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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方块面积：2.5cm×2cm

●标准价格：

10次以下，50元/每方块；

10次以上，4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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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客户需带本人或单位有效证件

办 理刊登事宜，广告需刊前付款。

欢迎石狮各房产中介公司前来洽谈合作事宜石狮日报�房产超市
为方便客户刊登广告，本报现已开通汇款账号，房产超市客户可通过电话、传真等发送广告
内容，与本报工作人员确认刊登日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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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12261408009018213 中国工商银行 （服务热线：88795808）

独立围墙厂房出租
宝盖科技园大帝对
面，2437m2，水电齐
全带电梯，公路边。
15359057030
88708004

写字楼厂房招租
学府路健健威斯登边，新装
修带电梯正大路口，2至5楼
4层共1900平方，一楼店面9
间可分租18016532256

标准厂房出租
灵秀工业园厂房1-6层7000

多m2，宿舍2-6层6000多m2。

可分租。13625962288老蔡

厂房出租
华山老收费站时代商
务中心隔壁约3000平
方带电梯13599289799

厂房出租
金星路边厂房3300m2

左右，1到7楼出租。
金林路118-200号，
2间店面1-4楼出租
13959987008

出 租
子芳路447-453号四
间店面连二三四楼
共1000m2；另边楼三
楼 1100m2，均 可 分
租。13905082365

出售
石狮府东 1
号沿街旺店
出售，160平
13805985113

出 售
石狮宝盖镇威斯登
边，新天地广场店面
3间1至6楼1200
平方18016532256

求购套房
镇中路二期12号楼
A或B梯，01单元套
房13665996666

幢楼出售
石狮洋下辅料市场，
店面 6间 1-5层出
售。证件齐全，价格
面议，中介勿扰。
13905962339

仓库招租
现有位于石狮南环路秀山路口标
准仓库出租，面积约1600m2，配备
齐全，交通便利，有意者电话联系：
13799485678庄先生

幢楼店面出售
石狮八七路沿街
店面88平方，整
幢楼八层600多
平方，两证齐全
18965651288

石泉路旧收费站
边3-5楼出租，适
合做写字楼、网
店、公司，每层
430m2，设 有 电
梯。13860775999

店面套房租或售
大北环希尼亚旁：
店面6500元/M2，套
房3000/M2证齐。小
区环境个人开发
15259526499

招租
石狮服装城
风味小吃街
15860933188

出租
宝盖科技园香江
路边6间店面，另
二楼厂房1400平
方米，（办公或仓
库）13859788555

转让

旺铺
印花厂转让

晋江西滨镇菜市场
边 2-5楼 3500m2，
台面600多米，片
印机1台，设备齐
全。13559068122

招租
狮城大道石狮八
中大门正对面一
楼350平方，租用
仓库，厂房，电话：
13505028888
王先生

标准厂房出租
石狮市宝盖科技园金质大厦伊妮
斯服饰。厂房约6000平方米，宿
舍约3500平方米。电梯及水电
齐全，交通便利。13799223688

厂房平车出租
长途车站附近
3000m2厂 房 带
250部平车对外
出租，提供订单。
13805911314

厂房出租
石狮市锦尚工业区

集控区整幢出租

2300m2左 右 。 电

话 ：15375781030

15905928966

厂房出租
二楼厂房出租，面
积1830多平方，带
宿舍带电梯，地址：
石狮新法院对面
13959922998

房屋出售
濠江丽景4
号 楼 C梯
302房
15060601936

招租
石狮新法院斜
对面秀山工业
区九楼700m2招
租（带电梯）。
88834616董先生

售：13599281112
世纪豪园楼中楼
看鸳鸯池5000元/m2

九二东段幢楼2间
洋下幢楼5间

幢楼、店面、别墅出售
建明酒店后面3间6.5层1550平方
金盛路金盛酒店边店面6间6层
香江路前后店面2间7层1070平方
畔山云海独幢别墅680平方共2幢
15860532777何生

