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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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套 房
幢楼出租

建明大酒店边1-6
楼1900平方（带电
梯），每层400平方，
一楼有2间店面出
入13338578265蔡

专业仓库出租

服装城附近

13328898999
招租

石狮仑后加油
站旁边带电梯
幢楼出租，面
积4150平方，
18965793199

厂房出租
石灵路佳成大厦
3-7 楼 每 层
1500m2，配套宿舍
货梯等。蔡先生
13905062668

厂房招租
石狮坑东工业区厂房

一 层 3200m2，宿 舍

1300m2，仓库1100m2，

交通方便，配套齐全

13799227066

整幢急售
低价急售，新法院对
面，3间店面（1-16
层共3636平方）
电话：13799561222

招租
尊贵国际写字楼厂
房招租。地址：石狮
市灵秀镇华山村委
会旁 15960796111
许先生

招租
石蚶大路，厂房
5500m2， 宿 舍
1450m2，带电梯，
大货柜直达，可分
租。18750553333

独立围墙厂房出租
蚶江新天地购物广
场标准厂房1-6层
5500m2，带电梯，可
分租13799581767

个人别墅出售
大北环明珠湾花园
稀缺别墅出售。占
地：1380m2，建筑面
积：1300m2，价优。
15259526499

套房出租
石狮市南环路鼎
盛公园（金海花
园），联系电话：
15980091588
13380156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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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旺铺

招租
龙湖苏坑铁皮房
1800m2，可做仓库
或厂房，带宿舍，
可分租，交通便
利 ，24小 时 保
安。18606953358

招租
石狮服装城
风味小吃街
15860933188

出 租
写 字 楼 厂 房
鸳鸯池奋发大
厦13506032229

招租
宝盖科技园警
务室对面3000
多平方米出租
13788810103

厂房出租
北环路港塘段公
路边五楼一层厂
房1200平方米出
租。陈先生：
15259413456

店面招租
八七路星都
大酒店旁，
两间100m2

13905959965
138059886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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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有房屋出租

石狮市国有房产招租公告
受委托，拟就以下标的广泛征集
承租方，现公告如下：标的1：石狮
市民生路445店面及西边二楼443
号，挂牌价114000元/年；标的2：
石狮市八七路店面1097号（原新
世纪影城），挂牌价51000元/年。
具体的交易方式、时间、地点及竞
价规则等详见本中心网站：http://
www.qzcq0595.com/ss/。
报名联系人：李女士、蔡先生；
联系电话：0595-83051236。

