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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址：九江市沙子墩庐山路193号
诚招九江地区各县加盟商15107021602

上万份资料请来电或上门咨询……

兰老师 18370112061 QQ：863304969
竹老师 18370112062 QQ：22951734
梅老师 18370112060 QQ：8139859

节假日照常上班

会员90998陶先生，离异,43岁。身高1.78
米。喜欢看电视、健身。条件好,交通部门工
作。觅：有眼缘的女士。
会员96335陈先生，88年生，未婚，大专学
历，计算机工作，未婚，在九江有房，有稳定工
作。觅：一位相同年龄、美丽大方的未婚女
孩。

因酒店升级，现面向社会招聘：酒店策划
总监1名、行政总厨1名、营销经理3名、
收银员2名、服务员15名、传菜员8名、
水杂工6名，迎宾4名，薪资面议。
联系人：15870891088李经理

和味大酒店诚聘

电话0792-8132555 地址：滨江大道九江航道处正对面
领先汽车租赁

利 息 低 下 款 快 先 息 后 本
翼理财邀请码A0792jjs_ces002
30 天、90 天、180 天、360 天
收 益 0.7-1 分 ，本 息 保 障

翼企 信
车 房贷

电话：2160088 2191234
地址：市甘棠公园对面万家广场二楼

莲花洞森林公园欢迎你

电话：13907921735廖先生

莲花洞森林公园保存着结构复
杂，功能齐全的自然生态系统。
景区内气候凉爽宜人，蕴藏着极
其丰富的生物资源，水资源充足，
地貌独特，纯属天然净地！轻松
休闲的游步道，古雅的登山石阶，
原生态的植被是九江市民休闲、
养生、度假的最好去处。

8229333
喜洋洋搬家

搬公司、搬厂、专业搬
钢琴、空调拆装、起重、
长短途搬家。

叉车出租2-10t 搬家起步价：150元

专业搬钢琴
搬厂及公司
服 务 至 上

步步高搬家
8568887起步价：150 元

长途搬家，公司搬家，搬
钢琴、空调、家具拆装等

起步价：150

前进搬家
8582345

老
字
号

吊车、叉车出租

专业公司
搬家搬厂

起步价：150元空调家具拆装
吊车叉车出租

8220026
老字号平安搬家

长途搬家

13037277960

专业保洁
8993980

居家、企事业单位
保洁、地毯、外墙清洁

信
达
物
业

防水
维修

先修房，再防水，技术一流（屋
面、卫生间、外墙等疑难症状）
专业团队，工商注册，保三
年。13317925606

新款奥迪A6L 途观越野
新款君威 东本CRV

包年、包月更优惠

安
顺

汽车租赁

一店：0792-8125522
地址：市港务局停车场（西门口）
二店：0792-8595522
地址：九龙街向阳苑正对面

专为上班族、有房族、小微企
业办理无抵押、无担保信用贷
款，汽车押车与不押车贷款，
额度 1—50 万，2 天下款。

信用贷款

电话：13870289729

咨询电话：028-68807888

各类大小项目融资借贷，两百万起贷
地域不限，个人、企业均可

手续简单 利率低 放款快
代打全国各类保证金

金融世家豪丰投资

新桥头商务大楼450—900m2，
联系电话：13879296990

写字楼低价出售

长虹大道京九旁，超大停车场，客
源稳定。电话：13687922223

营业中茶楼转让

九龙街华东市场路口附近
13807023475

旺铺低价急转

小型铲车炮头，破碎门面
挖沟13879239042

专业拆除宾馆酒店

远洲国际商务写字楼西区B2-11
(102.65㎡）、B2-12（118.99㎡）
共计221.64㎡，价格面议。

出 售

电话：13803569160 朱先生

印刷厂证照齐全，现
低价转让。
电话：13767226682

特
价
印
刷

火车站对面丽景湾酒庄会所转让，上、
中、下共200平。
联系电话：18607920928白小姐

酒庄转让

刊
登
热
线

13979245721
18979244478
15170993505

地址：南湖支路17号 QQ：1323526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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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
租

长虹大道临街旺铺上下两层，面积
900m2，对外招租、转让、合作。联
系人：李先生 13807028883

长虹大道福泰118旁750m2,商铺。
联系电话：18720277533张

商铺租售

开发区现代综合大市场
旁有大量厂房及场地招租，
适宜做各种加工及仓储，水
电齐全，欢迎垂询。
联系电话：15070257980

厂房招租

凭身份证，固定住所。
无抵押，诚信保密。
当天放款5千-100万。

赢辉易贷
电话：18879295109 0792-8353880
地址：大润发一栋1单元1401室

凭本市身份证 灵活办理
个人急用 生意周转1—50万
152 7022 0517
九瑞大道大润发楼上8335628

银泰快借

万能开锁8589110公安备案
专业开锁、换锁、配车钥匙遥控器

C级锁芯、指纹锁批发
电话:8886027

天天开锁

8888880公安
备案

开锁、换超B级锁芯

大王开锁

利民家电、空调拆装、清洗、
加氟，洗衣机、热水器、微波
炉等维修，疏通水电打孔。
电话：8102787、8104787

空调维修

16500元/m2,电话：15390849085
临街门面急售

专业保洁：承包单位、公司、
医院、酒店、居家等清洁、保
洁、外墙、地毯、清洁。
电话：8122247、15007922317

百诚家政

高压清洗疏通下
水管道，抽粪，酒
店隔油池清洗，
广场路面高压清
洗等业务。
电话：13970226699

宏丰管道清洗

☆15款别克商务、奥德赛、宝马、CRV等
☆专注提供高中档各款自驾车型
☆机场接送、单位包车、专车服务
电话:0792-8125115
地址：九龙街向阳北苑9号门面（盛世麒麟酒店路口对面）

