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担粮酒急招市区业务员
2名，驻县经理 2名，要求高中
以上学历，有快消品销售经验
者优先录用。电话：6069886

招 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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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 张凤莲 审读 黄程伟 电话 1370070368812 生活资讯
2016年3月30日
编辑 张 洁 审读 黄程伟 电话 13683709588

招商
招聘

环球雅思学校
中小学课外辅导专家

热线：6988000

教育
咨询

曹老师辅导班
1.双休日、寒假、暑假招初中各年级

及小升初、初升高优秀学生（先试听）。
2.诚聘国家级、省级优秀教师。
电话：13087023697 13037528087

售东城花园电梯洋房 13号楼10楼西户，面积 106m2，三室两厅，
新房，毛坯，带天然气，价格面议。

电话：15670487693

急售
商丘“商”字800平方米精装洗

浴中心，因家人去郑州工作，现诚实
转让（欢迎来考察后再定价位），有
意者请联系。18037765225

转让

梁园区民主东路与哈森路交
叉口市六中、市民三小学学区房，
90m2，三室一厅，5楼（非顶层），出
租、出售，售价26万元或面议。

联系电话：13137011010

租售

一滴血查过敏原
商丘市朝阳医院（原武警医院）

查出过敏原因，对症脱敏治
疗，从此让您走出盲目用药的误区。

武警医院已搬迁到朝阳医
院，望新老患者相互转告。

地址：文化路与凯旋路交叉口
向西100米路南朝阳医院

医院咨询电话：3991999
主任电话：13503706221

广告热线：2614268 13503700190 敬告：使用本栏目信息请供需双方认真核实有关证明材料，成交时交款及付定金前请签订有效法律合同。由此产生的广告纠纷与本栏目无关。

出 售
▲急售民主路天成家园临街现
房，毛坯，21层，98m2，两室
两厅，东南户，朝阳，宜租宜
住，28.5万元。13803708360
▲售清华园小区房屋一套，6
楼，三室两厅两卫，143m2，精装
修，水、电齐全。15837087828
▲售丽晶大酒店对面有线电视
台家属院 6楼房屋一套，120m2，
三室两厅，水、电齐全。
15837087828 13700703688
▲租、售尚城花园楼王一套，
139m2，三室两厅两卫，精装修，
水、电、暖齐全。15837087828
13503706578
▲售神火大道华商世贸 B11、
B12两套精装修小户型，11楼，
每套 54m2，绝佳位置，市一中对
面，商业中心，宜租、宜住，户型
朝 阳 ，每 平 方 米 4500 元 。
13598347777 18037061111 张
▲售 信 华 城 电 梯 洋 房 4 楼 ，
149.45m2，带地下车位，另送
10m2可用作书房，地段好，房
子设计合理，因去外地发展忍
痛割爱，有意诚心想买好房子
的 请 联 系 我 ， 非 诚 勿 扰 。
13598320983
▲归德路工贸路附近，3 楼，
110m2，三室两厅，有证，送配
房，34.5万元，急售！
15617015708
▲凯旋路长江路附近，4 楼，
95m2，三室一厅，有证，送配
房，29万元，急售！
15617015708
▲团结路新建路西南角， 4
楼，110m2，三室两厅，有证，
带双气，急售！15617015708
▲文化路电业局对面检察院家
属院 3 楼，85m2，三室一厅，
有证，送配房，29 万元，急
售！15617015708

▲租售“商”字南宇航西路蔡
河桥南河东旁 （民二分校对
面），南北相通；独院毛坯房，
占地 5 分， 3 层楼建筑面积
500m2，有房产证，车出入方
便，环境优美。18537069002
▲售团结西路纱厂三街往北50米
路西独院，占地3分，3层楼建筑
面积180m2（不含3层阁楼）。
15839001299 13937066791
▲团结路与神火大道交叉口东
100米实幼花园住房一套，2楼，
101m2，属市一中、民二小学和实
验幼儿园学区，近实验小学，位
置极佳，价格面议，中介勿扰。
15238516363
▲低价出售：开发区华豫学院
东永阳食品厂家属院 2 号楼，
95m2，两室两厅，水、电齐
全。归德南路与珠江路交叉口
往东 300米路北育英家具厂家
属院小高层 2 楼，两室两厅，
100m2，水、电、暖齐全。
13503709698
▲睢阳区北关四街独院，原商
丘县企业局家属院，两层，东
西屋，面积共 150m2左右，售
价26万元。18237057999
▲哈森路附近房屋，1楼，带
院，70m2，三室一厅，有证，
26万元！15617015708
▲文化路与凯旋路交叉口附近
房屋一套，4 楼，85m2，三室
一厅，有证， 26.5 万元，急
售！15617015708
▲睢阳大道北段市公交公司对
面，4 楼，120m2，售价 30 万元。
18537067871
▲八一路与哈森路交叉口家属
院，3 楼，126m2，三室两厅，
市六中、八一路小学学区房，
有门卫，停车方便。
13569389059
▲售文化路电业局南门上下两
层独院，200m2，进车方便，证

