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分类信息

2011 年 3 月 22 日 星期二

编辑：王士彬 组版：徐伟 A11系

收货车
高价收 1-30 吨各种货车，

如解放、江淮、福田、老虎、五
十铃、凯马（平板厢货）各种货
车。13792990075

收 货 车

专收货车 1-30 吨各型
货车 131 0549 0008

高价收货车 1-15 吨平板
高栏箱货 132 9021 0001

现 金 收 车

专收大小货车，客车及各种轿车，

面包车，诚邀各地信息员加盟，共

展宏图（兔）13853989872

高价收车各种轿车、面包
车、微型车。15905393111

汽车年审过户
新车上牌，全国车辆年审，驾证服务。www.LUQCar.com
15564222777在家打工 在家赚钱

注册号：3713390006135，本公司常年招聘在家组装人员，无需充气，一学就会，到本公司合
作者报销路费，日收入 180-200 元，现金结算日结，无押金，另招乡村代理户。
15589035550王女士 地址：临西三路与解放路交汇 免费送货上门，现金回收

烧纸机 胶带机
胶带分切机、卫生纸复卷机、吹膜制袋机

0532-86813421 13792909127

手 工 制 作

◆营业中酒店转让 13562929227
◆出租美澳别墅一套 13053980806
◆繁华街面房出租 13853943707

家政保洁
◆喜临门保洁 18253911797
◆如意家政保姆月嫂保洁 7321765
◆利民保姆保洁月嫂 7321069
◆真情保姆，月嫂，保洁 8206889
◆诚信家政保姆保洁月嫂 3190977

◆润霖月嫂陪护、钟点工 13515396386
◆幸福之家家政保洁诚聘保姆月嫂 8382521

◆广通家政保洁保姆月嫂 2022217 2021102

搬家服务
◆吉祥搬家 8332233

◆万家福搬家 8880586
◆天顺搬家移空调 8798282
◆兄弟搬家招工 8332708
◆福运来搬家 8507567
◆旺财搬家零运 15864885698
◆永顺搬家 13792927201

开锁服务
◆开锁换锁 8888178
◆陈大师专业开锁、换锁 8888869

精品装修
◆专业刮仿瓷 13869916067
◆汇康家装 13562910825
◆景琳装饰工程公司 13341281111

◆专业家装店装无框门 15853903386

◆恒辉装饰 13969913552
◆月亮装饰 13325070800
◆刮仿瓷 1 . 8元，夹板帐35元 15854922566
◆电气焊楼梯提升机搭二层 8889296
◆仿瓷立邦、液体壁纸 15254981118
◆家装店装刮仿瓷 15192966821

精装修空调
◆精修空调移机回收 15966417202
◆专收空调（价高）13864993628
◆空调移机维修回收 15253917925
◆金鹰空调移修，高价回收 15054928336

楼宇修缮
◆楼顶防水、防漏、隔热保温 15020307826
◆永旺防水保温 8156158

下水道、水电暖

◆疏通下水道，清化粪池，水暖安装维修15863850900

◆通改各种疑难管道，安修水暖13853904123
◆通下水管、修水管、太阳能 13954474133
◆疏通管道、修水管 15069949415

◆设计安装地暖，韩国技术享用 70 年工程质检材料施工

安装维修水电暖防水，十年施工经验 13969990933

旧货回收

◆高价回收一切旧货 15853990818
◆高价收旧货 15092930958
◆收废铁 8791828
◆回收打印机旧电脑（件）15553944779

◆旧货回收 13864949893

◆批发、零售烧烤炉、饭店油烟罩5416663
◆高价回收摩托车 13954493155

法律服务
◆三禾律师专业致胜 18905394999
◆交通事故、离婚、刑事 15192978588

◆交通事故律师 15192919566
◆专业婚姻家庭律师 18660923387

◆专业律师胜诉收费8033148
◆交通事故保险理赔 15192955276
◆济南律师办理大案要案 13791079366
◆工伤离婚房产律师 13754714256

抵押贷款
◆车辆抵押贷款咨询8115888

◆车辆抵押贷款 7826111
◆专业贷款、助存、办卡 13953958888
◆房产贷款，银行助存 13280509955
◆个体企业信誉贷款 13864900037
◆快速办理高额信用卡 18653919061

