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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家车讯

◆教育培训

◆商务咨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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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何老师英语讲座
回报社会免费听
周末系列讲一次
英语高分不困难
13511663409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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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961255285金先生

大型饭店厨房用品低价出售
13706123187郭

●小舟婚介（女士优惠）18112332257

有房租售
出租：河海东路 1号新大楼单层
1500m2共7500m2，有独立电梯和货梯，
车间500-1000-2500m2，有 5吨和15
吨行车。厂房出售21000m2，另有南大
街云庭精装修106m2出售、以上交通
方便，价格面议。电话：18018255810

千里眼商务
常州首家小款当天大款五天
知名机构 新闻媒体多次专访
快速债务：企业债务、个人债务等疑难债务协收。
调查：民事调查、婚姻维权证据、寻人、分手大师等
企业账务部：88138007个人账务部：89895007
调查部：81000007网址：www.shangyediaocha.com

觅年薪 10万起步，百
万不是梦！年龄：25-55岁。

上进型女性合作

13182500203徐女士

招聘1、聘人事助理数
名（熟悉办公软

件）；2、区域服务人员数名
（25周岁以上，高中/大专
学历）。电话：13151250309

厂房出租
潞城政新工业园：行车车间 500m2，三层厂房
1600m2，有电梯，适合轻工、机械等。13218655562

宾馆浴场转让
邹区黄金地段、营业中宾馆、浴场、KTV、咖
啡厅，可单项或整体低价转让。13685218338

天宁
人民

89893838
搬家搬厂清洗疏通拆装空调聘

上市国企招 55岁以下管理干
部，5000元起，双休、养老、医
疗、旅游等13861277298徐经理

厂房出租
钟楼区永红宣塘村委旁有1200m2,
标准厂房出租。13775100060

◆供求信息

◆搬家清洗

◆人才招聘

免费快速代办执照、记账 200元起
189150523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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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房产信息

开修锁安装指纹密码锁
69999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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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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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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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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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写 字 楼 出 租
新北区建设大厦 A座 3楼整
层663m2，18918828346李先生

88666666
换C级锁芯\配汽车钥匙

阿明
开锁

套餐：35元一砂锅二炒一蔬
55元二砂锅三炒二蔬

电话：86982728 86981728

同学快餐
特色品牌、咸肉菜饭、咸排咸泡饭、盖浇饭
（满十份送老干妈辣酱一瓶）招钟点送餐工

85307808旺顺搬家、搬厂、室内外清洗
拆装空调、疏通管道

搬家、搬厂、清洗、疏通、拆装空调
88881212天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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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便民家政

全国连锁创世纪情缘婚恋，招聘
红娘5名，有婚姻家庭咨询师证
优先，3000--6000元，延陵中
路 25号联通大厦 5楼 500A，
电话：88101314，180150733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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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告刊登热线

86677982
86677992
传真号码：

86677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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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代办点地址:
北大街中亚大
厦南门一楼大
堂便民代办点
（原新闻大厦北
门正对面)
电话：86677983
周六正常值班

快餐
房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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邹胜伟遗失（二级）建造师执业资格证书，证书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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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专业：机电安装，声明作废
!

刘朝强遗失常州景申置业开具的英郡花苑
'()(*!"

室
+

壹拾万
元整发票，声明作废
!

江苏瑞普家具有限公司遗失增值税普通发票壹张，代码：
%(!!*(%#(!

，发票号码：
!*%,%%"%

，声明作废
!

常州市领翔旧机动车销售有限公司遗失税务登记证正本，税
号：苏税常字

%(!"!!-$*""#"!*

，声明作废
!

常州市智兔信息咨询有限公司遗失组织机构代码证正本，代
码：

!-##!&##.$

，声明作废。
!

常州市悦游信息咨询有限公司遗失江苏江南农村商业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常州市通江路支行开户许可证，核准号：
/%!"!!*"#%,"!*

， 编 号 ：
%!*! .!%!,,(&%

， 帐 号 ：
,,$!***&!*(!*!!!!!!!"&#

，声明作废
!

陆亮亮遗失常州机电职业技术学院毕业证，证号：
*%**"*(!!-!#%%-,-(

，声明作废。
!

兹有常州市路顺货物运输服务部遗失解放牌中型普通货车
（车牌：苏

0($-*,

）运输证，证号：
!*%",,(*

，声明作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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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言 王云华

������� ¡ $% ¢

£*¤¥¦§¨W©. ª«¬

?+®�̄ ��°b± ²Lª

«³D. ´µ¶+*·¸Z�

°.¹º»¼ ½¾.�̄ ��¿¬

ÀÁg>ÂÃÄ/ÅÆÇ ÅÈ

É�Ê6ËÌÍ°O fÎºT

ºÏ¼ ÐfT1ÀÁgI.ÑÑ

$©Ò+ÓÔ. ÕÖ×]ØÙ

Úª«.Ú?�̄ ��́ µ¶O

ÛªÜÝÞßàáµ?+

#$�̄ â�.¡ãäå¿¬À

ÁgO ÀÁgÌæªÜ�ç+

���èéêëìí.îï!ð

ñòóôõö. ªÜ¿÷gø

�ùúû%&ü$�̄ ��Pý

þÿ.<W!!".Á#$%´

µ¶*·^�¸�°± ª¬&

'().ð*!".+,ÓÔ-

$.../�_0NØ/1234

5+6789þ. :(ªÜ+

;)�<=N. ÓÔØÚªÜ>

�?@�?.�AB�?± N

CDÀÁgEFGHIJ

#$ëH.¶K-LáFGH.

³MNªÜ��NOP�ÖQR

SQTUZV+êëìí.Wþ

´µ¶ÓÔkXYoZ[+\

]^_. `ä\](#$�̄

��vab�

据深圳都市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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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深圳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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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新片都拼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