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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丽项目：蛋白开穴第三代——强力排油瘦身
美丽机构：郑丽养生瘦身中心
体验者：琳琳

一次公交车上的遭遇，彻底改变了琳琳的生
活。一天早上琳琳坐车从新郑到郑州见闺蜜，好
不容易挤上车发现没有座位，胖胖的琳琳心想这
下可惨了，这时旁边一个文静的男生站起来说：

“你有宝宝了坐我的位置吧！”琳琳瞬间脸变得通
红。“可我不好意思发火，心里想着我才22岁，因
为太胖没交到男朋友，这下又闹出这笑话。”琳琳
说，“见到闺蜜后我更是吃了一惊，两个月没见，
胖闺蜜瘦了一整圈，脸上的痘痘也没有了。追问
出闺蜜在郑丽养生瘦身，就决定去试试。”

郑丽养生瘦身中心的瘦身顾问接待了琳
琳。“她们了解到我爱吃辛辣和油炸的食物，还喜
欢吃零食，长期就形成了痰湿体质。因为工作原
因长期久坐，喝水少运动少导致便秘和下肢水肿
等，因为我不是本地人，没有多余的时间，结合这
些原因，瘦身顾问为我制订了瘦身方案。瘦身顾
问先给我疏通全身经络，然后在我身体上寻找了
二十个不通的穴位，用蛋白线深层疏通，加速新

陈代谢，消除水肿，大概十几分钟就好了。又在
我的脐穴贴上了芯片药包，做完腿有点酸沉的感
觉，没有什么不舒服的。第二天就排了三次大
便，排出体内的毒素和垃圾，一周后复查时瘦了
12斤，因为是中医内调外养，所以十几岁的孩子
都可以做。就这样一个疗程就瘦了22斤，三个
月后整整瘦了48斤，瘦身前148斤，减肥后100
斤，现在已经过去三年了，也没有反弹。”

据郑丽院长介绍，目前推出的蛋白埋线第三
代——强力排油瘦身，是在针灸减肥原理的基础
上和十几年的埋线经验改进的结果，主推中医减
肥，为每一个顾客免费制订瘦身方案。在减轻体
重的基础上，还可以调理疲劳过度引起的亚健
康，如肩颈劳损，痛经，例假不调，便秘等。15天
到30天为一个疗程，一疗程
只需来一到两次，不影响正常
工作和学习，十几岁的儿童和
老人都可以使用此减肥方法，
一疗程可以瘦10斤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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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河风尚美丽联盟“风姿绰约·美容美体免费体验活动”进行中

爱的投资 美的回报
□见习记者 杨柳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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扬帆2014，大河风尚
事业部继续招募美丽联盟
理事单位，不仅限于美容
机构、整形机构，也欢迎美
发、美甲机构的加盟。在
2014年，大河报将在大河
风尚版面定期报道联盟成
员的各种美容活动，同时
不定期举办“美丽论坛”
等，并以大篇幅的文图报
道形式对成员单位进行版
面宣传。结合时令特点为
联盟成员推出“年度、季度
美容产品博览会”等活
动。此外，还将为每一家
联盟成员单位颁发大河报
合作机构牌匾。美丽联盟
期待大家的加入！

招 募 热 线 ：
13937100221

“360度”
的时尚世界杯
□记者 宗延

世界杯来袭，该去哪里看球？家里
窝着太寂寞，夜市酣畅酒易饮多……总
不能看得尽兴。6月13日~7月4日，郑
州国贸360广场3F童趣休闲馆特意打
造“230平超大视界杯”，和你重温球赛
精彩瞬间，十大进球、十大经典时刻等不
容错过，结束一天的繁忙生活，就到国
贸。

此外，郑州国贸360广场的官方微
博还举办了“世界杯竞猜赢大礼”的活
动，6月13日~7月4日，世界杯狂欢火热
启动。“今日比赛：**队VS**队，*月**日
凌晨*点！”截至赛事开始前转发此微博，
竞猜本场你支持的球队名称，并@郑州
国贸360广场 @YogurMee优弥酸奶
冰淇淋 和@三位好友，郑州国贸360广
场在本场赛事结束后的次日上午会抽出
押对赢家的3位小伙伴，并赠送精美礼
物。

6月26日~29日，丹尼斯百货人民
店、花园店及CBD七天地将同时举行大
规模的年中庆活动，化妆品品牌日多倍
积分、VIP卡友满额赠好礼，多重优惠等
你来。

人民店、花园店：化妆品品牌日当天
可享5倍积分

凡于丹尼斯百货人民店本馆、3馆
明示专柜累计消费满999元减500元或
300元。活动期间，现金消费满1980元
即可申办丹尼斯会员卡并至6F贵宾中
心领取精美礼品一份（每卡仅限领取一
份，数量有限，赠完为止）。凡于丹尼斯
百货人民店持卡消费的VIP顾客，化妆
品品牌日当天可享5倍积分。同时，VIP
卡友亲持卡至丹尼斯百货人民店6F贵
宾中心即可凭卡内20点积分换20元电
子券。

活动期间，花园店明示专柜购物累
计满600元减300元或满600元减200
元；1F珠宝明示参加专柜单柜累计满
1000元减100元。VIP卡友于花园店
化妆品专柜刷卡购物可享2倍积分，品
牌日享5倍积分，同时，在人民店或花园

