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洗窗帘哪里专业？

读者刘女士:

快到年底了我打算洗洗窗帘，可
是自己往下拆不方便，又担心放洗衣
机洗出来皱巴巴挂上去不好看，想问
一下哪里有专门洗窗帘的服务？
家政女王：

您好，在我们96706公众服务中心
的签约商家中，三帮家政服务有限公
司就有专门清洗窗帘这项家政服务。
他们的窗帘清洗都是由业务十分熟练
的工作人员全程操作完成。预约之后，
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上门将窗帘拆下
来，然后带到公司完成清洗等环节，保
证把您家里的窗帘清洗得光洁如新，
同时还负责给您免费熨烫平整,最后还
负责给您挂上去，效果绝对跟刚买回
来时一模一样。

在价格上是按斤收费的，具体来
说工作人员上门将窗帘拆下来之后会
对其进行称重，按照重量进行收费，每
斤12元。详细价格您可以拨打96706(2

号键)便民热线进行咨询。
一般而言 ,建筑面积在100平米左

右的家庭，全部的窗帘大概在15斤左
右，也就是说您只需要花不到200块
钱，就能轻松搞定，再也不用为洗窗帘
的活儿犯愁了!

洗衣机也要清洗？

读者张先生：
最近听同事们说，家里的洗衣机

长时间不洗里面非常脏，洗出来的衣
服看着干净其实很多细菌，想请问一
下是真的吗？这样的话洗衣机该怎么
清洗呢？
家政女王：

您好，确实是这样，洗衣机的内筒
虽然外表看起来干净，但在看不到的夹
层地方，有很多的水垢、衣服上的纤维、
灰尘等脏物附着。因此，定期给洗衣机
内筒进行专业的清洁非常必要。

除了自己用洗衣机专用清洁剂
浸泡一段时间再清洗排水，达到清洗
效果之外 ,自动滚筒洗衣机还可以将
内筒拆卸进行彻底清洗。当然这种方
法较为复杂，需要专业工作人员才能
完成。

齐鲁公众服务中心的签约商家
绿之源家电清洗就有专门的洗衣机
清洗服务。工作人员首先用大号螺丝
刀将洗衣机波轮拆下，然后经过一番
操作露出洗衣机的内筒。露出内筒
后，将筒上边沿处螺丝松开，取出盖
子拉出内筒后，用洗衣机专用清洁剂
浸泡半小时,然后彻底地刷洗干净。

别再用沾满了污垢的洗衣机洗
衣服了，每隔三个月都要用洗衣机专
用清洁剂彻底给洗衣机洗个澡，并且
养成定期请专业人员清洗的好习惯，
以防病菌滋生。

抽抽奖奖最最后后一一轮轮，，大大奖奖等等你你拿拿
有奖订报系列抽奖第三轮即将开始，没订报的读者抓紧哦

本报讯(记者 王若松 实
习生 刘姝辰) 亲爱的读者朋
友们，2015年度“醉美冠群芳
杯”有奖订报系列抽奖活动仅
剩最后一轮啦，奖品多多，还没
订报的读者可要抓紧啦，错过
可要再等一年呢！

为了回馈广大读者朋友长
期以来对齐鲁晚报的厚爱，今
年济南地区的读者订报除可享
受本报推出的有礼、有情、有义
多种优惠活动之外，凡是自费

订阅2015年齐鲁晚报的济南地
区订户(包括邮局订户)，还可
以参加我们为您额外准备的

“醉美冠群芳杯”有奖订报系列
抽奖活动，您将有机会获得价
值不等、丰富实用的奖品。

具体奖项设置如下：一等奖
7名,奖品为价值936元的花冠·九
九珍藏酒两瓶；二等奖20名,奖品
为价值648元的法国卡柏莱葡萄
酒一箱；三等奖30名,奖品为价值
198元的花冠·冠群芳酒柔8一瓶；

四等奖40名,奖品为价值68元的
花冠·冠群芳酒柔3一瓶。

目前，第一轮及第二轮获奖
的共194位读者均已拿到由发行
员送到家门的大奖。抽奖活动仅
剩最后一轮，最后97位获奖读者
名单也即将产生，还没订阅2015
年度齐鲁晚报的读者可要抓紧
啦，错过要再等一年哦！

中奖读者的名单我们将第
一时间在齐鲁晚报读者俱乐部
官方微信以及大众报业(集团)

发 行 有 限 公 司 网 址 ：
www.dzbyfx.com同时公布。

大众报业(集团)发行有限
公司将为您提供电话预约、上
门收订、网络订报、赠送报箱、
精准投递、旧报换新报等各项
服务。

大众报业(集团)发行有限
公司订报服务电话:85196329、
85196361、96706(2号键)，邮局
11185。读者订报抽奖活动咨询
电话:85196329、85196361。

本报讯(记者 李虎) 本报读者
俱乐部本周联合贵和体育中心店、优
品汇奥特莱斯（历山路文华园）、本报
绿色生活馆推出数款特价商品，仅限
持读者卡或信联卡刷卡购买。

