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麻雀装饰 签单8折优惠
天盛装饰 签单立减5000元现金
鸣雀装饰 签单8折，基础装修送吊顶、厨房地砖，整装满额返现金。幸运转盘赠礼。
润恒装饰 套餐装修签单，赠送55英寸液晶电视、三门冰箱、全自动洗衣机。

签单基础客户享受优惠包括各小区前5户的样板间折扣，赠送一个卫生间集成吊顶；签单整装客户
享受优惠包括赠送家电返现金，价格低于“315”及“五一”。

桐锟装饰 期房业主签约全包套餐，定金一万抵三万（名额有限），使用面积60平方米以上。
同力装饰 签单减5000元现金。

进店赠送价值68元购物车，签单参与套餐抽奖，奖品包括集成灶、滚筒洗衣机、双开门冰箱、
现金1999元、现金2999元等，中奖率超高。

北京钉铛家 价格让利到底，签单赠送礼品或小家电。

装
饰
联
盟
优
惠
一
览

智居工场装饰

美雀装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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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本报联合老江南春餐
厅开展第三季“免费教你当大厨
做老菜”活动，一时间掀起学艺
热潮，报名短信此起彼伏。上
周，十多位读者先后来到老江南
春餐厅，跟大厨学做家宴拿手菜
和东北特色家常老菜等，学好后
纷纷打包带回家与家人分享。

广东靓汤在全国都非常有
名。本周，想学煲汤的读者有福
了，老江南春餐厅广东籍厨师刘
惠强煲得一手地道的靓汤，比
如，青红萝卜玉米煲龙骨、鲜莲
藕龙骨汤、排骨紫菜汤、冬瓜薏
米龙骨汤、桂圆莲子鸡汤等，款
款滋补美味，想学的亲们赶快报
名吧！

活动期间，每个周六和周
日14时-16时，来老江南春餐
厅，大厨会毫无保留地免费教
你做菜。为保证质量，每天限
5人以内，自带主料，大厨教做
的成品可带回品尝。想报名
参加的亲们请编辑短信：姓
名+菜名+联系方式，发送至
13946042603，我们会安排专
人与您联系，商定学菜时间。本
活动谢绝专业厨师学习观摩。

锅包鱼肉锅包鱼肉 铁锅臭鳜鱼铁锅臭鳜鱼

报名方式
报名电话：84655217

13796631236
微信报名：扫码关注“生活报家

居”官方微信，在公
众号内发送“姓
名+电话+小区+建
筑面积+参观样板
间或装修优惠”。

来老江南春餐厅
免费教你做老菜

孟薇薇

先参观工地
再选装饰公司
很多业主在确定装饰公

司的时候，仅仅是跟设计师定
个设计、定个价格，往往不了
解该公司真正的装修实力，也
不知道装修工人的水平如
何。等到签了合同、交了钱、
开始装修之后，业主才发现装
修工人的水平低、装修质量
差，但后悔已来不及了。为了
让业主提前了解各家装饰公
司的装修质量，生活报将带领
大家陆续走进麻雀装饰、天盛
装饰、鸣雀装饰、润恒装饰、美
雀装饰、桐锟装饰、智居工场
装饰、北京钉铛家、同力装饰

的装修工地，本周六生活报先
带领大家参观鸣雀装饰的装
修工地，本周日再带领大家参
观润恒装饰的装修工地。

装饰联盟推出
夏季优惠活动
生活报联合9家装

饰公司成立装饰联盟，
9家装饰公司共同承诺
诚信装修、环保装修，
在5月份共同推出初夏
装修优惠活动。据了
解，9家装饰公司轻辅
装修最低价格198元/
㎡，大包套餐装修最低
价格为380元/㎡，大包
套餐装修价格还有499

元/㎡、550元/㎡、599元/㎡、
688元/㎡、777元/㎡等价位，
报名后业主可以享受3-4家
装饰公司的前期免费服务，经
过设计和价格对比之后再进
行选择。

生活报装修联盟大型公益活动——

免费参观金牌工程样板间
让你装修前做到心中有数

生活报讯 （辛
熙）4月份，生活报联
合9家装饰公司共同
征集了90户读者家
庭，帮助他们打造金
牌工程样板间，目前
签单的读者家庭装
修陆续开工。本周
六周日，生活报将组
织读者走进鸣雀装
饰及润恒装饰的施
工现场，参观装修工
艺、了解装修材料、
咨询装修设计，本周
六周日集合时间均
为13时 30分，报名
后工作人员将通知
集合地点。本活动
不收取任何费用。
另外，生活报装饰联
盟的9家优秀装饰公
司在初夏推出大型
优惠活动，读者报名
后生活报将为你安
排 3-4 家装饰公司
进行免费量尺、免费
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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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报讯 （陈毅）近日，2017瑞风
SUV超级体验营在哈尔滨举行，江淮汽车
哈尔滨畅通4S店携江淮全系车型亮相。
作为江淮汽车专属的活动品牌，瑞风SUV
超级体验营集成汽车特技、安全驾控培