石狮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
2015年5月15日

厂房综合
招租

晋江新塘沙塘万
丰盛超市附近有
8000m2厂 房 及
2000m2写字楼，
也可分租。
18759556636蔡

写字楼出租
南洋路汇龙商厦
写字楼300m2，精
装带电梯，办公
设备齐全。
13599983675

出租
1，九二路东段蚶
江镇政府宿舍楼
三房两厅；2，兴
进豪园三房两厅
18250625758

套房售或租
濠江丽景4号楼
C梯302室或售
或租。电话：
15060601936

套房出租
石狮市服装城鼎
盛公寓三房一
厅，家具齐全。
13905061330
13959801122

金丘精装162m278万
建德新装140m282万
兴进174m2仅90万
13960216008吴

嘉鑫推荐精装房
富贵公馆143m2仅5380元/m2

濠江国际142m2仅5980元/m2

建德二期137m2仅6159元/m2

濠江丽景140m2仅4600元/m2

159-5989-3395

诚聘
有经验男装运动平面设计师，

样衣工，业务助理

15559131666

莉莎妇幼用品
诚聘本地女会计13799883377

布行诚聘
搬运、剪样、检验员各一名

13600785223

绣花
百灵达绣花工13905072268

巴啦岛
针织服装验收13805988519

摩天轮诚聘
后道仓管，助理，验收

跟单，发货13788807328

诚聘
货车司机，摩托送货

88992350

恒顺
电器城诚聘女性导购员

（18-45岁），四轮送货员（本

地户籍）13906992429蔡

诚聘
男装样衣工，仓管，跟单，
普工13808505583

布行诚聘
有经验女店员、司机
13805987716

诚聘
文员，保姆13295055855

鹏芳制衣
招聘文员，外贸助理（会英
文），跟单，童装样衣工
13906994868

诚聘
注塑领班1名18859598222

诚聘
面包车司机1名
13489329754刘小姐

诚聘
商务男装样衣工、烫工
88677484

国内童装
诚招男女童设计各1名：三年
以上经验13505984666

艾尚数码
前台会计，销售员，技术员
18659705888

锦昌
商务休闲打版师
五年经验 13905062808

童文化诚聘
聘资深内账会计1名（外派浙

江）15860508666张

诚聘
市区诊所聘请护士药剂员

18050896555

诚聘
外贸服装店招店长，店员底

薪+提成 电话13960246668

双保龄服饰
诚聘车间主管（整件带工人）

13905061069

培训
卤料、烧烤、串串香

13788818856

老板娘财务管理班

老板必备财务及法律知识

5月18日首班

两人同行，一人免单

咨询：83662296

濠江路假日国旅5楼

10年办学老品牌就业率100%
首创理论+实践教学模式
开设服装设计打版；
淘宝美工运营
13675930035QQ112933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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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机票 护照 签证 酒店预订
旅游 南海进香
热线88873666 88873999
富贵路11-19号（濠江海鲜
酒楼内侧）伟达大厦总部一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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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桂林双飞四日1400元，
太原五台山双飞四日2480
元，办理签证酒店过关等业
务，招机票旅游计调
8367612383675123

收购
布料●服装●辅料
13959966778

高价
收购布料，辅料，服装
13774880458

收购
大量收购库存服装
0595-24965678

收购
库存服装，布料
135059796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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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长期收购各种布料●辅料
拉链●胶袋●织带●松紧带
棉纱●五金●铜扣●化纤布
等一切清仓库存货
88626617小傅

空调
维修空调 清洗加液 拆装
移位等88690361

经营春兰、松下、格力、杨子空
调。
承接家用商用中央空调
除湿机、净水器、空气能热水
器代理。
88581859衍沛电器

国平
代办营业执照，记账，年检
商标注册15392102168

征婚交友88783148

兹有石狮市兄妹理发店
不慎遗失卫生许可证，证号：
狮卫公字（2013）-128号，特
此声明作废。

兹有王明旭不慎遗失道
路运输证，号码：
350581006425，车牌号：
闽C68753，特此声明作废。

兹有海兴材料科技有限
公司不慎遗失石狮市地方税
务局鸿山分局代开的建筑业
统一发票（代开）发票联，号
码：00124290，发票代码：
235000922020，特此声明作
废。

兹有石狮市宏博电脑耗
材店不慎遗失国税税务登记
证正副本，号码：
350581L03372347，特此声明
作废。

兹有张惠玲不慎遗失家
用电子产品维修证，号码：
1013001077400312，发证日
期：2010年12月30日，特此声
明作废。

兹有福建省永春县湖洋
镇石厝村118号邓文山不慎
遗失身份证，号码:
350525198710286236，特此声
明作废。

兹有石狮市煌兴通讯器
材店不慎遗失税务登记证正
本，号码：泉石国税字
350581L42023932号，特此声
明作废。

兹有泉州揽盛商贸有限
公司不慎遗失石狮市国家税
务局2015年3月25日核发的
税务登记证正、副本，纳税人
识别号：350581315721793，特
此声明作废。

兹有胡文斌不慎遗失临
时税务登记证正、副本，纳税
人识别号：
352229198206042014，特此声
明作废。

春兰空调：狮标达狮雄商住区

空调

服务

遗失声明

婚介服务

耀兴航空中国国旅

高价收布13960344666

自由风度技能培训学校

伟达航空 南方旅行社

环球国际旅行社

旅游

假日国旅

二手市场

高价收布13626059766

恒丰会计培训

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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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子岁服饰诚聘
后道主管,设计助理,跟
单,样衣工,开单员,车
间组长,剪样,普工。
地址:旦厝路口。
电话:151060052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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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诚德服饰
诚聘后道主管、质
检员、电脑平车工
15159566777
(出纳兼店员
13805913678)

