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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方块面积:2.5cm�1.7cm

●标准价格:

10次以下,40元/每方块;

10次以上,35元/每方块

●每方块内容限40个字以内，

套红加收25%，

指定位置加收20%

综 合旺 铺

套房

转 让厂房
店面出租

庆莲桥诚信街 29-31
号两幢面积760平方，
权属性质国有，有意来
电：13805987122

印花厂加盟或转让
石狮市永宁镇子英
村，现有300米板台，
设备齐全。
小陈：15960721821

出租
新华都斜对面店面
8间，标准厂房2000
平 方 、有 电 梯
18350588008

针织服装厂出租
设备齐全，也可带组
承包车间，有意者来
电面谈13906991091

出售18050895123
八七路店面240万/间、
百德楼王带车库、
濠江国际4房、
狮城帝苑店面2间4层

套房出售
步行街单户楼梯，
三楼、四楼，每层
263平方，上下二套
出售13905951891

出售15559551222
金汇布行店面3间、
步行街店面单间、
南环路子芳路幢楼
2-12

出售13850733666
百德2房3房4房
高层多套精装,东
城美居135平，东
港3房85万

出售13788812732施
百德康桥200平业主

急售，府东1号 3房 4

房 楼中楼，八七路整

栋1至6楼头排

佳豪二期163m2低价

濠江路店面2间140万

名仕豪园3房4房多套

15959893788

售 88810117
八七路头排店面
3间1-2楼305m2

现已租24万/年，
证齐国有出让70
年.售620万

急售濠江丽景楼中楼豪华装300m2

中装252m2220万 152m2中装送两

阳台120万 建德二期190m2高装

200万 东港花园152平85万 名仕

180平99万

信义13799228113

急售15880877878
金汇二期第一排看大
路店面 74平每平 1.4
万，金汇套房3房78万
高装送家具电

世联华府高层83平小
两房只需首付18万 ，
步行街美容院急转，转
让费15万，设备齐全
15559156456

富贵天骄二房一厅56万

嘉豪二期三房一厅

濠江丽景三房一厅

步行街店面65万

15375780055

仓库出租
现有一位于石狮南环路秀山村路
口标准厂房出租，占地面积
1521m2,配备齐全，交通便利。
有意者欢迎面谈。联系电话：
13799485678（庄先生）