件齐全，看房方便。
13569389059
▲售南京路移动鑫苑电梯房，7
楼，毛坯，四室两厅，194m2，
有证，有地下室，价格面议。
13703425985 13703425618
▲市归德南路商丘日报社家属
院有房租、售，家具、水、电齐全，
拎包即住。13503706578
▲售工行新苑单位家属院，实
小学区房，双气，黄金 4 楼，
大三室，采光无敌，证件齐
全，保证安全过户，135m2，仅
售46万元。13271033703
▲售师院新校区旁边，靠近梁
园区委，交通便利，3楼，三
室 两 厅 一 卫 ， 中 装 ，
107.89m2， 售 价 37 万 元 。
13271001183
▲售怡佳·百合1F/5F，精装婚
房，一次未住，全新名牌家
具、家电，带地下室，118m2，
98万元。18639042619
▲售应天国际 13楼，毛坯房，
90m2，42万元，有钥匙可随时
看房！15518713890
▲售圣地亚哥，双气，市政供
暖，电梯 3 楼，121.08m2，豪
装，三室两厅，小区最好户
型。15518675007
▲售上海城市花园，精装修，
一梯两户，136m2，楼王位置，
售价62万元。13103602901
▲低价出售位于神火大道与宋
城路交叉口西的学校集资房，
有 天 然 气 ， 面 积 有 96m2、
108m2、126m2，2300元/m2。
18937052939
▲帝景·南苑黄金楼层，楼王
位置，143m2，户型标准，采光
充分，南北通透，送24m2地下
室。赔钱急售，一口价 49 万
元。还价勿扰。15518617916
▲出售商品大世界乙区黄金地
段旺铺两套（或一套出租），每

套71m2，价格面议。
行先生：18637023032
微信：gaotianhoutu23032
▲枫华景苑， 3 楼，三室两
厅，150m2，双气，毛坯，紧邻
市 一 高 。 价 格 面 议 。
13233893009
▲售四季港湾楼王，稀缺 1
楼 ， 标 准 三 室 两 厅 两 卫 ，
137m2，简单装修，证满 5年，
仅售61万元。15518609007
▲睢阳大道与珠江东路交叉口
东北角祥和馨苑住房一套，
153m2，三室两厅两卫，6楼（共
12楼），双气，价格面议。
15137058148
▲帝景·北苑 11楼，108m2，三室
朝阳，简装，电梯，双气，送地下
室，证满5年，45万元。
15517080097
▲东城花园电梯洋房13号楼10
楼西户，面积106m2，三室两厅，新
房，毛坯，带天然气，价格面议。
15670487693 13683709588
▲市一高附近，精装三室，黄
金 3楼，送停车位，123m2，免
营业税，随时过户。
15518617916
▲市一中、市一实小辖区，
45m2，厅室分离，精装，带家
电和部分家具，有天然气，拎
包即住。13037586282
▲急售新城国际 12 楼房屋一
套，一室两厅，精装，双气，
首付18万元。13569386345
▲东华锦城 6 楼，120m2，双
气，45万元。18039445007
▲急售中原车城铂悦公寓 6楼
电梯房，简装修，水、电、家
具齐全，拎包即住，72m2，有
房产证，仅售25万元。
15537098800
▲长江西路阳光绿城9楼（共11
楼）电梯房一套，131m2，楼王位
置，现房，毛坯，送地暖及开口

费，可更改合同，售价 52万元。
13937088598
▲售南京路与中州路交叉口东
北角新利源小区B栋22楼(共27
楼)02 号，面积 139.6m2，毛坯，
水、电、暖齐全，距市一高约 0.5
公里。房产证在办理中。售价
48万元。15503707595
▲南京东路紫金华庭，5楼（共7
楼）西户，电梯，145m2，毛坯。
15138594128
▲租、售靠近南京路 3层独院，
550m2，水、电齐全，出路宽，宜仓
储、办公、作坊，中介勿扰。
18503700185
▲香君路东段奥林匹克体育场
北侧，阳平里小区三层别墅一
栋，400m2，欧式风格，带院，可进
车，价格面议。13837095858
▲售城市·自由天地电梯房，10
楼，空调、家电、家具齐全，证过
5年，14万元。13233888781

出 租
▲出租城市·自由天地精装小户
型，40m2。18738013535
▲出租应天国际A座办公写字
楼，60m2，精装，带办公家具。
▲出租弘盛王朝精装小户型，
41m2，中央空调，拎包即住。
18438322227
▲市神火大道与长江路交叉口
有房屋出租，2600m2，临街独
栋，适合酒店、办公、餐饮。
另有梁园区委附近临街商铺，
租售均可。15503869888
▲出租神火大道与南京路交叉
口往北 500米路东府前花园小
区房屋，面积 147m2，三室两
厅，带全套家具，拎包即住，
价格面议。15237060590
▲长江路与神火大道交叉口向西
100米路北弘基商务楼有房出