金融服务

◆低价刷还 15864863050
◆刷卡 13355026326
◆办卡办 pos 机 8999906
◆刷还卡 15206844458

◆刷还 18764986037
◆罗庄、兰山刷还 15563232391
◆专办信用卡 13734390790
◆低价刷还卡 18669988569

◆低价刷卡 15318231109

◆低价刷卡 13105493335

◆刷还 13371285069
◆刷卡 15053953613

◆注册验资办卡办 POS 机 15725798897
◆办卡刷还 7165466

◆还 刷 3071767
工商注册

◆大额验资、增资13176093888
◆低价验资注册15953972028

◆工商验资，增资 15564919191
◆验资、增资、年检、环评 15866930105
◆注册大额验增资过桥资金18660917877
◆工商注册年检：18653995333
◆专业验资、增资、注册 18753917888

◆专业验资增资 18605394088
◆大额增资、验资 15253999353
◆注册公司、大额增资 18853123537
◆工商注册大额增资验资13954986585

食用菌培训

◆蘑菇栽培，全程服务 13082656298

广告制作
◆广告设计、动画制作 13562962235

◆专业网络建设、网络营销 8298293

调查取证

◆诚信婚姻调查 13181485822
◆寻人定位调查取证 13013559007

汽车租赁
◆兄弟汽车租赁 8352539

◆真诚租赁(新车)8152152
◆瑞风商务租车8109266
◆天顺汽车租赁 8175678

◆元和租车 3210058

◆赢时通新爱丽舍 98 一天 8121377
◆和顺汽车租赁 8165599
◆润迪汽车租赁 8337088
◆联众租车 2069696

周易培训

◆六爻八字风水起名，实战教学 15163945778

婚介交友
◆曼丽莎婚介交友聘女士 15863851981

医药信息

◆ 50 块零 8 毛鼻炎包治好 8689959
◆中医治癣愈后付款 13053791520
◆秘方治疗白癜风 13964936613

◆温派根治膝关节病增生变形 13954922667
◆专业治癌治愈付款 15065987019

◆妇科不孕不育招学徒 15853846788
◆中药内外兼治妇女乳腺小叶增生
1-2 疗程，治愈率高 8326509

心理咨询

◆心之音心理咨询 15863912020

招商加盟
◆专利技术生产汽油，柴油，寻合作15553909515
◆劲牛蝇香，蚊香诚招各县代理商 0539-8063238

电脑维修
◆电脑维修公司上门服务 8332216

安装监控

◆专业安装监控 13953971839

综合信息

◆收购三生御坊堂产品 18605419106
◆购车享受团购价 8885507
◆小孩户口办理咨询 13001576333

隐形防护网
◆尚海·佳家安 8015110
◆振宇专业隐形防盗网纱窗 7209155

天下无蚊
◆隐形纱窗 8350822

室内污染治理

◆室内除“甲醛”找奥因诚
招县区代理商 13864939917

便民信息

出 租 转 让

火山火机
常年招打火机、电子产品在家组装人员，可兼职，
无押金，另诚招各地代理，月收入万元以上。聘内
勤 2 名，充气工 20 名、安装工 50 名(工商正规注
册，八年诚信经营) 免费送货 上门回收
电话：2958057 地址：通达路与平安路交会处西南角

免
费
提
供
设
备

现

金
回

收
成
品

8351234 8910000 5797777 6608888 6666667
13905390030 13905390053 13905390094 13905390667
13905390517 13905395199 13355000029 15318500003
13792400666 13884900666 13562995666 13853972666
13675492777 13969938777 13355052888 15315077888
18265977888 13869973999 15564923333 15315078888
13280517777 13280527777 18769966666 13165499999
电话：18705398888（抵押借款）

买 卖 好 号

商 务 信 息

债务代收
专业合法清理，债权债

务，成功收费，13953977345

高速路广告位招商
13210431290

废旧钢筋制钉，变废为宝赚大钱！
圆钉市场一直供不应求。我厂销售的废旧钢筋制钉设备
所生产的圆钉具有极高的市场竞争力。无风险的创业好项
目。临沂新耀五金制品厂。15253979272 2920246