厂房招租
石狮台商投资开发
区全新标准厂房
7000平米，也可用
仓储，交通便利。
13808502367

厂房出租
子芳路仓库厂
房1000平方
13599282282

厂房出租
厂 房 、 宿 舍
1500m2，独 立 围
墙，交通方便，水
电货梯设备齐全
13505089328
13799221133

服装厂房出租
位于石狮曾坑霞露服
装厂房 1650平方出
租，交通便利。
15259418876张先生

厂房出租
石祥路头厝仔工业
区标准厂房宿舍，配
套6500m2，水电齐全
带电梯，店面多间
88916888

厂房出租
大埔新村二、五
层2100m2，宿舍，
电梯齐全
88899352

厂房招租
石狮龙湖交界处厂房
3500平方，宿舍配套卫生
间，水电齐全，交通方便
13305055696

标准厂房出租
厂房2300平方米,
配套宿舍1000平
方出租,宝盖鞋业
工 业 园,张 先 生
13665988068

厂房出租
1-3楼1800平方，
水电俱全，交通方
便 13906092116
88598116

招租
石湖工业区大道边层
高8米，1千平，独立宿
舍楼适合仓库、厂房
88695586
13960219811

厂房出租
狮城大道八中附
近，2至7层共1200
平方厂房出租，带
设备88666432

厂房出租

锦尚镇工业区标准

厂房1000-2000

平方出租

13906992727

电镀厂出租
全新厂房、不带设备；一至四层，可分
租。厂址：角美龙池台商投资区
13599787758

厂房出租
八七路金博写字楼后
厂房一楼500m2三楼
1000m2左右出租，带
电梯13805915859蔡

厂房转让
服装厂全套设备
及厂房转让，条件
好，招工方便
15059870089

出租
镇中路五星段邻街
5间店面250平方
13905061307

旺铺出租
服装城北
B1303-1305店面
13805981879

旺铺出租
服装城南A（女
装 区 ）一 楼
13505980888

旺铺出租
石泉二路88号-90号
店面两间 黄金地点
临近新车站 内另置阁
楼 适宜开店办公
15905988886王小姐

店面出租
振兴路3间店面
二 层 共 300m2

15059711999

出租
石狮市湖东中路
70-72号店面两间，
一至二楼出租（水果
批发市场桥头）。电
话：88783823

店面转租
八七路临绿岛国际酒
店两间店面转租和整
套蛋糕店设备转让。
电话：18965787582

餐厅转让
中高档装修，停车
方便，设备齐全，
黄金地段，盈利中
转让15860582701

饭店转让
金星美食街黄金地
段，客源稳定，设备齐
全，装修高档，有事急
转让15906046982

土地转让
现永宁有 12000m2

的土地需要转让，有
意者请联系
13505081684

写字楼出租
服装城边富亿机戒

城多层出租，每层

730平方，带电梯，可

分租13505995333

曾坑厝头新村
600m2一幢二层出
租，鸳鸯池德辉大
厦套房正向公园
160m2车位店面出
售18060023989

出租
低价、石狮一中对
面 四 楼 600m2

18759537312

出租
南环路热电佳园对
面4间1至六楼写字
楼1728m2配电梯，地
下 室 288m2车 库 。
13905960278

写字楼出租
长福工业区木林森
旁，福港大厦6楼写
字楼600平方米出
租 15859523939
15859746858

出租
服装城写字楼带展厅
仓库计1600平米出租
已装修，另有套房宿舍
18979925678施

写字楼、厂房、店
面出租

地址：鸳鸯池西路
39号奋发大厦
13506032229

出售：13559525672
百江明珠多套三房可
按揭，名仕豪园176m2

高装130万
濠江明珠楼中楼200万

套房出售
鸳鸯池商业中心3房
1厅 新 装 修 双 证
15860331222

楼中楼出售
狮 城 帝 苑 楼 中 楼
280m2，双户双梯格局
好，证件齐全。
18859786009

别墅出售
大北环明珠湾花园
别墅、套房、店面出
售。团购价优！
15259526499

出租
福特大酒店旁4楼一
套三房一厅160平方
18350583158

石狮日报�房产超市上门服务及监督电话：88795808
业务员：13067023011 13799585658

13328566620 13489326430

房产中介公司批量刊登有优惠

诚征：各乡镇代理商 电话：88795808

地址：八七路1582号 传真：88796808

童装
面辅料仓管，发货员，验收，裁
床承包18859588925

奇海龙
诚邀网购代理商专业靓仔厂
家供货15860317968

诚聘
靓仔裤设计打版、仓管、杂工、
跟单、理单、后道主管
13808505583

布行
本地文员司机88895810

诚聘
会计1名，副裁2名，拉布2
名，阿里巴巴运营2名懂英
语，美工1名，招商2名
13905062681

七七K
文员、制单13959715587

无名都
靓仔装质检，保安，仓库点数，
外派会计18659801855周

布行
聘有经验业务员数名
本地优先13506932890

裕铭服饰
外贸服装仓管，会计
15259598888

求职免费●欢迎参加
7月2-3日 7月12-13日
7月18-19日 7月22-23日
86010222八七路劳动大厦

服装招聘
厂长，人事主管，车间主任
15980332416

急聘
二手房业务员数名及兼职客