租。15570487693
▲归德路与长江路交叉口东北
角小区有一套四室两厅一卫房
子出租，3楼，面积 166m2，简
装，交通方便，水电齐全，每
月 1500元。13148080166

13653706619
▲香君西路有一大约 1000m2

门面房出租。18037739877
▲归德路翠苑宾馆附近家属
院房屋出租，三室两厅，家
电齐全。15603702918
▲九龙广场二楼整体低价出
租，黄金地段，非诚勿扰。
13592301201
▲出租归德路商丘日报社对
面写字楼，面积150m2。
1509060055（韩）
▲出租南京路门面 400m2，上
下两层，已装修，带办公家
具。13569319769
▲租售博远名苑门面，400m2。
18637126922

转 让
▲新城国际淮河路中段经营中
车行因搬迁超低价转让，上下
三层，400多平方米。
18272617106 刘先生
▲神火大道现营业中咖啡厅转
让，新店豪华装修，400平方米，
设备齐全，接手即可盈利，现因
要去外地，低价转让，有意者联
系，非诚勿扰。
18603708250
▲转让金鹰服装批发市场门面
两间，位置佳，接手即可盈
利，价格面议。15518667663
▲神火大道与文化路交叉口附
近经营中门面转让，纯一层，
80m2，价格面议。
13598381232

众合代理记账
中小企业代理记账、税务筹

划、税务咨询、发票申购、签订
三方协议。申购网上报税数字证
书、纳税申报、工商注册、年
检、所得税汇算。会计培训、会
计证保过、会计继续教育。

地址：南京路与归德路交叉口
西南角应天国际A座22层

电话：18623865353
13273830707

神火大道西侧水木清华
门面房租售，上下二层，575
平方米，价格面议。

电话：15203701887

门面租售

招 聘 启 事
中韩合资商丘星林电子产业有限公司现招聘以下人员：生产管理

人员2名，大学本科以上学历，年龄45周岁以下。实验室分析员2
名，大专以上学历，应用化学及化学工程专业毕业，年龄27周岁以
下。市场部文员1名，大专以上学历，年龄30周岁以下。生产计划员
1名，大专以上学历，熟练操作办公软件。设备维修人员2名，男
性，年龄50周岁以下。以上人员，要求有相关工作经验，男女不限
（有特殊要求者除外）。

电话：0370-3168885 13837035756

商丘火车南站附近工厂占地 35亩，厂房

办公 10000平方米，水电设施齐全，现整体出

售，有意请联系。

电话：0370-3168887 13523806799

工厂整体出售

售
房

高薪诚聘
★行政助理1名。★客户经理 5名，年龄26

岁至50岁，待遇面议。
电话：13837023591

百业
信息

亚太工商代理
公司注册、增资验质年审，疑难公司注

册、变更，商标专利注册，金融公司服务，ISO
认证，代理记账，房地产开发资质代办年检。
地址：火车南站行政服务中心大厅西北角
300米 电话：15237041111 15333705177

通 知
商丘市工薪，生意，

有房，有车，有保单，需

要资金联系王经理。

电话：15137060881
0370-2625669

理财非存款，产品有风险，投资须谨慎

专业化粪池抽污
小区、学校、医院化粪池

抽污，疏通公共下水道。
电话：0370-2020993

13837017178

出售运行中水泥搅拌
灌车两台。

联系电话：
13523459897

出 售 征 婚
男，53岁，丧偶，稳重、踏实、正

派、豁达、顾家，为人随和，责任心
强，经商多年，有一定的积蓄，诚寻
一位心地善良、会持家、有孝顺心的
女士为伴（有孩助资发展）。

电话：13716656285本人亲见

神火大道与民主路交叉口
东南角好门面租售，上下两层303m2，价格面议。

电话：15503814999

门面租 售

回收：茅台、五粮液、剑南春、泸
州老窖、古井、金兴、洋河、董酒、汾
酒、西凤、双沟、林河、宋河、张弓、商
丘大曲、虎骨药酒、葡萄酒、虫草等
各种库存积压批量老酒。

看酒议价，诚信回收，绝对保
密，绝对高价，现金转账即可。

上门回收电话：15518662003
地址：南京路与华夏路交叉口

（应天世纪园内）

高价回收老酒商丘市梁园区中医医院公开招聘
根据业务工作需要，商丘市梁园区中

医医院现招聘学科带头人、科室主任、执业
医师、执业护士若干名，具体情况如下：

一、招聘条件1. 爱岗敬业，技术精湛，医德高尚。2. 身体健康，符合招聘岗位所要求的
岗位、专业、学历等条件。

二、招聘范围
心血管内科、中医内科、泌尿科、普外

科、妇产科、康复科。
三、待遇

面议。
四、报名时间和报名方式
报名时间：长期
报名方式：现场报名，请携带本人身份

证、第一学历毕业证书、学历认证报告书、
职称证、资格证、执业证原件

地址：商丘市梁园区红旗路49号梁园
区中医医院3楼人事科

咨询电话：13137023449（李科长）
商丘市梁园区中医医院

2016年3月23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