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润田智能马桶盖
中韩合作,荣获中国AAA级企业
庆祝建厂十年，厂家直销,十年免维修费
龙口高新区 15053545588

低价批发
美 国 宾 利 电 热 帘
大触点开关、插座

13562536009

招商合作
●诚邀加盟合作 13256989969

招生培训

●工程师会计职称代评18660045321

招募直销团队和直销精英，国内唯一
已经获得直销执照的央企公司，能看
懂趋势的请联系：18364456888

翻身做土豪
保本的现货白银 原油开户

模拟账户体验 6376937

●有好项目寻合作13280902563

●长期批发回收外贸品牌服装1 3355359115

商业信息

蛤缝纫活计件加工日结账15063830005

电脑服务
● 上 门 电 脑 维 修 6 6 1 1 1 8 2

管道疏通车辆信息

大正水暖太阳能
批发太阳能热水器及配件，家用净

水机，卫浴花洒，304无铅水龙头。

电 话 : 18953582018

●金顺搬家免费咨询：1 3 1 8 8 7 6 7 4 5 6

女，45，本，离，165，财务，
车房全，年轻美丽。
女，52，丧，164，退，车房
全，品貌兼优。6257804

征 婚

开锁服务

宝通开锁换锁（五区）
更换超B级、C级锁芯6701110

欧洲各国知名度假酒店高薪聘请：
厨师、传统武术、太极、瑜伽、按摩师、
幼儿老师、数名！！！(可培训) ,电话/微
信：13963850815 长期代理、业务人员

出国劳务

家政服务
●仁康保洁承接大厦日常保洁6802114

装饰建材
●专业电水暖安装15553515679

货运物流

出租福海路上地下大型
商场2000多平，可做超
市、洗浴、健身场所。北
五路大型仓库低价出
租。电话：15053529144
15605352735 鹿女士

厂房租售

汽车美容装饰店转让，
合作。13954588855

高价回收
●收酒店蛋糕制冷小吃设备1 3 3 5 6 9 4 9 9 0 5

招聘信息

南京协满船舶直聘
招船员，电工，机工，焊工，厨师，各六十
名。身体健康，60岁以下年薪20到30万。
签合同办保险免费办理一切证件。025-
85638809。地址:南京市红山路四十三号。

开发区筹建新公司招聘：
烟台区域经理5名 办公室主任5名 部门
经理2名 人资干事2名 要求大专以上学
历，本地户口，如外地需在烟台居住满三
年以上 待遇：月工资5000元以上 双休
交保险 联系人：徐女士 18305353749祖传秘方根治牛皮癣

纯中药，不忌口，多吃辛辣海
鲜牛羊肉更好，无毒副作用，
彻底根治，不复发，可签协
议。15854593841

医疗门诊
●专治蛇盘疮及后遗症13287999268

烟台四海船务有限公司
胶东地区招聘、培训、安置船员的正规、资质企业
省海事局备案、500万注册、《船员服务许可证》05021
诚聘：大厨、机工、水手、电工、电焊、豪华邮轮海乘、业务员及代理
合同、保险、培训、就业100%，工资8-15万，年龄18-48岁
电话：400-0834-868 手机：15668018938
地址：烟台市莱山区迎春大街天和大厦右拐22层26室

空气治理

龙江家园酒招聘
业务员兼司机工资3000到6000元

联系人姜先生18254512222

搬家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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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失声明
蛤烟台市中平旅行社有
限公司经营许可证副本
原件一本(许可文号：烟
旅【2000】157号，证书编
号：L-SD-06137)已遗失
作废，特此声明。大华骨科诊所

原烟台山医院骨科主任肖
智滨坐诊，专治颈腰椎病、
膝关节病。15053598515

走走，，明明天天到到滨滨海海广广场场相相亲亲去去
报名人数已突破600人，活动持续至5月28日

本报5月19日讯(记者
闫丽君 实习生 李蕾
石含玉) 由齐鲁晚报《今日
烟台》主办的大型室外相亲
会21日将在滨海文化艺术
区 (滨海文化广场 )拉开帷
幕，你还在等什么呢？走，21
日去滨海广场看相亲会去
吧。