服2名15860438999邱经理

招聘
货车司机13799582789

18-35岁，普通话标准，底薪
1800元+5%提成+奖金。
包住，工资月结。8小时工作
制，周日公休18505955688

万佳童装诚聘
电脑设计，跟单，均需3年以
上经验13905061520

诚聘
服装城女店员 2名，未婚
17-22岁，本地优先
15377982779

诚聘
扫地、副裁各1名
13959754166

布行
招搬运工88598373

印花厂
业务员，本地有三至5年经验
85112256

下兰厂
招看机工数名18905081322

印花厂
招调浆、打样、订位、板工
13636972336

诚聘
国内女童设计2名，副裁2名，
验片1名15905937222

诚聘
CAD打版1名，会计1名
两年以上经验15259554790

招聘
诚招流水组长1名，质检1名
13600797673

绣花
新百灵达机高价货足聘熟练
绣花工数名13599980612

诚聘
印花夫妻工，针织童装加工厂
15805980266

专业开发时尚靓仔上衣；
诚邀合作厂商；
合作热线：13805912411
诚招样衣工多名；
13655928893

布行
诚招男店员88998926

雨闲服饰
资深女装电脑（手工）打版师
1名13599742352

诚聘
市区幼儿园聘幼师、女炊事
员、保育员及女杂工各数名
8878565115059871803

福祥布行
诚聘有经验女司机，业务员，
女店员13805987716

恒顺
电器城诚聘营业员（18-45
岁）、搬运工、两轮摩托送货
员、四轮送货员、文员（闽南
籍）13906992429蔡

诚聘
靓仔装跟单一名，总检数名，
文员一名13788821888石狮
市灵秀创业园二路B9幢

招聘会计
本布行急需会计一名，经验者
优先18759522289

诚聘
有厨房经验的家政人员
13799888016

航豹童装
本服装公司诚招长期合作的
分厂13905962933

招工
急招制鞋师傅1名
15395956728

诚聘
货车司机、摩托车送货
88992350

招聘
仓库杂工13799533888

布行招聘
女店员若干名，有经验者优先
联系18750511188

舜天童装
理单，平面设计，业务员，合作
加工厂13055662661王

布行诚聘
女店员，文员，本地优先
13805912811

石狮假日国旅
办公文员、机票开票员（有经
验者优先）15959520801

诚聘
针织童装厂长和组长各1名
13400819555

诚聘
做饭、保育员88863707

诚聘
休闲裤设计总监1名、平面设
计3名13225005188

通华物流
诚招装卸工5名
13905989395

招聘
汽配店员工13905962909

雷速赛马
靓仔裤设计师，样衣工
15059584444

商行
招小货车司机88755237

诚聘
13859721123文员，业务员面
议

恢古斋
暑假书法培训招生
电话13506952483

补习
英语，数学13559361866

乒乓球学校
乒乓球、钢琴、美术、书法
小学初中英语、作文、数学
13505084709

补习
初高中语数英
科技楼18060076506

中学
数学补习88768797名师执教

暑假班
书法作文奥数英语拼音托管
83087860

麦麦学习乐园
暑期小升初、初中英语数学，
资深教师，无效退款。
南洋路狮标附近
18659827979杨老师

【玩转淘宝网店】
运营|美工|推广
客服|活动策划等
专业团队、实践为主
提供货源、一件代发
13599984331

经教育局审批合格园，新学期
及 暑 假 班 招 生 ，聘 幼 师
15359055092 13788811055
地址：南环路妇女儿童活动中
心后

新学期招生特惠中
暑假班400元
另聘幼师83020887
地址：濠江路一中对面

暑假班
电话88792991
1语数英补差与提高
2书法美术钢琴吉他培训
3托管班4拼音奥数

政府办学 学会为止
电脑基础 办公文秘
广告设计 会计
室内外设计（12年工作经验
设计师执教）
科技楼4楼88350511

国家正规大专学历，业余学习
1680元/年。
登录www.fjjjzx.com“继续教
育”栏目，下载招生简章及报
名表。电话：13505950740

生产销售为一体网店培训
多名专职教师任教，包学会
服装设计手工CAD打版
石狮鸳鸯公园正大门对面
88790099

学子遍全国 就业率100%
首创服装辅料设计专业
3D五金服装室内平面设计
淘宝装修运营
8872118113600758767
八七路公安局旁

新加坡6/8韩国10/7起香港
22/7
北京江南水乡桂林山水广州
长隆西安云南
2258272222988722
接受上门报名

现货
男女装羽绒服现货供应，反季
价优15960591568

广告衫
13959828123

恒顺电器
智能家居、别墅、办公、商务会
议、高档住宅远程监控、家庭
影音、中央空调等配套设备
13636985763蔡

★九华山双飞朝拜三日游
每周一、五发团
假日濠江路：88755079
假日九二路：88766389

招本地票务营业员数名
邱小姐13859785788
机票 护照签证 酒店预订
旅游 南海进香 热线968114
富贵路11-19号
伟达大厦总部一楼

南海汽车动车飞机天天出发，
国内国外飞机票特价，国内外
旅游，出国签证，组织学生春
游，全年员工奖励旅游
八七路8301222283012666
香江路门市
8873488827177777

