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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力细胞 健康人生

上海细胞治疗集团
细胞存储 细胞制备 细胞治疗 基因检测
提升对客人的服务，
进一步拓展市场

增设县区级分中心 诚邀合作伙伴
www.shcell.com

陈先生 13905706677

今生有约婚恋网(公众号 qyaqh8)
注册商标情缘爱情海,浙江大型品牌婚介,成功率高，
免登记费、
会员费、活动费
◆朴实女，22 岁—48 岁，
招上门郎
◆有房、有车实业女，可上门，
24 岁—58 岁
◆机关女、朴实女老板，
25 岁—55 岁 ◆不孕女，
28 岁—70 岁
◆丧偶退休领导，
56 岁—76 岁
◆男博士，
32 岁—59 岁
◆公务员、教师、医生，26 岁—64 岁
◆男军官，28 岁—71 岁
◆海归男，25 岁—60 岁
◆朴实打工女，
21 岁—67 岁
◆土地征用男女征婚
◆另有部分男女交友
每周与旅行社举办仙侣相亲旅游活动 ai.qyaqh.com 公众号 qyaqh8
相亲微信
每周六有公益聚餐相亲活动。地址:兴华东区 1 栋 18057009297
电话:833333218057097332(微信同号) 带对象回家啦 另高薪聘红娘 可以在家做
◆女，31 岁，皂角公务员，拆迁户，觅老实憨厚上门郎。电话：18057009297
◆女，23 岁，漂亮，梅家土地征用，找上门郞。电话：18057088672
◆漂亮电信正编女 1996 年生，未婚，1.66 米，有房有车。电话：13587007781
◆女，41 岁房产老板,航埠办厂，有房有车，寻上门郎。电话：18042369267
◆女，杭州企业高管，有房，28 岁，觅憨厚男。电话：18057009297
◆女，1988 年生，未婚文员，可上门。电话：18057097332
◆女，漂亮，1970 年生，丧偶，有房，可住女方家。电话：18057042768
◆男，1992 年生，研究生、公务员，1.78 米，有几栋别墅。电话：18042362768
◆男，公务员，1985 年生，1.81 米，有几套房、车，帅气未婚。电话：18057097332
◆男，公务员，
1968年生，
丧偶，
1.75米，
杭州有房，
衢州有别墅，
觅老伴。电话：13587007781
◆男，1991 年生，干部军官，1.76 米，有豪宅，找温柔女。电话：18057088672
◆男，1979 年生，未婚，教授，1.78 米，觅温柔女。电话：18157072768
相亲公众号
◆男，61 岁，转业，公务员，退休，有房有车。电话：18057009297
随时随地相亲交友
◆许多拆迁男女急找对象。电话：18057042768
每周与旅行社举办
◆越南、美国等华人觅偶。电话：18057009297
仙侣相亲旅游活动

圆缘交友婚介
热线手机号：
0570一8614086 微信号：
yy13757043855
诚信贴心的婚介、
一对一的服务是成功率高的保证
免登记费、
会员费、活动费

◆善良纯朴女 22 岁—65 岁，招上门郎
◆肤白气质靓丽女 23 岁—47 岁
◆公务员、教师、医生男女 24 岁—73 岁 ◆私企实业女老板 32 岁—61 岁
◆土地征用、房屋拆迁男女 21 岁—87 岁 ◆无子女不孕男女 29 岁—67 岁
◆企业朴实打工上班男女 20 岁—72 岁 ◆个体经商、
开网店男女23岁—59岁
扫一扫
◆退休男女 46 岁—88 岁，有房，
条件优 ◆海归、军官、富商男 28 岁—71 岁 圆缘婚介帮你忙
◆电力、金融、企业高管、技术男女 25 岁—69 岁◆丧偶男女 31 岁—89 岁，有房可上门
另有部分男女交友。本所为残疾单身男女爱心服务
地址：
衢州市荷花中路松园北区 4 栋 1 楼(凯升广场隔壁)

为进一步搭建春节前后招聘求
职服务平台，市人力社保局将在 1 月
20 日正式启动 2022 年网上春季人
力资源交流大会。本次活动将在浙
江省人力资源网衢州站和衢州就业
招聘微信小程序同步进行，活动规模
不限，目前已开展前期报名工作，欢
迎广大用人单位和求职者积极参与！
用人单位可通过浙江政务服务
网法人账号登录浙江省人力资源网
衢 州 站 ，在“ 招 聘 会 ”栏 目 ，进 入
“2022 年衢州市网上春季人力资源
交流大会”直接报名。网站使用浙江
省政务网实体用户体系，无需单独注
册，除首次登录需验证信息外，今后
可直接登录。
求职者也可通过浙江省人力资
源网衢州站的 2022 年网上春季人力

峰力助听器
浙江中医药大学听力学
学士常驻验配
1、免 费 听 力 测 试
2、专 业 耳 朵 检 查
3、耳 聋 耳 鸣 咨 询
4、助听器 免 费 试 听

分类广告各县
市承接点

资源交流大会板块直接参与，查找企

■三江东路 12 号报业大楼

位信息。此外，还可通过更便捷的手

联 系 电 话 ： 3011823、

“衢州就业招聘”微信小程序，根据自

一楼 1003 室
3012507

■江山:文苑路 89-3 号三楼
(七星亚龙湾售楼部旁)
联系电话：
4026551

机端，扫描下方二维码或直接搜索
己的意向找到合适岗位并直接完成
简历投递。
活动网址：https://0570.

■龙游:龙洲街道灵江路 9

zjhr.com/010/client/page6/

联系电话：
7022626

index2022.jsp

号德邦物流隔壁

■常山：
红旗街 6 号二楼

地址：
柯城区荷花中路 116 号
峰力助听器
电话：
0570-8777633
15158799686

业名称或岗位名称直接了解具体职

联系电话：
5022547

■开化:园一路 12 号(虹汽
贸内，
丹鸟快递）

联系电话：6018811、6061811

今日接稿 明天见报
《你多我少》
《人才市场》栏目 30 个字以内 50 元/天 个人求职:每 15
个字以内 10 元/天 备注:客户前来刊登分类广告时,请先致电垂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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