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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浴镜防雾有办法
擦拭， 在镜面上即形成一
层皂液膜， 能有效防止水
蒸气在镜面凝结， 起到很
好的防雾作用。
镜子使用时间久了，
就开始变得雾蒙蒙， 有时
你还会发现镜子周边有许
多小黑点， 这些小黑点既

破坏了镜子的表面， 也缩
短了镜子的使用寿命。这
是因为， 镜子的玻璃在使
用前，一般都经过了裁划。
水蒸气便很容易从经过玻
璃刀裁划的侧面进入镜面
中去， 腐蚀镜面， 产生霉
斑、锈点。

因此，买回镜子后，先
在镜子侧面涂上一层漆，
同时在背面也涂一层，能
有效防止雾气侵蚀镜面。
另外， 不要用打湿的手触
摸镜子， 也不要用湿布擦
拭镜子， 避免增加潮气侵
入。

清洁镜面时要用柔软
的干布或棉布揩擦， 以防
止镜面被擦毛。 或用软布
或砂布， 蘸上些煤油或蜡
擦拭。 蘸上牛奶的抹布擦
拭镜子、镜框，可使其清晰
光亮。
目前， 市面上也有防

怎样去除身上的火锅味？

冰箱省电小妙招

无论是家庭聚会、朋
友聚餐或同事们欢聚时，
火锅是不少人的首选，因
为它选择多又便利， 适合
大众的口味。
可是， 最叫人头疼的
是，吃完火锅后走出餐馆，
身上总留着一股浓烈的火
锅味， 尤其散场后还得继
续上班、 甚至赶赴其他约
会，这股火锅味，实在让人
难受。
要去除火锅味， 方法
非常简单， 今天就来分享
一下， 其实只需一瓶清水
加两滴柠檬！
首先在喷壶里装上清
水， 接着滴入一到两滴的

从日常生活的小细
节开始， 这边省一点，那
边省一些， 积少成多，这
样的小细节不得不注意。
其中，在冰箱门上贴食物
清单，就是一个省电的小
妙招。
我们都知道，冰箱每
开一次门，热气涌入冰箱
内，就得耗电再将冰箱内
的温度降低，所以每开一
次冰箱，就会浪费一些电
源。
如果在冰箱门上列
出里面存放的食品清单，
就能避免频繁开关查看
食物而造成不必要的电
源浪费。

柠檬汁，盖上盖子，摇匀后
喷洒在衣服上， 火锅残留
的味道基本上就可以全部
消除。
要提醒的是， 柠檬汁
只需一到两滴即可， 不要
以为多放了效果就会更明

显。
还有就是， 身上有了
火锅味，千万别喷上香水，
因为香水的味道加上火锅
的味道， 气味更杂、 更难
闻，反而会弄巧反拙。

分类广告

文/甜甜

收费标准

每标高70元
(22字以内)

标题每行 9 字，正文每行11字

QQ 订稿： 1169657700

内蒙古嘉利业工程监
理有限责任公司招聘
◆全国注册监理工程师：
可持证上岗者优先
◆各专业监理工程师：
要求： 土建/暖通/电气/
市政园林及农林专业；能驻
外者优先。
◆监理员：专业不限
* 年龄要求在55周岁以内。
工资面议，应聘时请携带本
人相关证件。
* 联系方式：0471-4816872
13500699611 仝总
* 地址：呼和浩特市玉泉区
南二环与锡林南路交汇处
闻都城市广场8号楼17层

招聘保安

超低价售整栋楼（带院）

招如意开发区写字楼40岁
位于大学东街115号5800多
以内保安1名， 两班倒无夜
班工资2600，0471-6311186 m2办公楼13911949465

广告刊登热线

0471-6965110 18247145666
地址：呼和浩特市中山东路诚信数码13楼1309室

津成线缆呼市公司诚聘业
务员司机营业库管5315510

低价售房万达对面

新家园小区商业房， 面积
绿化公司招聘工队长 20~180m2，售价12000~20000
元。13947194455
电话15124707239

高薪聘办公文员和就医一 出售金山电厂西15亩大院售
卡通专员13354887407

BOB悠乐城门脸13500699038

房产销售 招商加盟

售房

联营办厂 产品回收

大豆玉米加工蛋白肽，适
南二环市医院旁现房高层，
售价3100/m218414373938 合 个 人 家 庭 接 产 ， 成 本 100
元/克 回收价298元/克。
售九合国际200m2带地下车 020- 29806258 13710850119
广州天畅生物 白云区嘉禾
库，有房本13015000991