清凉一夏白水洋二日特价
398元；
上海苏州杭州西塘单飞单动
四日游999元；
晋江香港往返机票660(含
税)83676123

高价
回收各种布料●服装
13600790609

针车
高价回收服装厂针车设备
13859792818

公司
收库存服装15659883706

收购
布料服装辅料13959966778

布料●服装●辅料●拉链
胶袋●织带●棉纱●松紧带
五金●铜扣●橡筋●化纤布
手提袋等一切库存
13626059766陈

女92年看店88593178
刘大妈婚介真诚服务
88720836

兹有江西省宜春市奉新
县干洲镇洪川村余志不慎遗
失C1驾驶证，号码：
362226198611160615，特此声
明作废。

兹有晋江市龙湖镇钞厝
村施江艺不慎遗失第二代身
份证，号码：
350582198411125018，特此声
明作废。

兹有石狮市宏顺通交通
发展有限公司不慎遗失公章，
特此声明作废。

兹有福建省浦城县管厝
乡岩步村余金林不慎遗失第
二代身份证，号码：
350722198906065015，特此声
明作废。

空调
专业维修 拆装83862288

联顺
维修拆装、清洗消毒加液等
88690361

维修
空调清洗加液88888854

经营春兰、松下、格力、杨子空
调。承接家用商用中央空调
德西森立除湿机、立升净水器
总代理88581859衍沛电器

白蚁
●朝明白蚁行抓蚁巢治根
88792556

春兰空调：南洋路1104号

星火科技培训学校

中国国旅 耀兴航空中小学生夏令营开团了

圆梦服装淘宝学校

学设计到海阔

家政服务

遗失声明

婚介服务

销售

空调
高价收布13626059766

二手市场

环球旅行社

伟达航空 南方旅行社

新淘淘居幼儿园

旅游

假日国旅

龙腾电子商务培训中心

博文第二幼儿园

培训

晋江职校成人大专招生

新生代研发中心
2013石狮夏季大型招聘会

诚聘女话务员、暑假工

人才市场

信息量大 低投入 高效率

分类广告
地址：八七路1582号（工商银行总行斜对面）

版块类:规格为
4.2cmX3cm每次100元
8.5cmX3cm每次200元

文字类:
五次以内每字1.5元
五次以上每字1.2元
十次以上每字1元
标题每字4元
套红另加收25%,指定位置另加收20%;所有的分类
广告标题两字起刊登,内容中的标点符号不能省略;
固定电话、泉灵通算四个字,手机算六个字。
注:所有广告需刊前付款

连续刊登3次送1次,刊登5
次送2次,刊登10次送5次,
刊登20次送10次。

为方便客户刊登广告，本报现已开通汇款账号，分类广告（含二手房）客
户可通过电话、传真等发送广告内容，与本报工作人员确认刊登时间、
次数及费用后，客户可通过网银或附近银行网点汇款至本账号，确认到
款后即可安排刊登。（客户需将公司和个人有效证件传真至本报）。
汇款账号：1408019801103658469 中国工商银行
传真：88796808 服务热线：88795808（上门服务预约）
分类广告客户应提供公司或个人有效证件

石狮食宿热线
刊登价格：包月500元/30天 规格：1.5cmX4.2cm

承接外办●内接喜宴 电话：8388336883883389
一心素食馆●崇尚素食

石狮市建德一期B幢103-105（荣誉酒店后面）

石狮市远达五金公司
小货车司机（持上岗
证），搬运工，普工。
13905059758

石狮协亿服饰
招聘：翻译1名，理单员1
名，打版师傅1名。
地址：石狮市仑后加油站旁
联系人：谷女士
电话：15905088716

法国卡斯特葡萄酒
法国卡斯特原瓶进口高级
葡萄酒，高薪招聘营销人员
多名，平均月收入5000元
以上。另聘：兼职营销员数
名，有客户资源者优先。
电话：15259520008谢燕

