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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求信息

◆教育培训

◆私家车讯

搬家、搬厂、保洁、空调拆装、疏通、全国连锁
88990099公信

厂房出租
新闸新前路28号，机械厂房1500m2
出租，用途任选。13706125493陆先生

旺铺出售（绝对超值）
地处闹市，1200平米，设施齐全，市口极
佳，回报超大。18351236668（非诚勿扰）

厂房、大楼出租
位于顺园路与汉江路交叉路口有新厂房 12800m2出
租，另有新大楼5900m2，可作酒店或会所。13961123212

厂房出售
武进经济开发区国有土地20亩厂房5000m2
左右，独立配电房。联系电话：13801505281

厂房出租
新闸新昌路1000m2，新冶路二楼
1500m2，厂房出租。13358195780

旺铺出租（售）
地处中吴大道万都家居广场旁220m2，适合
足疗、茶室等，门口停车场。13951239888

浴室转让或承包
白云新村营业中浴室转让或承包，消
防证照齐全，接手可营。13912310387

◆工商代理

◆房产信息
85307808旺顺搬家、搬厂、室内外清洗
拆装空调、疏通管道

◆搬家清洗

搬家、搬厂、清洗、疏通、拆装空调
88881212天龙

◆厂房信息

厂房出租
黄金地段龙江中路7号厂房两处，各400余平
方，适合仓储、用电少的企业。13915089366

单层厂房出租
雕庄中村青洋大桥国道旁，车间1300m2,办公房
600m2，水电全，适合仓库、纺织等。13585453737

房屋招租（售）
现有金色新城2000平方办公大楼
出租。电话：13656148333韩先生

换锁芯、配汽车钥匙
69999999开修锁

二手车金笛86657968
免费估价 现金收购 代办手续

快速办理汽车抵押借款

本厂全新海天注塑机
200克-5000克十余台，
对外承接各种加工业务。

承接注塑加工

电话：13584551783

大娘水饺
送餐时间：10点 -21点

送餐专线86683377专线8668727288101717
盒饭送餐时间：10点 -19点 30

朱臣靓
粥、炒菜、炒面（饭）、点心、砂锅、快餐

外送热线：86750777
聘：厨师、打包工、外送员加盟热线：18961455577

www.czzcl.com

小
时

24

888117114008800400
网上订餐：www.lihua.com
承接学校食堂、企事业单位团餐

天天快餐
外送快餐、热炒、汤类
煲类、菜肉团子

通宵服务：8881479788117676 88837376
招:送餐工、厨师若干名

捷成餐饮
常州市放心餐饮示范单位

88991528专业团膳供应商
网址：www.czjccy.cn

餐饮
好 每一天7

专业承接团膳、工作餐托管食堂

订餐
热线86915757、86915577

电话：86982728 86981728

同学快餐
新推特色:牛扒饭 猪扒饭
牛肉炒饭 鸡扒饭 盖浇饭
扬 州 炒 饭 鸡 汁 菜 饭

市区免费送米，热线：

福稻米道

85251719
18136397100

买生态有机大米，尽在福稻米道。
每天打进电话前 5名，额外赠送
1公斤生态香米。（名额有限，送完为止）

广告刊登热线

86677982
86677992
传真号码：

86677995

快
餐
房
产

分类广告
小投入
大回报

本部地址:
和平中路 413
号报业传媒大
厦（南侧）辅楼
三楼313室
电话：86677982

旺铺
出租电话：1892109176015161131222

宏达宾馆（火车站南广场）

沿街旺铺出租

免费快速代办执照、记账 200元起
18915052303

出 租 办 公 房
怡康花园西，益丰大厦600m2，精装办
公房，整层出租，可停车13004377891

!

杨杰遗失第二代居民身份证，证号：
!"#$#$%&&##"#&!%%'

，
声明作废。
!

常州市万凯金属材料经营部遗失营业执照正副本，正本编
号 ：

!"#$#"###"#%%%""(#%)(

， 副 本 编 号 ：
!"#$#"###"#%%%""(#%)*

，注册号：
!"#$#"(###*))+#

，声明作
废
!