凯鑫凯烨服饰
外贸业务员多名、后
道主管、锁边工。
电话:13808556222

欧冠半决赛卫冕冠军皇马被逼平出局

尤文巴塞罗那6月6日决雌雄
据新华社马德里5月13日

电 欧冠半决赛第二回合13日

结束，卫冕冠军皇家马德里在伯

纳乌球场被意大利球队尤文图

斯1：1逼平，以两回合2：3的总

比分被后者淘汰，无缘决赛。6

月6日，尤文图斯将与巴塞罗那

在德国柏林上演巅峰对决。

首回合客场1：2落败的皇

马需要一场胜利方能晋级。克�
罗纳尔多上半时的点球帮助皇

马占得先机。但此后大好局面

在握的“白衣军团”却屡屡浪费

扩大比分的良机，并在下半场被

尤文图斯抓住不多的进攻机会

扳平。旧将莫拉塔两回合的两

个进球让皇马继2003－2004赛

季欧冠被莫里恩特斯效力的摩

纳哥淘汰后，再一次尝到了被自

己抛弃的球员反戈一击的滋

味。尤文图斯则自2002-2003

赛季后首次回到欧冠决赛场。

开场后皇马积极发动攻势，

贝尔、本泽马和克�罗纳尔多轮番
考验布冯把守的大门。第23分

钟，罗德里格斯带球突入禁区被

基耶利尼撞倒，裁判判罚点球，上

周末在联赛争霸关键时刻曾罚丢

点球的克�罗纳尔多再次操刀，打
中路轻松命中，这也是他本赛季

在欧冠赛场上的第10粒进球。

上半时牢牢控制局面并暂

时领先比分的皇马在下半时开

始后逐渐放松了防备，但第57

分钟，他们终于因为多次浪费机

会而受到了惩罚。尤文图斯开

出任意球，卡西利亚斯将球击至

外围，埃弗拉重新吊入禁区，博

格巴头球摆渡中路，出自皇马青

训营卡斯蒂亚的西班牙前锋莫

拉塔在点球点附近胸部停球后

起脚垫射入网，将比分扳为1：1。

重新陷入危机的皇马试图

组织反扑，但在急于进球的压力

和对手强悍的防守下却迟迟难

以将攻势转化为胜势。尤文图

斯将平局保持到了终场，并成功

拿到了一张决赛的入场券，这也

是“斑马军团”历史上第8次进

入欧冠决赛。

▲13日，尤文图斯队球员庆祝进球

戛纳电影节开幕
两华人角逐电影金棕榈奖
第68届戛纳国际电

影节13日晚在法国南部

海滨城市戛纳拉开帷

幕。法国女导演艾玛纽

埃勒�贝尔克作品《高昂
的头》作为开幕影片，在

简短的开幕仪式后进行

了放映。范冰冰、赵涛、

杨颖、张馨予、陈坤、黄

渤、夏雨等中国演员也出

席了开幕盛典。

根据电影节组委会

公布的数据，本届电影节

共收到报名影片超过

1850部，最终50余部作品

被选中，其中19部入围电

影节主竞赛单元。中国大陆导演贾樟柯作品《山

河故人》以及中国台湾导演侯孝贤作品《聂隐娘》

将参与今年最佳影片金棕榈奖的角逐。

第68届戛纳国际电影节将持续至24日。享誉

世界影坛的美国著名电影人科恩兄弟将带领其他7

位评委共同决定电影节最高奖金棕榈奖的归属。

上图为Angelababy出席电影节开幕式 （新华）

体坛动态

中国队零封德国队
杀进苏杯四强

在14日晚进行的2015年苏

迪曼杯羽毛球混合团体锦标赛

四分之一决赛中，中国队3：0横

扫德国队，成为第一支晋级四强

的球队。半决赛中国队的对手

将是印度尼西亚队和中华台北

队之间的胜者。 （新华）

皇马否认
与恒大合办足球分校

近日西班牙媒体报道皇马

俱乐部与恒大足球学校合作违

规开设海外分校被调查，皇马俱

乐部14日发表官方回应称恒大

足校西班牙分校与皇马没有关

系。恒大足校相关人士表示，皇

马的声明很到位，恒大足校西班

牙分校与皇马俱乐部没有关系，

恒大足校今后的海外分校也不会

依附于任何俱乐部，不存在违反

国际足联规定的情况。 （新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