此次活动由共青团烟台
市委指导，齐鲁晚报《今日烟
台》联合烟台婚庆产业商会、
烟台影像工作委员会以及滨
海文化艺术区主办。

本届相亲会到现在为
止，报名人数已破600人，男
女比例接近1:1，年龄普遍集
中在“80后”，“70后”、“90后”
亦不少。“60后”虽然不多，但
是人员质量都相对较高。学
校、医院、政府等事业机关单
位人员较多，其中也不乏企
业单位工程师及领导。

更多详细内容请看下
面：

(温馨提示：去现场记得携

带纸笔，方便记录编号哟)
1、相亲会将于5月21日

(周六)在滨海文化艺术区开
幕，一直持续到5月28日。其
中展板展示时间为5月21日
到5月28日，28日下午有“百
人PARTY”，晚上有“非诚勿
扰”。

2、5·21大型室外相亲会
活动地点：芝罘区滨海文化
艺术区(大马路滨海广场，张
裕博物馆东侧，烟台山医院
附近)。

3、由于现场人员比较
多，我们不提供现场查号服
务。活动之后可以凭借自己
的 姓 名 、编 号 及 电 话 在
LOVE1314微信公众平台进
行查号，查号不多于10个。

4、未报名人员可以到活
动现场报名点报名，并且出
示自己的有效身份证件(身
份证，户口本，照片等)。展板
展示为30元，百人PARTY为
50元，非诚勿扰为50元。(备
注：以上费用为单项费用，若

报名两项或两项以上费用均
为80元。)

5、为了不影响大家提供
的照片印刷质量，相亲会男
女嘉宾缘分墙统一不印刷大
家的照片。若想要在相亲会
当天悬挂自己的照片，可在
相亲会当天自行携带照片粘
贴。

6、乘车路线：18路、28
路、3路、K61路到张裕博物馆
下车。除此之外到北极星钟
表、解放路、烟台山医院站点
下车，步行100米即到。

7、交通优惠：活动期间
新用户享受30元优惠券(分
两次使用)，在“优步”APP优
惠菜单中回复“今日烟台有
礼”即可拿到优惠。老用户更
有低至2 . 5折打车优惠。另
外，5月28日当天，“优步”提
供50个免费打车名额，单次
减免15元。

8、届时广场停车位会有
部分限制，请大家做好合适
的乘车安排。

B80056
先生 1987年 188cm

本科
未婚 业务经理 有房有

车
现居住地芝罘区 籍贯烟

台
个人描述 :遗传我的母亲，

平和暖人。工作遗传我的父亲，
辛勤创富。爱读书，爱运动，讲
养生，不抽烟，少喝酒。不适应
按部就班的生活，一直跟着创
业团队在努力奋斗。

对她的要求:
1987年后出生，空余时间不

会把时间浪费在电视剧而是喜
欢看书的知性女子，策划，设
计，广告，美术，音乐等与艺术
创造力相关职业最好。

相亲宣言:
相遇是缘，相守是分。

A80049
女士 1989年 160cm 本科
未婚 平面设计
现居住地烟台市 籍贯烟

台市芝罘区
个人描述 :典型金牛座，宜

居的小女人。一个靠谱细心且
喜欢画画的不折不扣的萌妹
纸，能照顾你的感受。喜欢郭德
纲，超爱中国传统文化。

对他的要求:原则上不接受
比我小的男生，除非你比较成
熟。喜欢有调调的异性，学艺术
的就再好不过了。希望我们的学
历，经历，世界观相同。酒场较多
就不要打扰了，希望你能以家庭
为重。理想能和我爱的人一起环
游世界，我们可以在各个方面互
相学习。最好是烟台当地人，我
对软件的要求比较高，情商低的
会直接pass。别怪我。

相亲宣言:
一切看缘分

剧透一下，让你一睹为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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