训、我是赛车手、购车嘉年华等诸多环节，
为消费者奉献了一场汽车体验盛宴。

活动现场，南京雷力车队再现汽车版
“挑战不可能”，驾驶瑞风S3连续上演蛇形
对开、漂移泊位、360度腾移和原地烧胎等

高难度动作，展现了瑞风SUV优异的操
控性、强劲的动力和超强的稳定性。在

“我是赛车手”环节中，多名客户之间还进
行了计时PK，优胜者可以随江淮汽车拉力
队征战“中国汽车拉力锦标赛”。

2017瑞风SUV超级体验营在哈举行

万种商品 直销让利
厂家直接进驻展会，让利于民

的销售方式，让消费者真正享受到
更多实惠。此次展会的商品从产到
销没有中间环节，所有商品均以超
低折扣销售。以品牌服装等产品为
例，同类商品要比大型商场价格便
宜不少，部分商品价格只有大型商
场售价的1折。为了让消费者用实
惠的价格淘到流行的商品，各商
家携今明年流行趋势的主流服

装服饰参展，今年的参展企
业除展品种类更加丰富

外，在款式和质量上也
有所提高。

营养美食 应有尽有
本次展会汇集了全国10多个

省市名优特产和绿色土产。云南
香格里拉高原松茸、山核桃、三

七、玛卡、天麻；广东的鱼罐头；内蒙
古纯牛奶奶酥；大连和舟山群岛的
海产；安徽砀山香梨；新疆的大枣、
干果；宁夏的枸杞；福建的茶叶；四
川的小磨香油、藤椒油、生态牛肉、
豆干、蜂蜜、木耳、银耳……这些平
时难得一见的珍馐美味均有参展，
为冰城市民呈现了一场饕餮盛宴。

售后服务 买得放心
据主办方介绍，为了让消费者

买得明白、吃得放心，组委会在展
厅入口处设立现场服务台和公平
秤，商品如出现质量问题，包退包
换，为消费者免去后顾之忧。本次盛
会从消费者实际利益出发，拒绝暴
利，打造一个属于消费者的购物平
台，带给消费者一站式质优价廉的购
物体验。

逛展抽奖 好礼相送

展会期间，组委会为了回馈消
费者，特别准备了为期5天的幸运
抽大奖活动，凡是一次购物满50元
以上者，可领取抽奖券一张。抽奖
时间：5月17日、23日、25日每天14
时整；一等奖：39英寸液晶电视，二
等奖：电压力锅，三等奖：电磁炉，四
等奖：电热水壶。

另外，5月 26日之前，每天前
1000名顾客，赠送购物袋一个并有
抽奖机会。抽奖时间：5月16日、
19日、22日、26日每天14时整；特
等奖：代金券300元，一等奖：代金
券200元，二等奖：代金券100元，
三等奖：代金券30元，四等奖：代
金券10元。5月14日-26日，会员
凭手机短信到会员专区可购买特
价商品，数量有限，先到先得；每天
前300名顾客凭移车卡和行驶证
到会员专区免费领取玻璃水1瓶，
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南北休闲食品齐亮相 万种服饰箱包任你选

2017春夏品牌服饰折扣商品直销展 日开幕
生活报讯 （王艳）2017春

夏品牌服饰折扣商品（哈尔
滨）直销展暨南北方农副产品
特色食品展销会，将于14日在
哈尔滨冰上基地拉开帷幕。
近四百家中外企业带来了上万
种名优产品，价格优惠超值，反
季商品一折起。5月14日-30
日去冰上基地逛逛，就可将今
年春夏时尚商品一次购齐。

据了解，本次展会吸引了
全国二十多个省市400余家
知名企业参展，参展商品涵盖
了时尚服装、丝绸服饰、休闲
服饰、针纺织品、家居床品、鞋
帽箱包、日用百货等十几个系
列上万种商品。据主办方介
绍，本次展会具有档次高、款
式新、品种全、价格优等特点，
大部分展品是今年春夏最新
款式的服装服饰。

订版电话：
敬告：本版所有刊登的广告信息不作为供需双方的法律依据，请认真考察核实，涉及到经济往来时，请慎重交易，投资有风险理财需谨慎，必要时可向当地工商部门查证（照）,并签订法律公正合同，一切交易行为自行承担法律责任。