—春秋旅游——
——
—
计可证编号：L-NMG-CJ00070

44月
月樱
樱花
花季
季预
预售
售
大阪 京都 东京 富士山名古屋双飞6日"半自助游
发班日期：4月11/13/16/18/20
发班日期：4月23/25/27/30
大阪 京都 东京 富士山名古屋双温泉6日游
发班日期：4月11/13/18/20/25/27
日本本州全景双飞7日游
发班日期：4月14日 4月21日/28日

4599元/人起
4799元/人起
4899元/人起
5099元/人起

电话：0471-4688615 4688696
门市地址：呼市赛罕区大学东街99号，桥华世纪村东100米门店

POS 机招商创业扶持机
具免费分润置顶13848515469

出售信息

贷款咨询

全国直投

不以结朋为目的， 专为
单身男女谋幸福， 传统
文 化 结 合 科 学 匹 配 ，千名
会员供大家选择， 高效保
密，挽救婚姻，重拾幸福。
姻 缘 热 线 15247124885
微信：15754936091

—春秋旅游——
——
—
计可证编号：L-NMG-CJ00070

全景曼芭 泰国曼谷、芭提雅、沙美岛、蜜月岛双岛双飞8日游
发班日期： 4月18/22/25/29
3180元/人起
曼谷、芭提雅、金沙岛、沙美岛双岛8日华贵之旅
（全程无自费，升级一晚国际五星级酒店喜来登）
发班日期： 4月15/22/29
3980元/人起
泰国自由行之旅（机票+1晚酒店）
发班日期：每周二、六发班
2880元/人起 (八天自由行）
电话：0471-4688615 4688696
门市地址：呼市赛罕区大学东街99号，桥华世纪村东100米门店

是，你会清楚知道冰箱内
还剩下什么食物，能及时
食用，避免食物存放过久
或过期，而造成不必要的
浪费。

文/格日乐

欢 ◆好消息◆
迎 足不出户·广告遍天下
扫 《北方新报》分类广告
码
支持微信付款
刊
扫一扫 / 惊喜不断
登 礼品多多 / 优惠多多

银行贷款按揭房·营业执照 农大旁网络宾馆优价转让，
打卡工资·保单15332818151 650m2有意面议13948432783

纯信用借款 1.2 分起

400-648-0471 3254569
企业、个人项目投资借款：煤
出售果树，葡萄树，呼市新
代还信用卡 ，费率低，上
矿、电站、矿产、房产、在建工 门服务。电话 :18586071118
城区塔利村。13734844355
程、农牧林、加工业、代缴保
证金等优质项目。区域不限，
轻松解决资金困难。
诚聘商务代表
高价收购轿车越野车
13337100552 15924512788
028-84701202

征婚交友

文/丽新

日本的
主妇们为
了省电，会
把冰箱内
所存放的
东西列成
一张清单
贴在冰箱
门上，每取
一样就会
做个记号，
例如拿出
了香菇，就
把香菇划掉。 这样一来，
就不会因为忘了是否还
有香菇而多开一次冰箱，
浪费能源。
这样做的另一好处

乘车路线：3路、4路、16路、19路、21路、26路、58路、61路、72路、76路、青城1、2号、102路到新华社内蒙古分社站下车即到 郑重声明：本版各类信息，如遇要求交付押金或预付款时，务必小心，谨防受骗！否则后果自负。 《北方新报》分类广告经营中心

人才招聘

雾镜出售， 主要是涂层防
雾镜和电热防雾镜。 前者
通过涂层微孔阻止雾层；
后者通过电加热使镜面湿
度升高，雾气快速蒸发，从
而形成不了雾层， 但这样
的镜子价格不菲。

▲

洗过热水澡后， 浴室
中的镜子时常被水气熏得
模糊不清， 在水雾干掉以
后，还会留下水垢痕迹，很
难被清理干净。 有效清除
水雾的方法就是在镜子上
涂一层香皂。洗浴前，可将
肥皂涂抹镜面， 再用干布