常州市万凯金属材料经营部遗失税务登记证正副本，税
号：苏税常字

!"#$#"%&*%%""*("%$#%

，声明作废
!

袁云遗失就业失业登记证，证号：
!"#$#$%#%%#%)()"

，声明
作废

◆人才招聘

家庭工作两不误
客户经理：上午报到2小时，3500~6000元/月，一经录用，
享受三金福利、法定节假日，双休 15961162904徐经理

厂房出租
牛塘长虹高架下有三层，每层3500m2，有货
梯，交通方便，适合轻工、电子13584313594

厂 房 出 租
新北区汉江路与天山路交叉路
口有 2层至 6层共 5000m2厂房
出租，配电梯，适合电子、轻工等
行业。1380611223513861089876

市区彭氏数学家教：13915892542（存下电话号码方便联系）

掌握学习方法，提高思维能力是学好数学的必
备条件。
男老师的综合优势：声音洪亮，全省唯一一所重

点师大数学专业优秀毕业生，有一定权威，持有教
师证，有私立初中任教经历，亲和力强，语言表达能
力强，和孩子交流没有代沟（男老师在培养男孩阳
刚之气和性格方面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加强逻
辑思维，思维活跃，授课过程中信息涉及面广，给予
男孩或女孩开阔的数学视野。QQ：1812837578

青年男老师缺乏，男孩损失大过女孩
电话：8662006688888895

迅捷教育
98年以来常州家长一直最信赖的专业辅导机构

★主推：精品小班 晚托班 名师一对一
地址：局前街50号新都大厦9楼（市实验中学对面）
诚 邀 名 校 离 退 休 在 职 老 师 加 盟

!"#$%&'()*

#$%&'() *+,-./0

!"#$%&'()*+,

-./0 !" 123456789

:!,.;<=>02?@ AB

C789DE23FG4 !,.

HI*JK # 2LMNOPQ4

R!STUVWXYZ[4 \]

;^__A]`;abc<Id

e,f.@

!,.gh " i !$ jA "%

jklmn,o & pq4 rst

u6vwAxyz@ h();

'('& ,f.{2!4!,.78

| $4}{2| )"4vw| $$4x

yz| !*@r~!,.l�4��

h��q78����q!��

��.��4 ���]��� "

iE�mn��q4 ����7

#���4 78{2� ) ;L.

�����.4  '('& h + i ,

j%¡;{2�¢@

a£¤¥¦§¥¨©ª¥«¬

¬¥]O¥®¯� # 2°±²7

89;LM³´deµ=>02

?4 R!a£¤¥ ¦¶6·¸¹

�4«¬¬¥]O¥®¯���

º»,¼½C -!! 789�e

q4 ¨©ª¾6¿ÀÁ´:Â�

ÃrÄÅ4 ÆnÇÈÉÊËÌÍ

 ÎÏ@

)de; #2LM6WXY¥

ÐÑ¥Ò�¥aÓÔ¥aÕc¥^_

_@WXY6Ö�!,#×(ØÙ

];!:VÚ*4Ûe789µl

ÜÝÞß4 �à¿[56áâÚ

!@ ÐÑ6��·¸¹�ã�7

894Häåæ,-.56âçè

é@ Ò�¥aÓÔtuêÄ;6

]OA«¬¬;�ë4ìíÚ�5

¦îde²,-.@

ïO~ %,," ð;\]ñ�

ò__ ó]`. !# ô;ab

c<Ide,-.@ ò__6*

2:V4¦õö !.., ð|�*÷

øù�úû..ü4 Rýþ�t

ÿ�4 !"#$%��T&'Ú

(@ !.%! ð4èÇ)h*+,-

];ò__<Ih!./0 4

!.%+ ð�q:123�L.4

]4µq5±6\]4h!.�m

7Gq8<Nï0�9ø04�

À':;;<=@

abc¦î>0?.@A

B4»:hCD�E.0F4!..#

ð±638CD�4!..$ ðG_

H.IJK+L4!.%% ð±6]