微信:80451
QQ：804510451-84681180

15504651777

联诚财富地址：哈尔滨市道
里区荆园路B07六楼606室

联诚财富
投 资 有 风 险 理 财 需 谨 慎

04510451--8429248784292487
无抵押信用借款
额度高，利息低，快速下款

13329519870
黑龙江济营投资咨询有限公司 请注意资金安全

济营贷款

无抵押借款
借款只需身份证、户口稳定
住所、汽车贵重物品、1.6分
18545554138

咨
询

哈尔滨晟亿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请注意资金安全

安徽亿通投资
大额资金直投：房地产、矿业、新能源、

农牧业、制造加工、在建、扩建工程等项目
（缺乏资金）的企业。高薪聘驻地代理

18715277168刘经理
邮箱：18715277168@163.com

迅捷贷款
低息信誉借款
无 抵 押
立等可取
18246040762 18646019488

咨
询

哈尔滨迅捷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请注意资金安全

汇票贴现
正规银行年息 3.1‰上门服务

15124525738

咨
询

银行
商业

哈尔滨爱影商贸有限公司 请注意资金安全

承 兑
汇 票

退伍军人为您服务

89911448
89301110
87630967
18246000892

道里
道外
南岗
香坊

老兵搬家七
折喜庆搬家

公企搬家，居民搬家，小型搬家
大件搬运，长短途运输

86217641
86216842
86213943
13836010822

道外
香坊
道里
南岗
江北
群力
哈西
平房

喜
庆
喜
庆

高
高
兴
兴

以诚为本，信誉第一，长短途运输
居民公司搬家，专业拆装，搬钢琴

诚信搬家
道里
顾乡
道外
江北
南岗
哈西
香坊
动力

58572382
13633645802
58572383
13704802031

七
折

15104566232
18245138223
13936042772

退伍军人服务，承诺不加价
战友搬家

南岗
道里
香坊
道外
哈西

七
折

退 伍 军 人 ，真 诚 服 务
居民搬家，公司搬家，长途搬运
道里
顾乡
道外
江北
香坊
动力
南岗
哈西

88207822
18745113211
84222011
88207833

喜洋洋搬家
道里
南岗
香坊
道外
哈西
江北

13836184675
13836184685
15124587278

福满多搬家
正规注册、专业搬家、长短途运输

顺风搬家
南岗
开发区
江北
群力
道外
太平

86600063
82910630
82957792

道里
顾乡
香坊
动力
学府路
哈西

86600064
82910631
82957793

公企搬家 机关企事业 大专院校 拆装家具 专业搬钢琴 大件搬运
国内搬家，长春，沈阳，大连，北京，天津，河北，山东，上海
五 十 铃 长 途 快 运

南岗
开 发 区
太平
江北
哈西
群力

58923345
86691256
58961258

58961259
58913123
58923123

学府
平房
道里
顾乡
动力
香坊

宏顺通搬家招
工
人

公 企 搬 家, 机 关 企 事 业, 大 专 院 校
国内长途搬运，拆装家俱，居民搬家
工商注册：114可查
客服电话：86691257

公企搬家 机关企事业 大专院校 免费评估
国内搬家，长春、沈阳、大连、秦皇岛、北京、天津、河北、山东、上海
拆装家具 专业搬钢琴 大件搬运 居民搬家
五 十 铃 长 途 搬 运 大 车
南岗
开发区87555273道里