收 轿 车

扑克牌九
超前实用牌具，新到几种单人操作实用
牌具，玩拖拉机、憋十、牌九等各种玩法，

最新四口麻将程序机，隐形眼镜 50 元、

看扑克、麻将、牌九、各种绝门色子，各种
变牌道具(本部牌具最全价格最低)

地址：临沂小商品城西侧库房 电话：13792977795

牌具总汇
本部长期致力于实用牌具的开发和研究，扑克

麻将、牌九、色子、隐形眼镜千余种产品厂价直销。万
能程序机随心所欲。生产白光扑克、影子扑克可当天
交货。太空神膏边打边做，单人操作简练实用。欢迎
新老客户惠顾。13792415117

临西一路与红旗路交汇
30m2 店面转让 13954454678

医学是门严肃的科学，科学的东西来不得半点虚假
患者真正治愈，家长真正满意才是硬道理

轻松治愈儿童多动、抽动症
纯中药煎剂，安全便捷，随着治疗，

患儿体质智力同步提高。

蒙阴宏济门诊部 13280541575(王士湘)

沂蒙路 1000m2 招租
沂蒙路中段黄金地段四楼对
外招租，可做办公场所，会议
室，培训中心等。13563980091

厂房转让
白沙埠 13 亩厂房转让，办公楼、宿舍楼
2200m2，仓库 900m2，价格面议，非诚勿扰。

电话：13515390015 13515399234

出租转让
八一乒乓训练娱乐中心
对外招租或合作经营。
电话：15265114454

诚招县区合作商
人才周刊分类信息

证件挂失诚招空白

县区合作商。要求：

有广告营销经验，

熟悉当地广告市

场 。合 作 电 话 ：

13754702333 曹经理

打火机组装总部招
注册号：3713390006135，本公司常年招聘在家组装人员，无需充气，一学就会，到本公司合作
者报销路费，日收入 1 0 0- 2 0 0 元，现金结算日结，无押金，另招乡村代理户。
13285492108何经理 地址：临西四路与解放路交汇 免费送货上门，现金回收

厂房出租
河东区郑旺镇有厂房土地两块，一块有

车间 3000 平方，办公室 15 间，空地 10 亩，一

块有车间 600 平方，空地 20 亩 15550965969

酒店急转
因家中有事急转，面积 900 平方，转
手即可营业，价格面议。地址：沂州路
与金五路交汇处 电话：15054985378

酒店转让
市区大型酒店、面积 4000m2，

转让或合作。15092913461

恒源打火机
批发打火机散件设备专用工具：招打火机半成品组装
村级代理(另有返利)，免费送货，包教包会，现金回
收，成品日获利 80-120 元，手工费可日结，签合同(公
证处认证)报销往返路费。电话： 15263977023

注册号： 371329600182147

现金收车
高价收各种轿车、面包车
及货车。13853940111

1、憋十，拖拉机，牌九，顶新
实用单人操作。2、拖拉机，普
通扑克，不限场地，根据需要
量身定做。3、卫星定位监听。
电话：15864811400

牌
具

15005060708 18705060708 15806070809 15170012345
18277000006 18216000007 18216000009 13677900003
13627900003 18230500004 15107900006 15387901234
15387902345 15387903456 15970293456 13426675678
15083975678 15228152222 15182902222 15197018888
15197068888 15292035555 18781795555

联系电话：3200005

18265911999 18265495555 15865965888
18265919888 15554812345 18769951666
15065992888 13165276777 18706442222
15065979888 15253987666 15006599888
18265988999 18265988666 18265155888
TEL：13969956555(高价收车、收号)

