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2位位读读者者喜喜获获年年度度大大奖奖
齐鲁公众服务中心年终回馈，共抽出17位读者享免费家政服务

本报讯(记者 王若松)

家政服务免费送，就是这么
任性！为了回馈读者朋友们
一年以来对本报的厚爱,齐鲁
公众服务中心将免费家政服
务送到您家,让您轻轻松松过
年。

目前，连续3周共15位获
得免费清洗油烟机的读者已
全部产生，还有2位年度大奖
也同时揭晓(名单见文后)。这
2位读者将各获价值350元/5
座的沙发清洗一次！

在前三周的活动中，每
周我们都从齐鲁公众服务中
心上线以来预约过家政服务
的老读者及关注读者俱乐部
微信的读者朋友中,抽取5位
幸运读者,上门免费清洗抽油
烟机。本周抽出2个年度大奖,
分别从通过96706热线预约家
政服务的老读者中抽取一个,

从齐鲁晚报读者俱乐部微信
参与互动的读者中抽取一个,
各赠送价值350元/5座的沙发
清洗一次。

本次回馈活动,由本报读
者俱乐部联合齐鲁公众服务
中心的签约商家——— 绿之源
家电清洗及曹操到家政服务
公司推出,获得免费家政服务
大奖的幸运读者 ,可以通过
96706(2号键)预约上门服务
时间,所赠服务2015年全年有
效。

获奖名单在齐鲁晚报《读
者·服务》版和读者俱乐部微
信 (扫一扫本版右上二维码 )

公布。获奖者将及时通知本
人。

此外，2015年通过齐鲁公
众服务中心预约家政服务的读
者,也将有机会获得免费家政
服务!读者只要拨打服务热线

96706(按2号键)或登录96706便
民网,就能轻松享受这些便民
服务。

齐鲁公众服务中心为晚
报读者和读者卡或者信联卡
会员提供全方位的专业服务。
管道疏通、空调和油烟机清
理、家庭保洁、保姆月嫂、家电
维修、养老服务、病患护理、绿
色超市、餐饮美食……,涵盖
了读者家庭生活的诸多方面。

可以做到“一个电话,服务到
家”。

齐鲁公众服务中心是由齐
鲁晚报和山东高速信联支付有
限公司共同打造的、省内最专
业的便民服务平台。这个全新
的综合性公众服务平台,整合
社会上规范合法、优质诚信的
服务资源,为齐鲁晚报读者和
信联卡会员提供统一规范、优
质高效、诚信公道的服务。

清洁汽车座套

如何能不变形
读者赵先生：家里的大扫除开始了，

室内卫生主要是媳妇负责，我的任务就
是把爱车打理干净，想清洗一下汽车座
套，能给支一招吗？
家政女王：

您好！汽车座套的清洗可不是个轻
快活儿，不是打击大家自己动手的积极
性，实在是这汽车座套稍有不慎就会洗
变形影响美观。

据了解，座套的清洗一定要专业才
能保证不变形，而且不同的汽车座套根
据材质的不同，清洗方法和注意点也不
同。专业的工作人员会根据您爱车坐垫
的特点具体制定清洗方案，同时提供免
费熨烫服务。

如果您车里是真皮座套，建议先用吸
尘器吸尘，再用皮革专用清洁剂清洁并自
然风干。如果您用的是棉座套，那么干洗
水洗均可，干洗效果最佳。实在要水洗，最
好别机洗，更别脱水。当然，如果您用的是
羊毛等高档面料的座套，最好还是把清洁
工作交给专业人士。

更多家政服务您也可登录96706便
民网(www.ql96706 .com)或拨打96706（按2

号键）预约下单，工作人员会为您提供快
捷的上门服务。文/本报记者 王若松

想想消消除除疲疲劳劳吗吗，，试试试试热热敷敷盐盐
尤其适合常用电脑的人群，一个电话送货上门

本报讯(记者 王若松)

常用电脑的亲们，是不是感觉
肩颈疼痛不堪？试试热敷盐
吧，它是非常古老的中医疗
法，绿色健康没有副作用，本
期绿色生活馆特意推荐给大
家，价格实惠一个电话就能送
货上门哦！

把盐炒热外敷治病是很
古老的中医疗法，用于身体的
腰部、膝部、肩部、颈部、腹部
等部位，均能起到保健理疗作
用。

比如说上了年纪的读者，
“五十肩”、“老寒腿”等问题不
期而至，每天用盐热敷一下，

可以缓解疼痛和不适。尤其是
现在很多年轻人工作离不开
电脑，颈肩部长期处于紧张状
态得不到放松，导致身体疲
惫，如果能经常用盐热敷一
下，不但可以舒筋活血，通经
活络，还可以快速缓解身体疲
劳。而且热盐的保温性、渗透
性强，不仅能将热温渗透体
内，同时还能将体内的病气、
寒气吸出来，达到扩张毛细血
管、增加汗腺分泌、促进血液
循环、提高机体新陈代谢速度
的作用。有温经活络、消炎散
寒、缓解疼痛等功效。对腰酸
背痛、关节炎、慢性胃痛、腹泻

等有辅助治疗作用。
需要提醒您注意的是，热

敷盐袋收纳时，要放置于干燥
的地方，注意防水，以免受潮
形成块状不便使用。这么绿色
健康的保健方式，您还在等什
么，赶紧打电话订购吧，免费

送货上门哦！
订购方式：
1 .登录www.ql96706 .com

绿色生活馆直接下单；
2 .拨打96706转2号键；
3 .加入齐鲁晚报读者QQ

群365117668订购。

本报讯(记者 李虎)

