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租售房广告每月
100 元 ， 3 个 月
200 元， 10 个月
600元。

售 房
▲售南京路与中州路向东
100米路北人寿保险公司家
属院别墅，221m2，车出入
方便。13700706178
▲售归德路市一高对面学区
房锦绣嘉园 6楼，送空中花
园，三室两厅，121m2，毛
坯，双气，24.8万元 。
15560006268

▲售金世纪广场对面田园小

区 3楼东户，精装，115m2，
两室两厅，带大院，26.8万
元。15037060006
▲文化路与金银路交叉口附
近 2 楼，85m2，三室一厅，
带天然气、地下室、配房，
有证，28万元，急售！
15617015708
▲团结路与新建路交叉口附近
4楼，105m2，三室两厅，有
证，双气，35万元，急售。
15617015708
▲文化路师院校区附近丽晶
世家 4 楼，125m2，三室两
厅，精装修，带双气，有
证，44万元，急售！
15617015708
▲新建路第一物业小区 4

楼，85m2，三室一厅，送配
房，24.5万元，急售！
15617015708
▲文化路与凯旋路交叉口附
近 2 楼，80m2，三室一厅，
有证，送配房，26万元，急
售。15617015708
▲售团结路师院校区附近 4
楼，120m2，三室两厅，有
证，送地下室，36 万元，
急售。15617015708

租 房
▲民主东路路南纸厂家属院
门面房出租，48m2，低租
金，价面议。15503859708

▲写字楼低价出租:神火大道帝
和 广 场 南 路 西 大 型 写 字 楼
860m2， 每 平 方 米 15 元 。 另

外，大院 1000m2也对外出租，
价格面议。13781420711
▲出租商品大世界的门面房。
13569350055
▲凯旋 商 城 临 街 黄 金 商
铺 出 租 ， 面 积 100m2。
18837019822
▲归德南路6号商丘日报社家
属院3楼三室两厅对外出租，
设施齐全，拎包入住，租金
面议。13903705280
▲商品大世界门面房 148号
（长征南路家电城）一套对外
出租。13603702389
▲出租香君路与紫荆路交叉

口三层门面，一层90m2，二
层 300m2，三层 150m2，水
电齐全，价格面议。
13592392059

售 车
▲纳智捷大7，2.2T，全新越野
智能四驱车，白色，带导航、天
窗、电视、电动座椅，全新车，
未开票，零公里，官方报价
255800元，现低于经销商最
低价出售。18537026988
▲雷诺风朗 2.0L，黑色，三
厢轿车，韩国进口，全新车，
未开票，零公里，现低于最
低价出售。18537026988

▲东南三菱轿车 2.0L，白色
三厢轿车，全新车，未开票，
零公里，带天窗、导航、电动
真皮座椅，官方报价 165800
元，现降价出售。
18537026988
▲东风·悦达起亚狮跑2.0L，
黑色手动标配，越野车，全新
车，未开票，零公里，官方报
价 155800元，现特价 9万元
出售。18537026988
▲全新抵账车：别克君威白
色三厢轿车2.0L，带导航、天
窗，全新车，未开票，零公里，
官方报价 179800元，现特价
135000元出售。
185370269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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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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夹山改梁
电话：13949313508

老百姓 做得起的广告

威海海景房免费看房团

八一路与哈森路交叉口西
北角 91m2 门面一套，地下室
1438m2，水电齐全，价格面
议。

电话：13901390387
17091168888

联系人：王先生

门面、地下室出售

广告热线：26177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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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无关。18637007200
15539056581

现房精装海景房，小
户型，首付款 30%，让你
远离雾霾，移居长寿之乡。

报名电话：
18336958599

海南双飞特价购房团
福利来了，威海海景房现在起至“十一”免费看房了

（吃住玩全免）。置业、投资、度假、养老、避暑。国家

AAAA级度假区，现房，首付款30%，到公司咨询、报名即

有礼品赠送。购房成功即送万元礼包。

周五发团 报名电话：18037034111

分 类 广 告
一个电话上门服务！上门服务热线：18637007200 15539056581 13781482017 13598371907

商丘火车南站附近工厂占地 35亩，厂房

办公 10000m2，水电设施齐全，现整体出售，

有意者请联系。

电话：0370-3168887 13523806799

工厂整体出售

专业祛除青春痘、痤疮、
粉刺、痘印、痘坑、过敏脸。
签约祛痘，无效退款。

地址：商丘市神火大道与团
结路交叉口向东50米路北天伦小
区北门对面

电话：0370-2668918

豆域专业祛痘

租
售
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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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1370037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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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5370878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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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丽晶大酒店斜对面有线电视台家属院住房一套，120m2，三室两厅，水、电齐全。