心怡租车

电话：15170995558

常年收购、销售各类
高、中、低档二手车。

正欣二手车

地址：九江会展中心二手车市场1至4号

全国连锁 不计里程 异地还车
汽车衍生贷、凡按揭车180天内均可
贷、无押、利率低、放款快
地址：长虹大道金轩益君大酒店 8326660

开发区长城路国豪水岸城十栋107号 13507922090

博盛租车

面积4600平方，8-10元每
平方，长江路旁，可做宾馆，
写字楼，酒店，共6层，联系
人：屈先生13507020879

房屋
出租

凭身份证户口本，无抵押
不收任何手续费，手续简
单，当天放款1~100万。
电话：13697022832
地址：城市花园4—1601室

来
就
借

联系电话：13870218546

情感婚姻，亲子教育，提高学习效率，人际
关系，职场压力等。专家团队为您服务。

九江至南昌专线往返公司自备车辆，
整车及零担10吨以上价格从优。
地址：庐山生态工业园九园路 1
号，佳号物流停车场内。
联系电话：13970271873、18907925573

银丰物流

宾馆出售十里派出所旁带租出售162万
电话：15807927888

浔阳路中段白鹿宾馆对面
旺铺招租：营业面积40平
米仓库30平米。

张总13907927790 13803563322

旺铺
招租

广东专线，今发明至

安能物流
全国零担，省内各县直通

速尔快递

15270568414

凭身份证办理
简单，方便，保密
电话：0792-8125579

18827927627

需要周转吗？

九江—临沂—济南—青岛—烟台—淄博—山东全境
九江地址：九江市浔阳大市场602号
0792—8500766/ 13064157761
临沂地址：临沂天源三期A19区6—7
号6539—7709215/ 13853944114

专线
直达

北方物流
山东全境

本公司在自来水厂附近，滨江
路一楼1200，二楼1800，可经
营任何行业，合作、自营均可。
非诚勿扰。18170259555

合作招商

二亩地快乐在线网吧楼上
宾馆三、四、五楼共 1100
平整体转让。
13879227628冷先生

宾馆
转让

九江——都昌（往返）
途径：筠桥、蔡岭、都昌、三汊港、杭桥、土塘、徐埠
地址：九江市柴桑大市场7栋7号门面
电话：13870268296、15279259998

江都物流

位于大润发广场蓝钻中心
290m2 18720193608

办公室招租

华盛
货运往返专线，整车零担

广州-九江

九江电话：0792-8500770 13607921337
广州电话：020-62648558 13138665217

18979244478 13979245721
咨询热线

咨询热线
13979245721
18979244478
15170993505

快捷物流
合肥特快专线九江
途径：宿松、黄梅、九江各地
合肥地址：长江批发市场三期针纺城 t7061.
电话：0551-64372801.手机：15357951571
九江地址：浔阳蔬菜批发市场. 电话：0792-8398967.手机：18070220551

精修空调加氟、洗衣机、热水
器。电话:8332070 8381110

空调维修

现九江县沙城工业园7000多㎡
厂房招租，厂内有生产钢结构制
作设备两套及行车多台，适宜各种
加工及仓储，水电齐全，欢迎垂询。
电话：8118790、8578868

厂房招租

空调教室(限10人)，学数理化
高一新生预习班，上午上课
高二复习高一课，正在进行
电话：13879254010聂老师

暑假高中辅导

空调维修
专业空调加氟、移机、清洗保养、回收
18979225101 15170944163

市三中附近，年纯收入十万左右
电话：15279299991陈小姐

小宾馆转让

专为上班族、有房族、小微
企业办理无抵押、无担保信用贷
款，信用押车与不押车贷款额度
1~30万，3个工作日下款。

电话：15270204058

信用贷款

合法追讨各类欠款、
贷款、借款、工程款、工商
注册、律师团队。

地址：九江市长虹大
道266号新浔阳商务中心

电话：13627020033

弘茂快速追债

正常营业中（含酒吧）远洲大酒
店一楼；电话：15270190777

远洲KTV转让

经营中的儿童游乐园低价转让
电话：13907027167

儿童乐园急转

会计从确保班、会计实操
班、会计证年检。
报名电话：15179216385

学友
会计

行署大院内学区房出售，首
付9万，电话：8222777

学区房出售

高三数学化学历史地理教
师 技校电子商务幼师汽车专
业教师 电话18970254066

招
聘

地址：四码头先达家电旁

小吃城招商
庙
街

电话：8238000

抵押贷款
小门面仅售15万
天马建材城300m2共4间 18970218884

过桥、按揭二次贷 13970286600

本市户口 个人急用 资金周转
房车优先 诚信保密 银行合作
最快30分钟办理5千-50万

地址：大润发4栋1单元1903室
咨询热线：13755228455 0792-8611353

九江快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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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抵押无担保，100%当天
下款，借钱如取钱1-50万。
凭本市身份证，咨询无费用。
电话:15673396884

振鸿投资

1、上班族、有房族、个体户、1-30
万、最快当天批款、前期无费用。
2、全款车不押车，利息低至5
厘8，3万起步，上不封顶。
3、以租代购，新车租2-3年免
费送（只要一张驾驶证）。

急
用
钱

找
我
们电话：0792-8382898

承接单位／公司／家庭／酒店
／公寓等保洁疏通8777760

保洁疏通

九江市悉帝物业服务有限公司招聘：司机数名，
月工作日20天，月薪1760，加班另计。水电工
工作日26天月薪2500，年龄18～59岁，办公
室文员，工作日26天，月薪1600要求会打字年
龄18～50岁，联系人：程经理13507023867

招
聘

咨询热线
13979245721
18979244478
1517099350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