万鑫隆布业诚聘
@布行内业
1、做事认真谨慎 性格开朗外
向 积极好学。
2、本专业为纺织工程或染整
工程专业，或者有相应排布经
验的优先。联系人：王小姐
15905988886

好百年家居建材城招商
项目：卫浴、厨柜、木地板、整
体衣柜、灯具、智能、设计公
司。招聘：营业员、司机、安
装工。电话：13905972095
地址：石狮子芳路中段

诚聘
①服装打版
②裁床承包③跟单
④大烫⑤质检
电话：8366877718900330188

高薪诚聘
仓库助理、普工、急
跟单、后整承包、品
检（从品检到入库）。
电话：13859785501

东来东往招聘
电脑平车工数名，
后道打包一名。
18659723897

高薪急聘
食品店本地女店员多
名、业务员多名、配货员
2名、财务1名、小货车
司机1名：有经验优先，
工资优厚，包食宿。
电话：18965792890

闽通速运.com
闽通快运福建省内全线，速运快
递全国及港澳台，诚聘：会计主
管1名，省内驾驶员数名，快递
业务员数名，营销主管1名。
8889998988550699
地址：灵秀中英文学校对面货场

万里香食品
诚聘行政主管、仓管、
车间主任、文员、司机
电话：88702718

13305066823

澳蒂仕�邦威
童装、靓仔装设计师2名（独立开
发能力，熟悉欧美风格），打版推
版2名，有操作阿里巴巴经验的
会计（女性）1名，流水组带工人
（提成）。电话：15905013888
地址：服装城健健科技园1期B幢三楼

晶鑫服饰诚聘
电脑打版师、外贸业务经理、业
务理单、设计师，负责品牌生产
的品质主管，车间主任，组长
（带工人优先），会计，样衣工。
联系电话：15659885666夏先生

招聘
兹因公司业务需要，招有经验
跟单，店员，翻译，服装设计。
另长期有国内外订单外发，棉
衣、运动套服、买单方式。
公司地址：服装城、九二路
如有意者来电联系：
15396378275

猛童外贸童装
诚招：办公室行政文员，女，要求
有同职工作经验。设计师，要求
熟练欧美女童风格。车间流水，
整件组长，副裁，辅料仓管。
电话：13459596559许先生

美特好装饰公司诚聘
1、 设计师数名，
2、 行政管理数名
3、 业务精英数名

薪资面议 电话：
13625017821傅先生
13788813337

休闲六七服饰
样衣工、平车工、流水组长、男
女普工、后道助理、仓管助理、
生产厂长、跟单、质检、服装设
计师、生产助理、副裁、拉布、画
平面图、设计助理、清洁工。
电话:13808556222

诚聘
公司生产国内外靓仔男装系列，
招：品质主管1名，后道打扣承包
若干名，后道包装男普工若干名。
电话：18350581888
地址：石狮金盛路中段

石狮市2013年夏季大型人力资源公益招聘会

时间：2013年7月5日-6日
地点：石狮市新人力资源大厦二楼（新客运中心对面）
联系方式：1350508665688588700

暨大中专毕业生供需见面会
欢迎广大求职者前来参加

自然门学校
2013年秋季招生成才热线：
88892209 13505988925
25年办学史，学校秉承

“诚信好学，自然宽和”的校训
和“立人先立德，成才先成人”
的教育理念，是一所集中小学
于一体，学级齐全，文武教学
兼备的全日制寄宿学校。现
向全国招收中小学各年级部
分新生含暑假班学员，按报名
先后顺序录取，额满为止。

全国语文教学示范校 石狮市邮政局诚聘
因业务发展需要,即日起面向社会诚聘:1、邮政储蓄营业员,招聘条件:大专及以
上学历、年龄25周岁以下、具有一定的揽储能力、具有经济或金融相关专业学
历者优先考虑;2、邮政营业员,招聘条件:大专及以上学历、年龄25周岁以下、具
备较强的语言表达能力、沟通协调能力;3、报刊投递员,招聘条件:年龄30周岁
以下、高中及以上学历、有摩托车驾驶证并能自备摩托车者优先考虑。
报名方式:携带个人简历、身份证、学历证书和相关证件原件及复印件、个人近
照1张前往报名,地址:石狮市九二路邮局八楼综合办公室,电话:8888298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