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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话：86892009

分类生活

电话：86898110

86892009

永兴专业保洁
电话：
86870690

电话：
86668555

承接:豪华大巴包车(33 座 45 座 53
座)，商务包车，婚庆用车，自驾租车等
联系电话：86364166 18861035999

遥控复制。
82182182

舒仙家政服务

家政、保洁、房产中介，月嫂等

他她开锁

电话：13505122841

指纹锁、
换锁、
修锁
电话：
86054110

优优专业保洁

博丰空调服务

电话：
13912196902

电话：
15961058678

合家乐搬家
电话：13405526044

洁立净专业清洗

等。13961016092

诚然会计 代理记账

小八开锁

电话：13852865222 86553953
微信公众号：cyb13852865222
地址：江州北路79号众星院内101-102室

豪宅装饰，货真价实

回收新、旧硬质合
金，
钻头，
丝锥。

13901422551微信同号李先生

变压器、配电柜、电缆、电机、
焊机、中频炉、中央空调、制冷
设备，铜、铝、铅、锡，不锈钢及
仓库积压物资。

电话：
15189962708

房屋信息

来斯奥集成吊顶(泰州代理)
电话：
15052802318

电话：
18994740888 85650999
地点：
东进西路28号新富春大酒店
二楼205-208室

红 娘 婚 介
专业婚介 非诚勿扰
地址：鼓楼大桥桥南向东 50 米
咨询热线：86218088

交广二手车

常年高价收购各类二手车
微信公众号搜索“交广申老师”
溱湖绿洲马术俱乐部马术教学
寄养出售各种纯血马匹
申老师热线：13083589999

精样参照，水电包终生
电话：
13040125066

招路面停车收费员

安居邦指纹锁

从事路面停车泊位收费服务，需简单
识字，会智能手机应用。工作地点：江
州路，待遇 2000-3000 元，各种班次
可供选择。
电话：13815950586 卞女士

另招经销商 太阳广场B-30
电话：15161010528

高价回收

建国门业

做修电动卷帘门、
感应门、
防
火门、
伸缩门，
专配各种电动
门遥控器。
电话:13961089501

主营：

化学试剂 实验仪器、
耗材 玻璃仪器
教学仪器 污水处理药剂

集成吊顶

代理记账、
办税、
注册公司、
财税咨询

旧物回收

电话：
15295200378

大拇指家政

地址：
海阳西路 279 号（城市之
光西侧50米）
电话：15152605439

泰州市恒泰器化玻有限公司

旋转门、快速卷门、指纹门禁、医用门、肯德基门。
电话：
13952612351

办税
宝信会计 代理记账、
代办公司注册

固家防火材料

开锁、
修锁、
换锁芯。
电话：
18861039266

清洗油烟机、空调

保洁、保姆、月嫂、钟点工、护工

商贸信息

承接空调安装、维修、移机、二
手空调回收、
销售等业务。
电话：
13405523687
15850867515 刘师傅

爱家家政保洁

自动感应门

泰州荣华租车公司

捷通开锁

14

地址：鼓楼南路 318 号泰州报业传媒集团西门 QQ 传稿 银行付款 足不出户 QQ：872915668

汽车租赁

喜洋洋搬家

家政维修

分类信息

竭诚为各个领域单位和个人组建、
配套实验室、化验室及生产需要。
电话：86338186 86311036 13905263689 地址：泰州市凤城国际24-117号

