、干净
卫生，店员全部去青岛参加专业
培训。店主张女士是第二次创
业，她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经
营一家中高档、正规、服务都一
流的美甲店，让顾客都能高兴而
来，满意而归。

海豚湾美甲

位于女人世界一楼女主角
服装店内，海豚湾美甲店是日照
唯一一家全国连锁美甲店，即日
起，该店推出优惠大酬宾活动，
原价30元美甲套餐持本报仅需
9 . 9元。

至爱养生瘦身

位于望海路中医院西约100

米，以超前理念、超强功效、超然
舒适、超级安全为指导，以高品
质、高功效、高精尖产品及服务，
打造并支撑起一个全新的养生
美体专业塑身平台。签约减肥，
每疗程可减15-30斤，一次减肥
签约终身维护。

姚大夫美容院

位于威海路港三区西门北
5 0米，巨资引进先进的冰点脱
毛设备，是爱美女士脱毛的首
选。推出经典项目：冰电波拉皮
机祛除皱纹、拉紧皮肤、瘦脸；
激光色素治疗仪当场提取雀
斑、老年斑、黄褐斑；祛痘、祛除
疤痕。

兰大夫问题皮肤修复

位于正阳路81号同仁堂对
面，专业针对青春痘、痤疮、痘

印、痘坑、过敏脸、激素脸、红血
丝、各种斑、毛孔粗大等皮肤问
题，三位一体治疗，诚信保证，签
约修复，拍照为证，无效退款。凭
本报进店，可免费治疗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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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止脱生发

位于海曲西路银座东辰广
场对面，医圣堂全国连锁专业治
疗脂溢性脱发，斑秃，全秃，产后
脱发，久治不愈脱发，白发转黑，
眼眉稀少，头屑头痒，头油。7天
止脱，15天生新发，30天白发开
始转黑。只要毛囊没坏死没闭合
均可再生新发。免费试用，见效
付款。

美康中药美容院

位于正阳路中段百货大楼
西门对过，主治粉刺、痤疮、扁平
疣、酒渣鼻、祛痣、祛雀斑，各种
粉刺、点痣坑增生或凸陷、疤痕、
烧烫伤疤痕。17年专业老店，签
约治疗，无效退款。

康复推拿

位于海曲中路友谊医院南
50米，可进行针灸、艾灸、推拿、
偏瘫、康复、复位、拔罐等，主治
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肩周炎、
骨质增生、类风湿性关节炎、腿
就扭伤等，效果显著。

美
容
推
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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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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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月30日，裕升·大唐华府置业会会员
招募正式开启。来自日照市区、周边乡镇
的客户齐聚裕升·大唐华府临时接待中
心，踊跃申请加入裕升·大唐华府置业会。

裕升·大唐华府推广启动以来，获得
了社会广泛关注和认可。活动当天，近400

位客户提交了裕升·大唐华府置业会入会
申请表。现置业会会员持续火热招募中，

择日将对申请入会的客户正式发放置业
会会员卡，成为裕升·大唐华府置业会尊
贵会员，享受开盘1%优惠及其他会员特
权。

日前，裕升·大唐华府近 1000 平米的
接待中心正紧锣密鼓的建设中，2014 年，
裕升·大唐华府将在广大客户的期待中华
丽启幕！ (卢燕玲)

裕升·大唐华府置业会

会员招募热闹开场

为了感谢广大客户对于长信·书香河
畔的支持与厚爱，长信·书香河畔于 11 月
30 日上午 9 点在街头举行大型客户答谢
会活动。本次活动的现场提供了多种点心、
蛋糕、水果、饮料、小礼品等等，场面人潮拥
挤。开场以一段婀娜多姿的舞蹈拉开了帷
幕，余音绕梁的歌声、精彩十足的杂技表演
赢得了掌声阵阵。热闹非凡的互动游戏，丰
厚的礼品发放，将整个活动现场推向了高
潮。最受欢迎的是魔术表演，古灵精怪的小

丑连续不断的奇幻魔术使得现场观众惊
呼一片，使场面气氛掀起了一个又一个的
高潮。活动从早上九点开始一直延续到下
午，活动当中的朋友们意犹未尽，不禁为活
动连声赞赏。现场工作人员说道：“倾心聆
听客户的声音是我们发展之本，也是满足
客户需求最快速实现的捷径。我们非常重
视与他们的有效沟通，像今天这样的联谊、
互动、答谢等活动，加强了我们与客户的互
融、了解。无论是新客户还是老客户，都是
长信·书香河畔的伙伴，他们是我们长信·
书香河畔最大的一笔财富！”

长信·书香河畔非常重视业主的体验
与感受，这也是长信集团一贯的坚持尊重
客户的原则。此次客户答谢会旨在答谢客
户及各界对长信·书香河畔的致谢感恩，同
时为新老客户和各位前来的朋友们提供
一个相互交流、放松身心的环境。最后，长
信·书香河畔答谢活动在欢乐的气氛中圆
满结束。 （刘丽娟）

热烈祝贺长信·书香河畔

客户答谢会圆满成功

海豚湾
美甲，原价
30元美甲套
餐，持本报
仅需9 . 9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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