土地转让或出租
在半程工业园有土地 60 亩，住房 200m2 转

让或出租，适用于种植养殖、办厂。价格面议

13355097979 13563954688

盛银投资
房产、分期房产、二手房产抵押，

商铺、汽车抵押
贷款简捷 下款迅速

贷款热线：8016656 理财热线：2028126
地 址：北园路城建时代广场

8 万元转让
中低档饭店，单间 9 个，小桌 9 个，

位置佳，生意好。电话：18653983946

注塑机回收
专业回收 50-10000 克进口、国产
注塑机，中介有酬。15868114668

求租仓库
独门独院仓库 3000-5000 平米，

水泥场 3000-6000 平米，全部面
积 20 亩左右，范围：兰山区、罗庄
区、河东区 电话：15846622206

厂房仓库出租
解放路与俄黄路交汇向北一公里，

新建钢结构大棚 2300 平方，有办公宿

舍区(平房 13 间) 13705399388

胶厂转让
今在兰山区有一所尿醛胶厂转让，工商手续
齐全，随时可过户，两台 5 吨的制胶设备，水
电齐全，有意者请联系：15318220006 王经理

酿酒+养猪=摇钱树
生态酿酒，百斤粮出百斤酒，同时产高蛋

白糖化饲料 200 斤，一人操作，7 — 12 天投
产见效益，全部技术，蒸酒设备，测酒度仪
器共计 7800 — 11800 元，一月收回投资。酿
酒，养猪，养牛，年利十万元，现款回收白
酒，签订法律合同。 琅琊王纯粮系列酒，
国酒敢比，名酒不换。诚招加盟商。山东蒙
阴生料酿酒厂 蒙阴县实验中学北 800 米
电话：0539 — 4832019 13385492119
网址：www.myslnj.com QQ：1015055297 1275155667