`@ µq5�m0!.4abc8

<NM9 ,. tN4!OhrPS

TÇ�Q*L@ abcQL:R

STUVWïXYZ[;\]^

_]4 �^ÞT`L(abc`

;îdefghiï*j@

µ=,-.>02?!4S

TkK *1dl4mnop56 *

2LMde4Tq + 14,rAÁ

´s " 14\] ! 14]` % 1@

789:

!"#$%&'()*+,#-./

$%&'()*+,-./01123456789:

!"#$ ;&'(<=>?@ABCDEFG'

HIJKLM4 NOP+QRSTUVW4 X #%&

YZ[C\4]^_`abc)Kdefg !'($;4

NOPAhijkl@$4mn)Kde

+,VW oI $^)Kd

Ttq6*u)vw;xy

q4 zq{�|ð�}q~µi

���q|��!tò{2�

"!;��Ls@ �©�h�*=

�C���4 �I*7��~�

���q4� | !)�;{��

�Ttqzq��@

Ttq<74 �©�;rs

6�+B4:{µq5�À38,

}q��4����;��%�q

¾�À7�@ Ú��� s�I4

�©�k¡�*I4r~¢hT£

{2qóxyqT¤q¥¦�I

*7�;ìl�4§6*0¨©@

�©�(ª %/+ «¬4I

®¯*7�°±@

01234567

89:;<+=>

;<7'=>

!

&

"#

'9:?#

�²

î³´× %$ j%&' !.%* ðµøL<ð¶

·¸2?4!,¹º»L2�®¼de@

µ÷µøL<ð¶·½¾¿À²¥Á²¥ÂÃ

²¥ÓÄ²¥#$¥ÅÆ`ÇÈÉsÊ¶Ë@hèe

; %)$1!Ì*ÍlX)Îî³$4ÏtÚ*l

X784!,5KÐÑ®¼hÒ;�Ó1TÔ@

µøL<ð¶·½ÕðÖ�²î³´××

Ø;øL<ð¶·´×%eÙO4%eÚ¢Ð

Ñ��3Ü¥Û�ÜöÝ óz^ÞP�²³

l;ß]@ àáaa%âãä1åæAçMè

é8¦�êëì@

?@ABCDEF

GHIJKLMN

íîÇ� " i %) j4 ïðjñò�óô

N&õ«4!,#×2ö÷øùúOî²^¸

û;ü�ýþ4ª�ÿ!"-~èn¸#@

÷øù4 j$%14%,#%ðïO~ï&ï

ð4!. �' ). ð(!,,-#L.;)2L

M4��* %0#+4K,-./½Úë@ ¦öïð

É01#L.42F4¦32jµÏ4<ð.@

÷øù %,)! ðde,-.4 ¦�I(ý

,-.M,oGq@ %,)+ ðhy5Áò9q

T6d78*L4�!,.C9�²:;à�

<.=Ø>?@

%,)# ðh0FGq!4 ÷øù�@AB

CADCCEF!GùgMOH4 ·I:J

K4¦öïðÏ.2F@ %,))ðLjµMÂN

MML4�äBCjµ�q4¹º:4ì�äh

jµ�q!32@

@A9:

p7qr stuvwxy

OP�©�¥¦{2q*

7�4Q�©�!RÝÀST4

ìýWU'l4 OVWX�

ÊI4XYÜYZ�ÊI4[[

\]4�8R6^_@

OPTq5�À'`Ê{

2q��4 Qµq5;�©�

ËÌabcØ4 dR6QdÀ

!.%* q54e,T¤q¥f+

g%�qA��%�q4 ¥¦

Ï�{2q86*7�@

hií56jj]k�©

�l¦m�4,±n4 oípq

6rs�;:t4 r*cuv

w!,1^�²ÚC;xyz ½

)K;L{|�©�;}

~!�À'��;*�4�ñ

�4��rQd��='4r§

�P�'@ ½

789: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