店购物的消费者，持指定化妆品品牌任
意正品空瓶、空管，即可至1F换取50元
化妆品电子抵用券。（1F化妆品区消费
满1000元以上即可使用50元电子抵用
券）。

CBD1、2 天地：激情狂飙世界杯
冠军球队有奖竞猜

于CBD百货1、2天地消费，不计金
额大小即可参加“享清凉空间 看精彩世
界杯”的抽奖活动。

7月13日前，当日于丹尼斯七天地
消费即可发送流水号至丹尼斯七天地微
信平台参加世界杯竞猜，填写个人基本
信息及预测结果，世界杯全部赛程结束
后，将从猜中冠军的粉丝中抽取幸运大
奖。同时，活动期间于百货1、2天地明
示专柜及女鞋、童装明示专柜折后累计
消费满600元，即可至各楼层收银台直
接兑换400元百货电子礼券。卡友亲持
VIP卡至2天地3F贵宾中心扣除卡内
20点积分兑换20元百货电子礼券。

CBD3、4、5、7天地：品鉴六月 美食
有约

活动期间于百货3、7天地明示专柜

消费满580元返300元或200元电子礼
券，满1160元返600元或400元电子礼
券，照此类推，多买多兑。

家具天地全馆6折起，当日于4、5
家具天地明示专柜消费，折后满2000元
再返 1000 元电子礼券，满 4000 元返
2000元电子礼券。VIP卡友持卡至5天
地3F贵宾中心即可凭卡内50点积分兑
50元电子券。此外，持丹尼斯VIP卡即
可至指定餐饮品牌享6折优惠，持丹尼
斯VIP金卡卡友在七天地影城观影可尊
享6折，VIP普卡卡友可尊享7.5折。

缤纷夏日，
丹尼斯欢乐年中庆等你来享

琳琳减肥前后

□记者 宗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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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窗口

●社保养老咨询 13673992227
●租赁灯光音响 13803710525
●监控可手机视频 53305878
●专业火锅桌 13273025963

家政服务

●疏通管道88882273清化粪池

●钟点做饭保姆陪护67715997
●家佳美 55518187保姆月嫂

●和谐月嫂保姆保洁66281072
●满意月嫂育婴保姆63882177
●长期开荒保洁洗墙60331406
●清洗刷漆防水 66300068
●培训后保姆月嫂 65930584
●60332996三和家政65920177
●鸿基梦家政●全国连锁

86111371●63521082

●舒心月嫂保姆护理63218221
●鑫马家政60923128专业保洁

●金太阳育婴保姆 65968382
●居家易 55555561地毯打蜡66662288 我爱我家
钟点工保洁卡打蜡地毯沙发

招 商

●河南大型农副生资种子兽

药陶瓷工艺品贸易港隆重招

商 13633822652、13838338399
地址郑州黄河大桥北

●您开车我掏钱共享教育资源

诚招市县招生代理 56782937
●德国西门子电梯寻求全省

各地市、县总代理，经销商、

兼职、项目合作 18339246111
●亳州老窖，让你等酒了，

全国招商 18963722989
●品牌婚介加盟 13253338548

●有项目资金求购合法工业

用地或合作开发 13673648300
●山东富士电梯招市县办事处
个人代理 15515768637
●贺贝尔润滑油寻有实力伙伴

共创全国市场 13838269102
●广通速递招商 15890199721
●全峰快递加盟 13103710109
●世运快递招商 15638817058
●0.3%实时到账POS机680元，
移动 Pos 机招商 18603715350
●北京二锅头散酒坊
正宗国营 中华老字号
400-006-1163 www.egtjf.com
寻生产商合作
免押金、送设备、预付定金 ,
货到付款。 020-22626316、
22626306、13580535619徐总

转 让
●马寨工业园（镇政府附近）
整栋七千平招租 13393711122
●转经营中网吧 15803854555
●转营业饭店 13783579807
●丹尼斯家居转 18638510333

●转惠济区正生产速冻厂设备

手续齐全 15936235880
●430㎡饭店转 15038213232
●CBD会所急转 15093236333
●位优汽车展厅 13903811389
●二七路营业中快捷宾馆转让

尚先生15838363616

软件网站
●十年建站、推广15515555565
●网络建设推广托管86073728
●398 起建网站 15093249093
●微信公众号开发 67889860
●建站满意再付费 53315698
●定制营销型网站 56683330
●优质建站有活动 53395926
●精品网站 15036053609

家电维修
●空调移修56779699保养充氟
●50元专车移修空调65682777
●专业维修空调 13683836352
●50元空调清洗补氟56683861
●50元专移修收空调55815659

●★精修空调 56775988
●移修空调充氟 13140076669
●50元充氟维修清洗55551684
●66666782 厂家充氟移修收

●空调移修66668554充氟清洗

空调加氟 56688836
公 告

公司注销公告
南阳新大地企业形象策划有

限公司（注册号411393000
014099）经股东会决议拟向

公司登记机关申请注销登记，

清算组由郭合敏，段吉彬，孙

志劫组成，郭合敏为组长，请

债权人于见报之日起45日内

向本公司清算组申报债权债

务。特此公告。

让饭店酒吧

●盈利饭店转让 13837100129
●●位佳饭店转让15713870697

●转政通路190㎡15038014140
●转让营业中 550 平方火锅
店位置佳 13663843937
●一层240平夜市15515994390

转让商铺门面
●转东大街门面 13633839898

寻人启事
●孙莲 66岁,6月14
日从杓袁走失穿

短袖蓝裤布鞋有

灰指甲走路慢好

回头看如有知情

者请联系 15537171878、
13676971753 或 110 重谢。

●王艳丽女34岁
身高1.6米皮肤

白生气出走告

知家人定重谢

18639496265
分类信息栏目

分别在A36、37、40、B15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