综 合 厂 房套房
厂房招租

石狮市嘉禄路边一
至五层双楼梯厂房
2000平方左右
13905082671业主

厂房出租
鸿山镇工业区服装
厂房出租，带设备，
五层每层1500m2，
可分租，有生活设
施13959889958

厂房出租
永宁塔石工业区厂

房，钢结构3000平

方，一楼，层高6米以

上。13905072830

厂房出租
五星创业路有厂
房，宿舍共3100
平方，可做厂房，
写字及办公楼。
13905061307

出售
石狮金汇花园边
3房2厅6楼双证
新装修，带电梯
13788822262

招租
湖东一路127号（湖
滨派出所后面）三房
一厅100平米，只租
500元/月。电话：
13328566620

房屋招租
位于石狮德辉广场对面杨园
宝塔路 37号，2-4层630m2。
红日路25号2-4层1180m2。
13506935537杨先生

房屋出租
步行街附小旁
二楼约 200平
方米。电话：
13365975300

整栋出租
美食街8间店面
1-6层，3300m2出
租；林边老人会附
近 1-5层 1100m2

出租18350589333

招租
石泉路富安壹号，
2间店面1-6楼，
650m2可做写字
楼，厂房，可分租
13799221655蔡

招租
幢楼出租2至7层，
在宝岛路庵前段与
长宁路交界，计
970m2左右，可作厂
房 或 写 字 楼
13905061155

招聘
有经验商务男装打版师1名

18159515537

布行诚聘
业务员：本地有经验优先

13506932890

诚聘
服装平车工或带组承包

18060077300

五金厂
会计，开票15860553888

伍堡染厂诚聘
化验室打样员、定型中车、业
务18259589798

招聘
宝丽达印花公司招业务员一
名，匹装走板工数名。
电话：18250626999

诚聘
高薪招聘广告业务员5名
13205057288 15880801100

万美诚聘
5年经验国内童装设计师
15259521212

双保龄服饰
诚聘车间主管（整件带工人）
13905061069

诚聘
本地摩托车送货13905061208

布行
会计，文员（本地）年龄17-22
岁，外派会计，外派文员
18759581456

碧端家居广场招聘
本地营业员，女数名（底薪+抽
成）；业务员数名（有经验者优
先）。联系人：陈经理
15306973881

零基础 学会计
包学会 包就业
2015会计证火热报名中
详询83662296
濠江路假日国旅五楼
www.hfcwzx.com

安信地板：中国高端实木地板
领导者 电话：88800027
长堤墙纸：美国约克壁纸专卖
电话：88660110

九华山大愿文化园双飞3日

游

3月每天发团

日本大阪名古屋五日游特价

4180元每周六发团

假日濠江路：83973999

假日九二路：88766389

泰国6日游、韩国6日游

日本6日游、印尼巴厘6日游

美国加拿大15日游、澳大利

亚新西兰12日游，世界各国

签证

国内国外飞机票、南海三日汽

车动车天天发

九华山、五台山

环球八七路：

83012222-83012666，

环球宝岛中路：

83935888-27177777

空调
移机 清洗 加液
13879784320

收购
布料●服装●辅料
13959966778

高价
收购布料，辅料，服装
13774880458

收购
库存服装，布料
13505979695

转让
横、直裁捆条机，曲牙机
88884395

高价
收购服装●布料
13860789917

布料★花边★松紧带★胶袋
无纺布手提袋★织带★铜扣
合金★铜拉链
等清仓货库存★布料★服装
晓傅132908636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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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长年高价收▲布料▲服装
辅料▲纯棉布▲拉链▲胶带
涤纶布▲合金扣▲化纤布
铜扣▲棉纱▲线等
13960487888傅生

服装★布料★织带★花边
橡筋★拉链★衣车★合金
铜扣★铜拉链★手袋料
胶袋★线等存货
18960456866

疏通
88662933

刘大妈婚介真诚服务
88720835
女91年重庆88593178

销售

安信地板、长堤墙纸

高价收布13960487888

现金收布88660049恒丰会计培训

水舞功夫R
奶茶

诚招各省市加盟商;
顺招店员数名。
电话:13559528567

人才市场

服务热线：88795808（上门服务预约）
为方便客户刊登广告，本报现已开通汇款账号，分类广告客户可通过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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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汇款账号：6212261408009018213 中国工商银行

信息量大 低投入 高效率

分类广告
分类广告客户应提供公司或个人有效证件

版块类:规格为
4.2cm�3cm每次100元
8.5cm�3cm每次200元

文字类:
标题每字4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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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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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江大酒店高薪诚聘
KTV:公关经理(女)、营销经理(女)、主
管、领班、吧台领班、吧员、传菜员、服务
员;客房部:楼层领班、前厅领班、收银
员、服务员;工程部:空调工、电工(空调
维修,也可承包);保安部:队员(退伍军人
加薪100元);满半年享受工龄工资,年终
奖金享受十三薪,提供住宿。员工食堂
对外招租,设备齐全,价格面谈。
电话:8850366615985948212管小姐

休闲裤诚聘
现已进入生产旺季,工价高,单量
大,现拓招生产厂长,车间主任,车
间各道车工,验收,专机,带组组
长,腰面承包,裁床承包。业务经
理,理单,品管,司机(本地优先)
1575989155115359050317