顾乡
香坊
动力86631567

道外 江北 平房8661195087555274 86679678
86610866

86629567群力86639340哈西86602567太平

百强搬家 士兵搬家
退伍军人 为您服务
公企搬家大件搬运免费评估

59772561
81669994
87633952

道里
道外
南岗
香坊

七
折

全市特低。诚信为本，七折优惠。
专业搬钢琴，专业工人为您服务。 各区就近发车。

宏远搬家

18304624733
18304625733

招
工
人

招
司
机

80元起，钢琴，单位
搬迁，家具拆装，长途

双喜搬家

84623250
13704513250

招
工
人

招
工
人

退伍军人、真诚为您服务
居民公企搬家，专业钢琴、长途搬运

聚鑫搬家
南岗哈西
香坊动力
道里群力
道外江北

87696984
18249218398
15246504796
15245102858

七
折

招
工
人

居民 公企 专业拆装 大专院校
长短途搬运 专业展柜运输

鑫源搬家

13766865396
18545014019

招
工
人

招
司
机

各区
就近
发车

双兴搬家
道里
群力

南岗
哈西84229778

55621204
88856997
88899608香坊

动力
道外
太平

★高价收电线电缆★
电机、电焊机、发电机
组、建筑设备、配电柜、
不锈钢制冷、变压器、旧
设 备 、积 压 物 资 等 。
13936290828

东海防水.滴水不漏
承接各种疑难防水工程，经销

新型防水材料，有专业施工队伍。
地址：南岗区革新街214号。

87016198，13895726398

厂房出租
平房区哈五路旁2公里处，，总占地面积

15000米，院8000米水泥地面、2层办公楼、
钢结构厂房2600米和2900米、举架高10.5
米。上下水、动力电 280kw，6 台吊车。

13936455557

厂房场地急售
哈同公路 25 公里处（宾西开发

区），占地24000平米，办公楼1200平
米，厂房2700平米，两口机井，两台变
压器（125KW 80KW）。（广告勿扰）

13603607657

工业用地租售
江南中环路（华南城）

11000m2，围墙，80kw 变压
器，集体建设用地手续齐全。

15663656303

独门独院厂（库）房出租
学府路三环附近，工业街18号厂

房2000m2，办公楼600m2，院1000m2，
水、电、暖设施全。适合各种小型工厂
及仓储，交通便利，欲整体出租。

13313634618

小园绿色菜地
租或代种50—1000m2，20种

绿色菜，现已栽苗好季节您选品种
我来种，除草管理买苗、种我负
责。樱桃还有一个月菜摘吃上放
心绿色食品，公交车1元到小园地

15546538451

出 售
位于呼兰区利民大道附近工业用

地，占地15000平方米，库房面积800
平方米，办公面积500平方米。手续齐
全，基础设施完善！由于个人原因，准
备出售。附近有：老鼎丰，雪花啤酒等
知名企业，位置极佳！无实力者勿扰！

13796600555张先生

林地转让
位于绥芬河市天长山水

库旁和北寒村边，面积2400
亩和800亩，使用年限70年，
转让价800万元和150万元。

13514562828

厂房转让
位于海林市开发区，距哈牡高速

出口200m，占地74000平方米，建筑
面积20000平方米，水电暖消防齐
备，手续齐全，转让价3500万元。

13514562828

厂房低价出租
香坊112路终点前园艺八

队厂房350平、320平各一处，
动力电、上下水，取暖设施。

13100888395

国有厂房出租出售
厂房面积5205m2(两层)，举架

6米，315千瓦动力电，上下水，锅
炉，紧邻长安福特，三菱动力，地
址：哈尔滨市平房区渤海路32号。

18246552067

急售门市房
南岗区宣化街汽配城旁沿河路5

号，一层商服，使用面积约230米，南
北，高装，带租金，门前300米停车场，
使用于汽配，公司，商服等，因出国急售。

18646223968 张

门市出租
位于道里区城乡路280号临

街 二 层 门 市 1700m2，后 院
1800m2对外出租可分租，适合车
辆销售、旅店、办公等均可合作。

13945065081、13936509447

洗浴出售
道外区繁华一类街道，

老店重新装修开业，客源
稳定，生意火爆，因本人有
事，现低价出售，可考察。

13845113763

大众调查
婚外恋调查债务人财产调查、
精准找人（接律师、同行案源）

电话：0451-57633768、57642456
地址：先锋路 589-3 号

综合医院
整体托管、转让
寻求整体、科室合作
13633636695

建设用地出售

13936169019

阿城南20公里公路旁2.2万平米
建设用地，345KV动力电，厂房500
平，50米烟囱，两口大机井。290万。

厂房出租

15765508552

瓦盆窑厂房5000m2，
场地 2 万平米，办公楼
1000m2，对 外 出 租 。

厂房出租

18088780077

香坊区香福路永泰城附近，
正规厂房4000多米，有桥式吊
车，可分租，上下水，动力电。

急售厂房库房

18645055805 15645668785

使用200m2(可兑换
住宅)地址:大方里

出售工业用地

13845131293张先生

哈平路九三大麦芽
东 侧 。 土 地 面 积 ，
13592，4m2，四证齐全。

厂房场地出租

13911510713

牛家工业园有场地
4万平米，厂房6000m2，
办公楼1500m2，可整租
分 租 或 合 作 开 发 。

厂房场地出售

18346067639

香坊区哈阿老道，场地
6800m2，厂房 2250m2，库
房700m2，动力电125KW，
上、下水、暖气，手续全。

厂房出租

18714513611

现有正规厂房900米，
在电碳路边，独门独院，设施
齐全，院 1000m2，可分租。

出兑转让

出售学校

13945664449

阿城长江路附近校
舍800米，院6千多米，
可建工厂库房别墅等。

医疗合作

13895700346

医疗门诊整
体托管，另招聘一
名西医内科医师。

门市写字间

门市出租

18686862617

南岗烟厂附近大
方里小区，700多米，
位置好，价格合理。

厂房场地

找人婚调追欠
疑难律师取证

神探调查

15145077720

调查咨询厂房场地 厂房场地 厂房场地

电话：0451-51031993 13936384422 地址：南岗区林兴街33号

贺立源天然弱碱水市区一箱起送
诚聘销售代表

养生好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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