出租 1600m2 厂房院，另有金十路鲁南花
卉市场附近二层楼 320m2 独院对外出售。
联系电话：13573984281 寇先生

债务清欠
专业合法清欠各种债务；死帐、赖
帐、三角帐，成功收费。15053979002

妇科 秘方
主治：妇科月经不调，闭经，附件炎，子宫肌瘤，卵

巢囊肿，输卵管不通，不孕症等！纯中药，疗效奇
特，患者来诊请带新农合医疗本，药费报销。配方
一次性转让，转让费：两万元(每县<市>一家)。

咨询电话：15266392717

现 金 收 车

厂院楼房出租
地处黄金地段沿街楼，现有二、三、四

楼面积 2000m2 左右，有停车场，院内有

平房 100 多间，水电齐全，可做仓库、住
宿、楼房，可经营饭店、旅馆、办公室。

地址：临西一路 41 号 电话：2806989

专治老胃病
短、效、快、捷治胃病，

半月治愈、名医治胃，国内领先。
名老中医专治慢性浅表性胃炎，胃窦炎、食管炎、

糜烂性胃炎、胃溃疡、十二指肠球部溃疡、肠炎等。
电话：0539-2959198 13953927051

临沂康源医院二楼胃肠科（老汽车站东门对过）

浩气能源气化炉厂
电视台特别推荐品牌

新款柴变气采暖气化炉，开盖加料不冒烟、不断气、无
焦油、安全方便、做饭、取暖可同步进行，停电照常使用。
火爆招商中 加盟技术 营销产品

地址：潍坊市仓南街石油公司中心油库南
电话：0536-7369783 15269652748 网址：www.qhhuslu.org

专治牛皮癣、顽固性鼻炎
专治牛皮癣，顽固性鼻炎，风向标润夫灵是中美格润恩（北京）生物技

术有限公司 2010 年新研制二代产品。绿色疗法包治顽固性牛皮癣、体癣、头
癣、股癣、手足癣、鼻炎、湿疹、荨麻疹、传染性软疣、瘙痒症、灰指甲、粉刺、

痤疮、民间秘方绿色治疗，顽固性鼻炎、鼻息肉、鼻窦炎……疗效好、治愈
快、纯中药生物制剂。不含毒素、激素、无依赖性、无抗药性等特色优势。

为取信于人，以防上当，解决患者的后顾之忧，先免费试用疗效。待疗
效确实后再签约，愈后付款，持新农合者报 15%。

6000 元诚邀开分店，全国连锁加盟。加盟热线：15864863677（本广告长期有效）

总店地址：乘 1、2、3、4、6、7、8、13、15、17、20、26、27、36、62、66、68、69 路公交车

到解放路怡景丽家或市中医院下车，顺临西四路向南 200 米路东（7：00-13：00）
二店地址：兰山路与沂州路交汇向南 20 米路西（永康医斋 全天上班）

永上商务酒店招租
设备配套齐全 2000 平方米，可

立即营业，价格面议，非诚勿扰
兰山区义堂镇镇驻地西 1000 米

13969937677 李总

厂房转让
朱保工业园彩钢瓦大棚 2000m2，

占地 7 亩，变压器 1 台，宿舍办公室

共 13 间。13573908988 13953908618

供应大型全自动
手工煎饼机，六个鏊

子一体，利润可观，包教包会。

电话：13969976539 地址：沂南大庄

拍 卖 公 告
本公司受有关部门委托，定于 2011 年 4 月

6 日上午 10：00 在本公司拍卖厅公开拍卖以下

标的：

罗庄区沂州阳光花园 B 区 18 号楼 5 层 1-

501 及-1 层-139 号房产

展示时间及地点：以上标的自公告之日起

至拍卖日前在标的所在地展示。

有意竞买者持有效证件和保证金(不计息)

于拍卖日前，前来公司财务部办理竞买手续。

公司地址：临沂市兰山区金雀山路 159 号

金阳大厦 4-502 室

联系电话：(0539)8190222
临沂正大拍卖有限公司

二 0 一一年三月二十二日

厂家放活
招加工代理，上门回收，

现金结算。0536-8833336

山东三和拍卖有限公司
拍卖公告

拍卖时间：2011 年 4 月 08 日上午 10 时
拍卖地点：临沂市兰山区广场世纪城 AA 座 2301

室拍卖大厅
拍卖标的：1 . 位于临沂市兰山区富民小区北马道

24 号楼房产一套(房产证号：000051163)；
2 . 叶圣奎、顾召安所有的在山东临沂兰山农村合

作 银 行 大 岭 支 行 股 权 1 0 4 0 0 股 ，账 号
9 1 6 0 2 0 7 0 0 0 1 8 6 0 0 0 4 0 7 4 8 ，股权 5 1 0 0 股，账号
916020700018600010142。

展示时间及地点：自公告之日起至拍卖日前一
天，在标的所在地展示

有竞买意向者，请于拍卖日前到我公司咨询有关
标的情况。竞买人须持身份证或其他相关证件，带保证
金(不计息)，到我公司办理竞买手续，方可参加竞买。

联系电话：0539-8113878
公司网址：http：//www.sdshpm.cn
电子邮箱：sanhepaimai@163 .com

山东三和拍卖有限公司
二 0 一一年三月二十二日

沿街楼房出租
位于临西一路东侧（金一路
向南 150 米）原物发酒店一

至三层沿街楼共 1400 平方。

电话：18953965678

一 . 前列腺炎：(包括增生肥大、睾丸炎、精索静脉曲张)

尿急、尿频、尿痛、尿意不尽、尿分岔、偶有分泌物、小腹痛、睾丸痛、阴囊潮湿、腰酸沉、
头昏疲劳、失眠梦多等，严重者伴有遗精、早泄和阳痿。6-12 天左右达到根治(令人高兴的
是：在治好前列腺炎的同时、前五天左右先治好遗精、早泄和阳痿)。

二 . 男女泌尿系统各种感染：(包括支原体、依原体感染后遗症)
1、尿急、尿频、尿痛、尿道口灼热红肿，重者流脓等。4 天左右到达根治，永不复发。

2、湿疣、疱疹、股癣、龟头炎、阴囊潮湿、阴痒、有异味等。2-4 天根治、永不复发。

三 . 男不育症：精子活动率差、少精、死精、液不化、不射精等。
以上三大条花钱少、根治快。有好多患者看到电视广告跑到大医院去了，有的花八九千元，

甚至上万元，未治好病，钱花没了，最后才来本门诊求治。服中药一两天，就后悔的说“药太好
了！以前不知道，花了钱，受了罪。来晚了！来晚了！”本门诊承诺治疗，无效坚决退款，远来者包
路费。临沂城区前列腺炎泌尿专科——— 临沂城区男性不育症中医专科

地址：兰山区蒙山大道(临西五路)北段路西，鲁南汽车城东门向北
30 米(后十里堡) 电话：13562960238

建国前老中医专家坐诊——— 山东独一家

寻人启事
蔡廷华，男，1985 年 12 月 26

日出生，家住贵州瓮安雍阳镇，身
高 170CM，于 2011 年 3 月 16 日晚
7：30 分，在临沂火车站附近不知
何故失踪，失踪时身穿黑色贵人
鸟休闲装，如有知情者请速与蒲

海燕联系。电话：13954465830 1395446518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