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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说现在气温已经升高，
赏花依旧是五一小长假的主
旋律，在感受春日阳光的同
时，再来杯浓情咖啡该是一件
多么惬意的事情。方便易携

带的咖啡机就能满足游玩时
想喝咖啡的需求，用法也非常
简单，将咖啡粉和水放入容器
内，按下活塞就行，随时随地
冲咖啡都不成问题。

近日，由河南省夕阳红旅行
社联合山西省旅游局针对60岁
以 上 老 人 推 出 的“ 晋 善 晋
美”——千名老人走进山西大型
公益活动受到广大游客的关注
和热捧。

《大河报》消息发出后，短短
7天，分配给郑州的4月21日的
200个名额、23日的50个名额
全部爆满。为满足众多中老年
游客畅游山西的愿望，现又申请
到了5月12日的100个名额。
请抓紧时间报名。

此行7天时间，游遍壶口瀑
布、五台山、云冈石窟、悬空寺、
应县木塔、雁门关、平遥古城、乔
家大院、鹳雀楼、普救寺、关帝庙
等国宝级景点，不留遗憾。报名
者还将每人获赠山西老陈醋一
壶，山西太谷饼、石头饼各一包，
提前10天报名者，每人还获赠5
斤鸡蛋。

另：黄山千岛湖西递翡翠谷
专列六天680元起，5月 16日
发。

南昌井冈山港澳高铁八天
1980元起，5月10日、17日发。

河南夕阳红旅行社：
0371-65909994 65925527

地址：郑州市政三街 4号
（科技厅）402室

好消息：山西各大景区
对60岁以上的游客免门票

“全面武装” 惬意旅行

出游总得有几件“伴游神器”
核心提示 | 五一小长假即将来临，记者采访了解到多数市民计划全家一起出游。在出游的过程中，相机、墨镜、防晒
霜、充电宝等伴游物品自不必多说，肯定是不会忘记带上的，但有些东西往往是到达目的地后，看到别人在用才“恍然
大悟”，默默来上那么一句“早知道我也带了”。近日记者采访了几位旅游达人，他们推荐了多种出游的必备神器。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五
一小长假即将来临，有些市民
选择“3+X”的拼假模式出游，
而这些市民多选择出境游。在
众多必备的出游物品中，千万

不要忘记带上一个小小的旅行
转换插头，它是出国旅行的最
佳伴侣。旅游达人建议，最好
在国内买好转换插头，到当地
买的话还要找地方很不方便。

转换插头：以不变应万变

春暖花开的4月，许多年
轻人都喜欢邀上三五好友到
野外赏花郊游，与美丽的大自
然合影留念。在合影的过程
中，手臂长度总是不够，拍出
照片总是不完美，这时自拍杆
就派上用场了，不少旅游达人

表示“有了它，就尽情自拍，自
嗨吧！”但是也有不少旅游景
点禁止使用自拍神器，如北京
故宫、美国史密森学会下属博
物馆、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和
澳大利亚国家美术馆等。

自拍杆：自拍神器用起来

翻译机：
不懂外语也可出国玩

看过《星际迷航》的人对
影片中一种能解密各种外星
语言并将之转换为英语的神
秘装置印象深刻。而出国神
器——翻译机却让这些成为

现实。据了解，不同品牌的翻
译机都会具备多国语言的翻
译功能，可以彻底解决市民在
外旅游无法与人沟通、交流的
问题。

便携咖啡机：
外出游玩还可享受惬意

山西全景休闲
七日游仅1380元

□记者 郭璐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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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租招租 ●写字间楼 ●房产中介 ●出租仓库厂院 ●求购求租 ●房地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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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租招租