疏通下水道
电话：
85681646

专业疏通下水道、钻孔、改装
独立、下水管道、高压清洗管
道、窨井，并清理化粪池、抽
粪等。 电话：17712921678

小吉殡葬服务

专业承接殡葬一条龙服务及系列商品。
电话：13196909926
地址：西门桥东25米泰山公园对面

小周日夜殡葬服务
寿衣、穿衣服务。出院、担架车辆接送，一
条龙服务，随叫随到。15062990890

疏通下水道 钻墙孔 姜堰天缘婚姻介绍所
电话：
15951165703

姜 堰 区 振 兴 中 路 150 号 附 13
号（中医院红绿灯向北 80 米）

电话：13376024927，15061046848

沙发维护

某女，34 岁，身高 160，未婚，硕士

翻新维修沙发
上门翻新各种皮布沙发、凳椅、包
床头、软包。
13382550340

研究生，靖江人，北京工作，有房有
车，诚心觅在北京工作或愿意去北
京工作的男士为伴。
某女，45 岁，初中文化，离婚有一
女，身高 164，挡车工，姜堰俞垛人。

钻孔疏通
专业疏通管道，
维修。
专业高
压清洁污水管道、
阴沟，
并清
理化粪池、
抽粪、
抽泥浆等。
电话：86848488

翻新订做沙发
翻新订做沙发、包床头、凳椅，墙面软包。专业甲醛检
测治理、家具贴膜、翻新、补漆。电话：13401244709

殡葬服务

泰州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产权交易信息
一、产权交易机构：
泰州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
二、(1)出租方：泰州市泰政交通运输有
限公司
出租标的：泰州市青年北路 103 号海阳
楼西侧综合体房屋出租项目
租期：5 年 面积：2100 平方米
(2)出租方：泰州广播电视台
出租标的：海陵区鼓楼路 407-10 号美

好上郡 13 号楼 101、201 商铺出租项目
租期：5 年 面积：316.14 平方米
（3）转让方：泰州市财政局行政事业资
产管理处
转让标的：一辆雅阁汽车处置项目
转让参考价：2.6 万元
（4）转让方：泰州市鑫鸿文化产业发展
有限公司
转让标的：一批机械设备处置项目

某女，48 岁，高中文化，离婚有一子，
身高162，财务会计，姜堰溱潼镇人。
某女，51 岁，初中文化，离婚有一
女，身高 160，营业员，兴化戴南人。
某女，54 岁，本科学历，离婚无负
担，身高 164，教师，姜堰城区人。

转让参考价：11 万元
（5）转让方：泰州市泰政交通运输有限
公司
转让标的：
“高港渡 3 号”船舶处置项目
转让参考价：105.91 万元
三、有关意向受让方应具备的条件、报
名所需材料及更详细的情况，近期请关注泰
州 市 公 共 资 源 交 易 网（http://zwfw.taizhou.gov.cn/ggzy/）。以上信息为交易预
告或交易公告信息，若与网站有出入时，以
网站信息为准。