公告声明
●玉泉大厦将屋面保温及外

墙保温检测报告遗失，
屋 面 保 温 编 号 ：
BW16-000582，外墙保温
编号：BW15-004275
●那仁呼
（身份证号：15022
3199105103014）回民区府
都花园7号楼2单元5楼东户
信用贷款
购房协议遗失，声明作废。
无担保·无抵押·当天下款
●新城区利林建材经销部遗
打 卡 工 资·自 存 流 水·免
失营业执照副本，注册号150
转金隅时代城宾馆
中 介费18686036000
102600206791，声明作废。
37个房间，1500m2
●呼和浩特市玉泉区天狼工
高档装修，客源稳定
资质 代 办 （全 区 ） 西 部
电话：15354848989
13674740675东北部18047554711
艺品店营业执照正本遗失，
贷款 专业倒贷 转贷 商 业 出 租 国贸对面二层 注 册 号 ：150104600065516
15304718979 0471-2532157 400m2租金面议18947108910 声明作废●呼和浩特市玉泉
区草原传奇民族工艺品店营
业执照正本遗失， 注册号：
150104600033229声明作废。
● 张彬遗失内蒙古增值税
专用发票发票联、 抵扣联
两联，票号00802422，购买
方呼和浩特市启晨汽车贸
易有限公司， 销售方内蒙
古信达通汽车贸易有限公
司，特此声明，此票已作废。
●张艳芳遗失内蒙古医保
证01000185申请挂失。
●母亲吴月辉遗失马语萱
—春秋旅游——
——
— 253医院出生医学证明，出
生证号：B150287293，声明
计可证编号：L-NMG-CJ00070
作废。
华东五市+扬州+乌镇、木渎双水乡8日游，赠送荡口古镇 1280元/人起，
● 张体杰遗失呼市赛罕区
4月1号特价班，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元/人，名额有限
（乐享之旅 ）华东五市+二大园林+三大水乡纯玩游6日游 （一价全含，全程无
二十家村户口簿，特此声明
自费）2980元/人起，天天班
缤纷华东6日游+赠送一晚五星级酒店+一晚特色荡口水乡住宿
● 呼和浩特市新城区毫沁
1480元/人起天天班
营镇哈拉更鑫发选矿厂，账
日本自由行之旅（机票+签证+1晚酒店）
发班日期：每周二、四、日发班 3399元/人起 (六天自由行）
号 18191035016001001003
每周五发班 3699元/人起 （七天自由行）
提前20天报名。赴日签证资料来电咨询！全程无自费，无需中转，省时、省心、省钱，让旅途更轻松 开户呼和浩特市金谷农村
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青山支
电话：0471-4688615 4688696
行丢失密码卡声明作废。
门市地址：呼市赛罕区大学东街99号，桥华世纪村东100米门店

二手车市

出租转让

可微信咨询办理

●呼和浩特市回民区云俊

英理发店遗失营业执照
正、副本，注册号：1501036
00119321，声明作废。
● 刘月星丢失车牌号为蒙
AS5706保单号0816150136D
00332000444 流 水 号
1615365275声明作废。
●呼和浩特市米来商贸有限公
司遗失已作废发票， 代码：
1500153320，号码：01038173
●现遗失张峰璐位于玉泉
区政府南巷蔬菜公司新1
号 楼 1 单 元 201 房 屋 产 权
证，号:006093,声明作废。
●王挨其购买碧水蓝山26
栋2单元504号，遗失首付款
收 据 ， 号 7818139， 金 额
140787元，声明作废。
●宝桂香将呼和浩特市赛
罕区统计局街的呼和浩特
市赛罕区超世纪电脑（注册
号150105600114662） 营业
执照正副本丢失，声明作废。
●岳永利遗失巧报乡后巧
报村3-3-4号的房产证，产
权证号0001136声明作废。
●王刚购买千家和众新家园
30#-3-201，票号0019331，
金额38万元，开具时间2013
年12月26日，声明作废。
●贺永光与呼和浩特市赛
罕区房地产开发总公司签
订的网签商品房买卖合同
原 件 1 份 丢 失 ， 编 号 XS
（2016）00005389， 房 屋 代
码1448614声明作废。
●尹龙遗 失 水 泉 文 苑 4 号
楼2单元7层东户房屋认
购协议书，编号SQ0258声
明作废。
●内蒙古惠万家商贸有限责
任公司营业执照副本遗失，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5010
5072581414D，声明作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