●黄河南路整楼2.6万m2可分租

（办公商业）15036156363
●金水路● 地铁口● 喜来登

全新精装● 美盛中心写字

楼电话：0371-87086666
●国基路门面两层500平饭店

可分割空转 13073778335

●陇海路兴华北街现房 1 万
平可分割注册 13525515567
●经三路纬四路南100米路东

一二楼 1200m213937166607
●禹州市政府对面，繁华商业

地段 1-12 层 1.7 万平物业对

外招租（综合酒店、银行、

餐饮等与酒店相配套的行业）

13526834307
●中州大道与国基路交叉口办

公展厅商铺出租 13676994629

●中牟厂房出租 13213190932
●花园路56号郑花大厦4-12楼
整体招租面积：7000m2 电话：

65656380、65656392
5A写字间租

金水路黄金地段、价优、精装修

15838249916
旺铺招租

黄河路经四路交叉口现房商

铺，建筑面积 200 到 600 平方

之间，有水电、中央空调、门

口车位。适合银行、金铺、

西餐、影楼等公司入驻

电话：15290856399

房地产

●整院 2640m2售 18137181911
●出售西大街 5层商铺 2千平

方价格面议 13383818833
●转全产权厂房 18538709728
●售带租金旺铺 18625883344

出租仓库厂院

●●厂房库房出租15713870691
●平原新区大型标准化厂房招

租 25000m2电话 13203733966

●古荥厂院出租 13633835869
●机场旁独院 6000 平米

水电齐全 13073781788
●南四环与西四环独院厂房

出租 2600m215617870999
●黄河路南阳路北100米路东仓

库办公楼出租 6000m2可分租

15225069305、18137110515
●北郊厂房出租 15803999606
●江山路钢构院 13903850826
●郑州桥北厂房9000m2（有行

车、空地）出租 18838231328
●龙湖厂仓20000m215838021635
●郭店仓库厂房出租，共计

15000m2可分租15565666666

●郑州曲梁镇2万平米厂房库房

13203871190，13783602593
上街厂房出售
工业用地 28 亩、车间 11000
平方整体出售 17703825160

求购求租

●急需各类仓库 8 万平方米

18703838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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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汽车租赁 ●汽车销售 ●求购二手车 ●转让车辆 ●汽修驾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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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商●医药招商●家政服务●让商铺门面●家电维修●电脑维修●寻物 ●寻人
●公告●商务礼仪●信息窗口●让饭店酒吧●承建网站●航空售票●转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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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告材料 ●设计施工 ●装修装饰 ●照明亮化 ●建 材

类类类类类类类类类类类类类类类类类类类类类类类类类类类类类类类分分分分分分分分分分分分分分分分分分分分分分分分分分分分分分分 汽车租赁

●一飞租车车新价优 60277555

设计施工
●李丽预算标书 15837190386
●专业建筑设计 15238618651
●加固改造拆除 18003820332
●效果图、施工图 13253679815
●免费设计中央空调系统

专业施工安装：4000087296

招 商

●供应土元种、苗13613716021
●飞鹰货运诚招郑州市区、地市

县加盟代理商：15937108331
●全峰快递加盟 18100325618
●全峰快递加盟 13783595572

●亚风快运招商 15638817058
●申办拳赛送眼镜13525516687
●烧鸡店招加盟 13937915272
●摩根汽车租赁招募合伙人

24小时热线 400-167-1567
●0.3%实时到账pos18603715350
●许昌四杰生物（海藻类盐藻）

诚招合作伙伴13782321021

●广通快递招商 15514539133

家政服务

●疏通管道88882273清化粪池

●星级保姆保洁育婴65942095
●满意月嫂育婴保姆63882177
●石材养护外墙清洗85395209
●培训后保姆月嫂 65930584
●居家易家政55555561专业保洁
●我爱我家家政保洁66662288
●鸿基梦家政●全国连锁

86111371●63521082

●友邦防水诚天下15638880669

信息窗口

●专业绿化养护 13283882322
●厂存棉袜6角清13676905591

转 让

●万象城附近物业（酒店、餐

饮）整体转让 13700888738
●位佳饭店低转 15936250087

●优胜北路与东三街交叉口600
m2火锅店转让 13837197788
●营业中（涮）火锅店转让，

生意旺，地址：东风路省中医

院对面1800m2 15936252882

软件网站

●定制营销型网站 56683330
●电商专家咨询 18939210288
● P2P系统开发 18638551072
●网站软件APP定制53395926
● 398起建网站 15981824310

●网站建设品牌设计56769901
●300全套建网站13598809660

让饭店酒吧

●●位佳饭店转让15713870697
●500m2 饭店，做中餐火锅均可

房租低位置 13253682333
●二七区饭店转 13949002890
●政七街600m2饭店13683803939
●文化路火锅店 15837159550
●320m2临街饭店13903819065

欢迎刊登 大河报 分类广告

分类信息栏目
分别在B04、06、07版

敬告：
使用本栏目信息请供需双方认真核实有关证明材

料，签订有效法律合同。
本版广告凡未标注区号者均为郑州地区电话 。广

告投诉电话：6579618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