莲花二区269平米，5+6层，朝南汽
康桥水岸1+2复式叠加176平 售 茂业锦园 135.79 平，9 楼，
三房两厅两卫，另赠送 10
车库28平米，自行车库12平米，五 售 米高装，边套采光好，双学区，
平米，毛坯，售价 168 万免
室二厅，另有朝南阳光房10平米和露台，双 两间朝南汽车库各 30 平米，院 60 平
中介费。
学区，高装，268万。 电话：15061011888 米，售330万。 电话：13905264118 电话：18012197877 罗先生
金色渔港大酒店（莲花六区西南
莲花七区，4楼，4室2厅2卫，146平，
盛和花园 5+6 复式住房，140 平
茂业观园101㎡，34楼，3房2厅，紧
泰州泰山公园北 9-3 号楼
阳光充足。车库 租 上下单门独院，家电全，门 售 方米，车库 8.8 平方米，双学区，
转 营业中火锅店转让 租 角，大门朝西）现对外招租，上下 售 临凤城河的毛坯景观房，售价118.2 售 182万。三房朝南，
朝南，简装26平。靠近南门，车位宽
三层，面积约780平方米，豪华装
精装修，满五年，随时可过户，价
电话：15195555851
万，一次性付款92折，仅此一套免中介费。 松。满五非一，拎包入住。
前广场，拎包入住，价格面议。 格面议。急售！急售！急售！
修，
各项设施、
证照齐全，
接手即可经营。
范先生
电话:18912198695 汤
电话：15850873288
电话：13852685111
电话：13961049521 周女士
有意者请联系电话：13914400127
锦绣华庭稀缺多层4+5，130+75平米，
金鹰步行街唯一独栋商
新中医院对面七里香溪北
玉城茗墅叠墅
（3-5层）
，
280㎡，
独立
售 铺，紧靠横店电影城、华润 转 门营业中餐厅，超低价整 售 豪装，楼下3室2厅1卫1挂衣间，楼上2 售 电梯入户，高装，中央空调，带采暖，新 租 盛和花园 104 平米，三 售 碧桂园映月清泉苑110-2别墅，
251 平米，花园面积 170 平米，
苏果，
实用面积约 290 平米，
现经 体转让。
室1厅1卫1间南阳光房2个后大阳台，朝南汽
室一厅二卫，有车库。
风系统，5楼前后大露台+4楼1间阳
毛坯房，2014年办的房产证。
营亲子摄影。
电话：
15905269585
库33平米+自行车库19平米，268.8万。
光房，自有产权地下停车位 1 个+储藏间 1
电话：13357796961陈先生
电话：
15052808407
陈先生
电话：
13961039888
18961005077
电话：18952608008 严先生，谢绝中介。
间。 电话：13092200066 （非诚勿扰）
13365244513吕女士
寺巷镇中心有四层单独楼
迎春东路东方花园朝北商
药城大华精装公寓房，
51
恒景国际
149 平米，8 楼，
凤凰瑞景联体别墅
1+2+
莲花五区二楼
110
平米，
售 铺（现承租店名：陈记鸭血 售 2000 多 平 米 毛 坯 房 出 租 售
售 平米，一室一厅一卫，家电 售
售 三室两厅两卫，
精装，免中
3，
223+84
架空层，
院子
80
中装，
车库
20
平米，
非边
粉丝），面积约 110 平米，层高 5.6 可开宾馆，有手续，也可开其他
家具齐全。
介费。
平，
430万。
套，
位置佳，
采光好，
售
149
万，
免
店或办公，门口停车场大，租金
米，205 万。
电话：18951161355
电话：13961019046 吉先生
低。电话：
13382593666
电话:18652632000
电话:18018298337
中介费。电话：15061009757

商

铺

转

高港许庄街道中心汽车美
容店。美容产品、洗护、美
容设施、家具等齐全，客源
稳定，接手盈利。
电话：18961066104

● 遗 失 高 港 区 乾 元 日 用 百 货 商 店 税 务 登 记 证 正 本 ，税 号 ：
32102519630122842101，声明作废。
●遗失泰州旭照系统集成有限公司公章，
声明作废。
●遗失泰州市孔桥小学江苏省非税收入一般缴款书（泰州市）7
份，发票号码：
005264741，
005307072-005307077，
声明作废。
●遗失卞保栾的原江苏兴化农村合作银行股金证，股东账号：
3212815001702000316601，声明作废。
●遗失姚亚东于 2018 年 6 月 27 日在苏宁西坝口购买 vivo 手机
NEX8+256G 发票一张，订单号：DA00537667374，支付金额：
4998 元，声明作废。

住

房

售

●遗失泰州市嘉禾电子工程有限公司财务章、法人章，法人：曹
小青，声明作废。
●遗失泰州市海陵区多妮妮洗衣店海光分店营业执照正副本，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321202600027564，声明作废。
●遗失泰州市罡杨镇玉平车件厂开户许可证，开户行：中国农业
银行姜堰市罡杨分理处，
核准号：
J3132000573603，
声明作废。
●遗失夏旭南京师范大学泰州学院学生证，学号：07160838，声
明作废。
●遗失袁孙喜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泰州市分公司商
业 险 保 单 正 本 ，车 牌 号 ：苏 MQG633，保 单 号 ：

PDAA201832120000036073，印刷号：32001705714625，声明
作废。
●遗失泰州伟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公章，
声明作废。
●遗失兴化市周家酸菜鱼餐饮店食品经营许可证正副本，编号:
JY23212810021044，
声明作废。
●遗失浦诗婕南京师范大学泰州学院学生证，学号：05170116，
声明作废。
●遗失泰州市海陵区胖一胖干洗店公章，
声明作废。
●遗失张汝楠南京师范大学泰州学院学生证，学号：08170409，
声明作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