18537087827 13700703688

1. 青天河红叶一日游 99元
2.新密伏羲大峡谷一日游130元
3.秘境宝泉一日游180元
4. 嵩山+嵩阳书院一日游160元
5. 泰山一日游240元
6.方特欢乐园一日游300元
7. 白云山、墨子古街二日游299元
8. 林州太行大峡谷二日游 330元
9. 天马岛、地下大峡谷二日游380元
10. 黄山、凤凰源、太平湖二日游600元
11. 八里沟、天界山二日游350元
12. 天堂寨、白马大峡谷二日游380元
13. 北京汽座/汽卧二日游360元/450元
14. 重渡沟、鸡冠洞二日游400元

15. 乌镇、西塘、南浔二日游450元
16.尧山、五星福泉温泉二日游320元
17.连云港花果山、云龙涧二日游199元
18.明堂山、大别山彩虹瀑布二日游380元
19.苏沪杭+周庄汽卧二日游350元
20.天目湖、南山竹海、御水温泉528元
21.台儿庄高铁一日游230元
火车及飞机长线游：
1.北京双卧五日游1380元
2.大漓江、龙脊梯田双卧五日游1560元
3.兵马俑、华清池、黄帝陵、壶口瀑布、
杨家岭双卧六日游1680元
4.宜昌三峡大坝、长江三峡、小三峡、白帝
城、神农溪双卧五日游1800元
5.额济纳胡杨林、居延海、黑水城怪树林、中

蒙边境、酒泉卫星发射基地七日游3480元
6.神农架、九寨沟、峨眉山、乐山大佛、都江
堰、成都老街、重庆武隆双动双卧3480元
7.重庆武隆双飞四日游1880元
8.鼓浪屿、永定土楼双飞五日游2580元
9.大连双飞四日游 1880元
10.国家森林公园、天子山、袁家界、
凤凰古城双飞五日游1980元
11.三亚贵族纯玩双飞五日游2480元
12.黄果树瀑布、西江千户苗寨、荔波
小七孔、青岩古镇双飞五日游2580元
13.无限制半自由行，全程只进一个购
物店：昆明、大理、丽江双飞六日游
2580元
14.九寨沟、黄龙、尕里草原直飞四日
游3390元省去转车的辛劳

商丘好人好报旅行社精品旅游线路

电话：13598371907 15090521159

租售房广告每月100元，3个月200元，10个月600元。其他广告每块4厘米×4.6厘米，每次100
元，每月2000元。广告刊登范围：租房、售房、店铺转让、招聘、招商、汽车、电动车、征婚、美容、影
院、医疗医药、婚庆、教育、食品、服饰清仓、旅游……全行业信息，一栏发布，本报全市党政行政单
位、个人家庭订阅，全商丘覆盖，无盲点，每天阅读量约100万。广告监督热线：159037085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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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买家电等家电展
2016商丘国庆家电展销会
时间：9月30日—10月3日
地点：商丘市体育馆
抢购热线：15903708588

专列一：10月1日出发，额济纳胡杨林、中蒙

边境、酒泉卫星发射基地、居延海、黑水城、怪树

林空调旅游专列七日游3480元起

专列二：10月2日出发，张家界、天子山、袁

家界、黄龙洞、土家风情园经典五日游1790元起

专线三：10月9日出发，神农架、九寨沟、峨

眉山、乐山大佛、都江堰、成都老街、重庆武隆双

动双卧专线十一日游3480元
电话：2555161 2555191 13803700704

路仕达——夕阳红专列专家

黄金广告位招租
每块4厘米×4.6厘米
每次100元，每月2000元

18637007200
15539056581

广告
热线：

本人因业务需要招聘金

牌经理人，储备主管和助理

两名。要求:能吃苦耐劳，

形象好气质佳的女士（非诚

勿扰）！

电话:18238039916

联系人：李经理

招 聘 买汽车等车展
2016商丘国庆车展展销会
时间：9月30日—10月3日

地点：商丘市体育馆

抢购热线：15903708588

省内及周边短线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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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她有30年的发展史，是治不孕的品牌，虽经两次院址变迁，但名
称始终叫“梁庄”。2.梁庄治不孕是一家民营医院，刚开业时虽不被老百
姓认可，但经过30年的不懈努力，治愈患者比比皆是，如今每天来就诊
的患者络绎不绝。3.未来的“梁庄治不孕”会更加努力，更好地服务于
豫东老百姓。

地址：宁陵柳河派出所东300米
电话：0370-7998518 7998519
网址：www.7998519.com

宁陵梁庄治不孕说说“梁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