招聘英才
经理助理、部门主管、客服经理,
底薪5000元+抽成,双休日,有保
险。要求:大专、本科学历,年龄
23—40岁,曾任或现任教师、医
生、财务人员、公务员,择优录取。
人事经理:13599798811

动感一族诚聘
后道助理、服装设
计、文员5名、行政、
总检、营销、成品仓、
辅料仓、跟单。
13959889983

诚聘
本公司主营男装水洗休
闲裤。诚聘:采购理单
员、办公文员、样衣工。
1590607211183101608

金羽织造
本公司织造各种针织布
料,诚聘:1、大圆盘机档车
工(单双面氨纶、毛圈)。
2、生产带班。3、验布员。
标准厂房、待遇从优!
电话:13559586878

空调

旅游

假日国旅

环球国际旅行社

婚介服务

高价收布13348506999

二手市场 家政服务
高价收布13626059766

培训

体坛动态

萨尔曼连任亚足联主席
张吉龙续任副主席

亚足联代表大会4月30日在巴林首都麦纳麦

举行。现任亚足联主席萨尔曼竞选连任成功，现亚

足联第一副主席、中国足协副主席张吉龙继续担任

亚足联副主席一职。张吉龙表示，再次获得亚足联

会员协会认同，特别是东亚足联的认同，继续当选

亚足联副主席，深感自己身上的责任更加重大，自

己要为亚洲足球提高与发展尽力，更要为中国足球

如何融入亚洲环境、提高与发展而努力。 （新华）

军营真人秀《真正男子汉》几经波折终开播

看六明星如何蜕变成“真正的男人”
大型国防教育特别节目《真正

男子汉》5月1日晚10点在湖南卫

视首播，张丰毅、郭晓东、王宝强、

袁弘、杜海涛、刘昊然6位明星嘉宾

将以“新兵”的身份走进军营，穿上

军装，接受严苛的军事训练，为观

众带来一段激情澎湃的军营之旅。

《真正男子汉》版权引自韩国

真人秀《真正的男人》，由八一电影

制片厂和湖南卫视联合推出。节

目在解放军总政治部指定的许昌、

漯河、南阳等地部队军营实地拍

摄，参与节目的明星与当地官兵同

吃同住同演练，节目组在拍摄中几

乎不进行干涉，军营中发生的任何

情况都由普通士兵和教官根据部

队条令条例和一

日生活制度处理。

为了全程全

景真实记录下 6

位“新兵”的成长

进化历程，《真正男

子汉》动用了200

人的拍摄团队、94

台摄像机、30个跟

拍机位，进行24小

时不间断地记录拍

摄，再加上在娱乐

节目中极少运用的超高速摄像器材

等特种设备，连子弹出膛的运行轨迹

观众都可以看得一清二楚。

在首期节目中，6位明星将进

入新兵连接受为期三天的新兵训

练，一进入军营他们就面对严肃无

情的连长和教官，站军姿、快速集

合、整理行囊……一切都要在几秒

钟之内完成，仅仅是侧着头笑了一

下，张丰毅就被小自己40岁的连

长当面训斥。郭晓东在经历了第

一天的训练后，因为曾经的肩伤复

发，在经历了第一天的体能测试和

常规训练后就已体力不支。王宝

强作为电视剧中的“兵王”，在真正

当新兵时却状况百出，射击训练吃

了“鸭蛋”，深夜拉练少跑一圈导致

全连罚跑。而袁弘执拗的性格让

他成为新兵中的“刺儿头”，屡次顶

撞教官，被训斥为“没有驯服的野

马”。记者在提前看片时，起初抱

着看一部“主旋律”的军事教育片

的心态，但节目中既有笑点，也有

泪点，明星们真实的训练过程将观

众一下带进了热血激昂、充满阳刚

之气的军旅生活中，在表现明星的

成长蜕变过程时，也展示了中国一

线作战部队的英雄风采。

《真正男子汉》的播出经历了

一些波折，在漯河录制节目时，王

宝强发生意外遭遇骨折，让节目的

拍摄蒙上一层阴影。而原本作为

接档《我是歌手》播出的《真正男子

汉》，又因种种原因一再延后播

出。不过从另一面来看，上月包括

《奔跑吧兄弟2》、《前往世界的尽

头》等明星真人秀扎堆周五开播，

《真正男子汉》首播避开了这轮

荧屏竞争，让观众更抱有期待

感。 （据北京晚报）

→5月 1
日，刘诗雯在
比赛中回球。
当日，在苏州
举行的第53届
世界乒乓球锦
标赛女子单打
四分之一决赛
中，中国选手刘
诗雯以4比1战
胜中国选手朱
雨玲，晋级半
决赛。（新华）

张丰毅
王宝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