本周推出的特价商品包括户外
品牌日高(Nikko)、罗克兰、服饰品牌
LUCKY FRIEND以及特百惠旗下的
产品，特价产品12月10日起优惠。日
高(Nikko)体育用品公司成立于1981

年，20多年来一直为热爱运动、户外
露营及旅游人士提供优质的背囊、服

饰及装备。
罗克兰户外用品有限公司是一

家专业经营户外用品公司，代理经销
所有户外运动品牌，公司一直专注于
户外运动行业，力争为消费者提供一
个户外用品一站式购物平台。

本期绿色生活馆专门为各位亲
推荐数款无公害的绿色农产品，包括
朗野蜂蜜、烟台红富士苹果等。订购
方式：1 .登录www.ql96706 .com；2 .拨
打96706转2号键；3 .加入齐鲁晚报读
者QQ群365117668订购。刷信联卡或

读者卡消费，比市场价优惠好多哦，
另外，读者卡首次用，可顶十元。

信联卡是国内第一张可用于高
速公路缴费的多用途预付卡，持卡不
仅可以享受高速公路通行费95折，还
能在加油、保险、餐饮、购物等多个领
域消费并享受一定的折扣优惠。

读者卡(信联卡)办卡地址：1、济
南市泺源大街6号山东新闻大厦1楼 ,

电话 :58763269。2、旅游路25966号山
东高速大厦一楼(鱼翅皇宫大酒店西
邻)。

家有难事找晚报，
《家政女王》为大伙儿
排解家政难题。互动QQ

群：365117668；家政热
线：96706按2号键

原价 6600元元

特惠价 5555元元

配配送送费费33元元

原价 4455元元

特惠价 4400元元

配配送送费费33元元

原价 5500元元

特惠价 4455元元

配配送送费费33元元

原价 11337799元元

特惠价 227700元元

共共2200件件

日高男装连帽羽绒服（贵体店）

原价 4488元元

特惠价 1188元元

共共1100个个

特百惠平盖水杯（贵体店）

原价 11226600元元

特惠价 224499元元

共共1155件件

日高女装连帽羽绒服（贵体店）

朗野槐花蜜500克/瓶朗野枣花蜜500克/瓶

原价 11009900元元

特惠价 229988元元

罗罗克克兰兰户户外外运运动动冲冲锋锋衣衣
（（优优品品汇汇））

原价 11009900元元

特惠价 229988元元

罗罗克克兰兰户户外外运运动动冲冲锋锋衣衣

原价 882299元元

特惠价 333322元元

LUCKY FRIEND休闲开衫卫衣
（（优优品品汇汇））

原价 882299元元

特惠价 333322元元

LUCKY FRIEND休闲开衫卫衣

原价 115588元元

特惠价 7788元元

共共1100组组

MM储藏保鲜盒4件套（贵体店） MM储藏保鲜盒6件套+4件套装

原价 551166元元

特惠价 335588元元

共共1100组组

朗野荆花蜜500克/瓶

本报讯(记者 王若松 实
习生 刘姝辰) 送福利啦！即日
起2个月内，只要是关注读者俱
乐部微信的读者朋友，均有机会
获得天地人健康保健中心的贵
宾卡以及汗蒸体验券(价值500
元，可免费体验汗蒸10次)，周一
到周五每天有一个中奖名额，还
在等什么，抓紧时间扫微信吧！

现代社会生活节奏加快，
不少上班族、老人等均处于亚
健康状态，出现睡眠质量下降、
浑身酸软、厌食偏食甚至是一

些头、颈、腰、腿等疼痛的症状，
而通过常规的方法又查不出病
来，一旦疏忽长期不予以调理，
很容易危害身心健康，在不知不
觉中把自己从亚健康的状态推
向疾病的深渊。

如果能在日常生活中多注
意保健和调理，不但能使身体
状况得到改善，还能提高自己
的生活质量。天地人健康保健
中心主打的就是这种健康理
念，通过纳米生物波汗蒸以及
火疗等纳米科技和中医养生疗

法，让您在享受生活的同时，调
理潜在疾病，摆脱疼痛困扰，让
您的身体倍感轻松，充满活力。

据记者了解，天地人健康保
健中心是天地人文化传播有限
公司旗下的健康保健品牌。主推
汗蒸和火疗等保健方式的专业
健康管理会所。拥有高规格的贵
宾汗蒸房、男宾、女宾汗蒸房，以
及贵宾休息室、大堂休息室等区
域。以专业的服务和手法为您的
健康保驾护航。

为了把健康和幸福送给大

家，即日起2个月内，只要您关
注本报读者俱乐部微信 (扫一
扫本版右上二维码)，就有机会
获得天地人健康保健中心的贵
宾卡以及汗蒸体验券(价值500
元，可免费体验汗蒸10次)，周
一到周五每天有一个中奖名
额，抓紧时间扫微信吧！

详情也可拨打96706按2号
键咨询，天地人健康保健中心
地址位于济南市槐荫区北小辛
庄东街97号，健康热线：0531-
87103005，871556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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烟台红富士苹果苹果15斤/箱

原价 112288元元

特惠价 111188元元

一一箱箱起起送送

朗野蜂蜜绿礼盒

原价 114488元元

特惠价 114400元元

配配送送费费33元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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