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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址:

北大街新闻大厦

北706、712室

广告刊登热线

86677982
86677983
传真号码：

86677995

品牌
装饰

友情提醒
公交线路B23、
55、205、24路到
新世纪商城下

今日接稿
明日见报
上门取稿

分类广告
小投入
大回报

国家资质企业 重合同守信用企业 本公司本地人所有
敢于同行比质量
更敢于同行比价格

本公司聘请欣正律师事务所夏俊律师（在线律师QQ：894466381）为常年法律顾问

鼎 艺装

饰

工程杜绝转包全部由公司亲自管理

60m2—70m2套餐价：13680元
80m2—90m2套餐价：16680元
100m2—110m2套餐价：21680元
120m2—130m2套餐价：24680元

优惠价{
地址：关河西路斗巷商务中心1号楼916-918室(青山桥农工商超市楼上)
电话：86815057、13776856767QQ：28135333（加注装修咨询）免费量房 免费报价

解释权归本公司所有

诚邀各大公司加盟
品牌装饰建材专版

广告预约热线：13915045227

地址：常州飞龙东路永宁路口翠园世家商业街5号楼508室

透明的报价、个性化的设计、优质的材料、
一流的施工、严格的管理、完善的饰后服务

龙锁装
饰 设计师、实习生

业 务 员 数 名招
先 施 工 ，后 付 款 ！
工 程 决 不 转 包 ！

本公司免费出效果图、量房、设
计、预算，在各新小区征集样板房，前5
户优惠，85折，送现金大礼包。{

电话：0519-8520918513032503155 QQ:965740991

五一
优惠

环保家装 价格实惠

装修热线：13861008038

俱进装潢

公交路线：2、20、80、78、31、320、66、70路到明都汽摩城下

1、服务礼 -免费为您提供服务（咨询、量房、设计）
2、到店礼 -到店即送价值 500元现金抵用券
3、定金礼 -交定金即送价值 800元过节礼包
4、合同礼-凡在本公司（活动期间签单）装修业主，满3万送一厨一卫吊顶，
满 5万送橱柜柜体（3.5米）

5、完工礼 -活动期间赠送保洁、水路电路 CD光盘
6、分期礼 -0利润 0手续

!!!

家装家居节，
!

重好礼等您拿
" !!!

环保家装 价格实惠
俱进装潢

总部地址：常武北路20-23号龙城大桥南首，明都汽摩城斜对面

装修热线：0519-89823298 89826678

另承接各小区老房翻新工装……

3.15诚信联盟单位
江苏省守信誉单位 常州市诚信单位 重合同 守信用企业 市家装行业十强品牌

装修设计专家 金牌质量 环保至上

一次装修，终生朋友！
选公司找设计看样板定方案签合同请来俱进吧！
样板房火热征集中……

渡强阁楼

地址：丁堰街道386号常钢工房旁电话：8880787013646120898

轻质加气混凝土产品系列的各类楼板、隔墙
板、装饰板、外墙板、砌块、屋面板。

销售：
特点：环保、轻质、隔音、隔热、防火、抗震、无放射性。

办 公 楼 、 住 宅 楼 中 的 挑 高 层 ，顶
层 中 阁 楼（隔 层），室 内 隔 墙 ，框 架 结 构 的 隔
墙 =轻钢构 +轻质 加气混凝土 楼板和加气 混
凝土隔墙板 。荷载每平米 均达 300KG以上。

专业承接：

电动车
公司网址：www.cncpcy.com

博爱路专卖店 13861021153 飞龙路专卖店：13616120738
湖塘专卖店 15961461181 中凉亭专卖店 13912307371
龙虎塘专卖店 13401587167 花园路专卖店 1358451455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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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活动：有几款指定车型优惠

庆五一“以旧换新”大行动，电动车、
电器可折价100~500元，换购新车。
联系电话：13338183202

···TheWorld'sFirst·

WarmChip·FloorHeating

尚兰格
[暖芯]TM 自热地板

新城尚东区86号商铺8918611689186226

尚兰格暖芯地板 上市5年 品质完美

全 球 首 创·地 板 地 暖 合 一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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