本报读者俱乐部本周联合
济南苏宁、贵和商厦、茶马
史诗推出数款特价商品购
物优惠活动，仅限持读者卡
或信联卡刷卡购买。本周推
出的特价商品将从2月4日
起优惠。

六款手机特惠销售

年关将至，不少读者都
有买部新机过年的想法。济
南苏宁本期为读者带来了
六款人气爆棚的大屏智能
手机精品，想必其中必有一
款让你中意。

拥有5 . 5寸大屏的三星
A7000，配有高通615八核处
理器，特惠价2999元，预约购
机还送移动电源。TCL 3N同
样拥有5 .5寸大屏，MTK八核
处理器，抢鲜价1160元，预约
购机将送10000毫安T-STAR

移动电源，手机皮套及耳机。
华为荣耀6 PLUS，配有海思
八核处理器，5 . 5寸大屏，特
惠价2999元。华为G7配有5 . 5
寸大屏，海思八核处理器，特
惠价2299元，还送原装皮套。
VIVO X5-MAX配有5 . 5寸
大屏，高通八核处理器，特惠
价2998元，还有水杯、彩虹
杯、果盘、皮套等多款赠品。
拥有5 .0寸大屏的OPPO N3，
配有四核处理器，特惠价
3999元，还送手机礼包。

男士外套五折优惠

贵和商厦为读者带来3
款太平鸟男装。

其中长款驼色男士呢
子外套，彰显男人率性干练
的中性风格，价格更是亲
民，原价1680元，特惠价840
元。

藏蓝色深蓝色双拼长
款带帽羽绒服，会给你全身
带来新鲜的时尚感，原价
1880元，特惠价940元。

藏蓝色橘色双拼短款
羽绒服，俏皮中蕴藏着青春
活力，原价1280元，特惠价
640元。

普洱茶特惠还包邮

无量山出产的云南大
叶种普洱茶，汤色黄绿透
亮，回甘生津，既可以用来
馈赠亲友，又可以独自品
饮。值春节到来之际，茶马
史诗旗舰店从生产基地开
辟节日直供通道，推出春节
特惠装，现在订购，即可享
受 包 邮 ，订 购 热 线 ：
81758658。

可供读者选择的礼盒
有:三羊开泰 熟(带麻布礼
盒 )规格为357克，原价668
元，特惠价268元；三羊开泰

生 (带麻布礼盒 )规格为
357克，原价898元，特惠价
360元；普洱人家 熟(带麻
布礼盒)规格为357克，原价
268元，特惠价168元；无量
香(带麻布礼盒)规格为357

克，原价292元，特惠价180
元；2007熟散茶(复古麻布包
装 )规格为500克，原价280
元，特惠价150元。

读者卡是本报读者尊
享的身份证明，持有读者
卡，可以随时享受本报推出
的打折服务、特惠服务、增
值服务。订阅2015年度齐鲁
晚报的读者中，目前仅济南
市已有八万人获得读者卡。
持卡读者可在96706便民网及
绿色生活馆线下店消费，还
可享受家政、餐饮、购物、健
身、娱乐、高速通行费、加油等
诸多优惠服务，内容丰富，而
且在读者卡加盟商家刷卡
消费，比市场价优惠好多。

读者卡(信联卡)办卡网
点：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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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季军 手机尾号9199 年度大奖350元沙发清洗(5座)

微信昵称“甲” 手机尾号8653 年度大奖350元沙发清洗(5座)

张先生 手机尾号7727 150元油烟机清洗

王先生 手机尾号9808 150元油烟机清洗

鲁先生 手机尾号5166 150元油烟机清洗

石女士 手机尾号1682 150元油烟机清洗

微信昵称“penny” 手机尾号8908 150元油烟机清洗

中中奖奖名名单单（（第第三三周周））

品名 规格 市场价（元） 会员价(元)

热敷盐 3袋/盒 200 180

临沂金花果仁礼盒 9罐/盒 118 98

尚品坚果礼盒 2090g/盒 116 95

玛雅干果礼盒 1525g/盒 118 98

有机韭菜 盆栽 75 60

本报讯(记者 王若松) 扫微信赢
汗蒸券，上周又有5位读者获奖了 ,他们
分别是“明天过后”、“怡文”、“惜泉”、“烟
雾蒙蒙”、“九月鹰飞”5位微信网友。与此
同时，他们也是本次活动最后5位获奖的
读者朋友。2015年，齐鲁晚报读者俱乐部
活动多多，欢迎您继续关注《读者·服务》
版及读者俱乐部微信(扫一扫本版右上
二维码)，积极参与活动，有可能获奖哦！

为了在这个冬季给本报读者俱乐部
的粉丝们送上一份暖心福利,自去年12月10

日起，本报联合天地人健康保健中心为广
大读者朋友开启了扫微信赢汗蒸券活动。

只要关注读者俱乐部微信(扫一扫
本版右上二维码)并回复“健康有礼+姓
名+年龄+电话+地址”的读者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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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中奖
名单是用抽奖软件随机抽取的 ,周一到
周五每天抽取一名中奖读者。

活动开始后，读者朋友们热情参与，
共有40位读者喜获大奖。获奖者可到山
东新闻大厦绿色生活馆或者到北小辛庄
东街97号天地人健康保健中心领奖。详
情可拨打96706按2号键咨询,天地人健康
保健中心健康热线:87103005,87155662。

扫微信赢汗蒸券
完美收官
送福利活动陆续推出，敬请关注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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