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沙发翻新
工厂：海秀中路 68922205

南苑超市专柜招商
桂林洋海经院南苑超市各专柜合同到期，
现全面对外招商，招商项目：化妆品、精
品、箱包、服装、手机、水果、面包、水
吧等，欢迎来电资询：联系人龚小姐
18976092129 童 小 姐 13700462299

海秀1号商场诚聘
经理 2名主管 2名保安队长 1名，
保安 10名待遇面议 13976106889

新工艺制造13976605699地磅

铁路货运班列急招
物流业务营销员、汽车调度、大货车
司机（持A2照）、叉车司机、客服人员
若干。联系人梅女士13807566216

沙发翻新
龙昆南板桥路口 13976742336

精装餐厅寻求合作
在海甸世纪大道鸿天阁商铺有一面
积约为340平方米的精装修餐厅，设
备、用品齐全，承接即可开业，现寻求
合作（或承包经营），有意者请联系。
联系人：林先生，电话13876691009

北方狼特色碳烤羊腿
海甸岛海达路与四东路交汇处，内设空调66182868

我处常长收购霸王花及红黄辣椒
可提供种源，诚望合作。联系电话：18889893382

食品厂招聘 品控主管 1人，品控员若干人，
锅炉工 2人，机修工 2人，联系黄生:13337517181。
另招操作工若干名，联系陈生 13876686956

东阿贡禧堂阿胶专卖店
高薪招聘营业员业务员
齐鲁证券股权挂牌上市企业出品
100%黑驴皮熬制；100%东阿出品；
100%厂家直供。报名电话：18689903866

德味老盐鸡诚聘生鸡宰杀制作员，男女
不限身体健康。男45岁以下、女40岁以下，
无经验可培训，待遇面议李生18689732366

写字楼物业招聘
招聘工程部万能工实习生,待遇具行
业竞争力。66523578，18976683728

华越胜铁床厂
厂家直销 13876485290

诚聘
培训机构，诚聘营销多名，有工作经
验，能吃苦，勤奋。会驾驶。配工作
用车，底薪 3500 元，13976900010

海甸岛旺铺招租
五西路万福超市临街铺面 2层，约
700m2，适合银行、休闲娱乐、餐饮美
食等，李小姐66552228、18689849741

四千亩临高优质荔枝园招租
品种：白糖罂、妃子笑和紫娘
喜，树龄14年，产量稳定，详情
面议。13136005601 林女士

铺面招租
1解放西2号多宝利商业广场三楼有服
装摊位、四楼有一千多平方米、五楼
有美发美容店出租2中山路8号一、二
层350平方米铺面出租电话66119999

三亚新火车站旁仓库住房招租
陈生13697586888郑生18689809485

有冷冻厂、厂房、仓库招租
15120881789 林

儋州天成第一家出售
电话：15508920923

场地招租
南海大道一线地（气象台
旁）三通一平 18689567999

旺铺招租
国贸玉沙路中盐大厦二楼约 400 平方
米，租金价位面议。吴小姐 13876815825

高校食堂早点摊点、水吧摊点招租
有意者请联系黄先生电话:18689805118非诚勿扰!

港澳大道五千平方米全新
临街商铺、办公创新工厂招
租，面积可分割18689907907

品牌鞋店招有销售经验女导购
员数名，1500元/月+2%提成+
月休4天+奖金 18689783910

售台湾金钻凤梨种苗（台农17号菠萝）
正宗17号种苗、果型大、皮薄丁浅、食用不开沟、
不泡盐水不上火。不怕台风不怕干旱、销路好、
价格高、稳。二十年内无竞争压力，是农业基地
项目之首选。太阳岛农业（国家级菠萝种植综合
标准化示范区）13807666909、400-9926-168。

高薪诚聘
基地场长、技术经理
65875382、13907555231李小姐

挖掘机工程公司招聘仓库配件管
理员1名（要求有经验会电脑）、
货车司机 1 名。18789193209

招租名品经营商
招租奢侈名品、名表、珠宝类合
作伙伴，电话：15830108668

招聘
大货车司机，B2以上驾照。
李 先 生:13807693082

湘菜馆转让
汽车南站旁，盈利中，中高
装修600m2，15120882198

琼海市区宾馆转让
五证齐全，停车便利，承包盈
利。电话；18692125530李先生

农业综合用地580亩转包
海口市郊西线48公里处，水电齐
全。联系电话：18889661387 王

延边人冷面店转让
盈利中，260m2、地址：海南大
学北门对面。（金）18608917101

药店转让
澄迈药店转让。电话:18976684610

基地加养殖场转让
文昌东路 400 亩荔枝地和养猪
场，中介无扰，电话：13807580803

海秀东路营业老牌KTV转让
谢绝中价。15308922604

宾馆转让
乐东营业中宾馆转让，有客房六十间，有茶
艺厅，含10个月房租。电话：13208927100

饭店转让
老城南海大道政府斜对面
（奔驰会所旁）18789534700

合作或转让
秀英港营业中会所 2000m2

快餐店500m2,13907693759

京华城营业中餐厅转让
客源稳定，因餐厅改为连锁模式需临街铺面，
非诚勿扰！18689887177 13876777118

陵水县母婴店整体转让
因另有其它经营无法兼顾，面积150平
方，手续证件齐全。18976280010杨

兴丹路营业中咖啡馆低价急转
650平方咖啡馆急转，设施齐全，配大型停
车场，7年房租不加价。赵总13518050678

龙昆南魅力100旁黄金旺铺110平
方转让或合作！电 13907699688

供纯鸡粪、内蒙羊粪
鸡粪、羊粪有机肥。13976902733

内蒙羊粪,纯鸡粪,有机肥,氨基酸,阿维
菌素原肥,江西六国,台资,青上化工,硫
酸 钾, 复 合 肥 系 列 13807665420

海甸岛KTⅤ转让
1800平米，地段佳，人气旺。
联 系 电 话 ：15501891600

转让中国重汽336
马力半挂牵引车壹辆，联系电话:13907532833

沙发翻新
玉河路沙发店:15103668824

米图教育在职老师
中小学一对一，可上门，3到5人小班。报名送价
值五百元讲义。全市5个校区上课。36325858

直对中高考
山东大学老师带你攻克英数物化生，
严格筛选，重点辅导！13876820717

专 攻 苦 学 无 效 ，苦 补 无
效， 培优补弱，重方法，夯
基础。中小学暑假托管及
各科一对一精品辅导。中
考一年制签约保720分；高
考一年制签约保700分（理）
720分（文）郭13976996417

治
贤
教
育

名师吉他教学
海口青少年宫，白龙南，国家专业吉他教师，13876699643

专攻贪玩厌学，苦学无效，
休学在家，家长无计可施。
24小时咨询：郭13976996417

治贤
教育

一对一小班制，中小学各科辅导
国贸玉沙路中房公寓802。68850118

张力
数学

沙发翻新
13876333808地址：海秀中路43号铺面

作文 数学 英语 美术培训 暑假托管
小桔灯 教育 龙华小学旁。13976106639

田教授钢琴教学
规范、科学、诚信、质优，面向海口优秀适龄儿
童，初学者老师上门。电话：15248930288

宋老师阅读作文
品牌高效 免费试听（另设有精品数理化小班）
授课地址：1、海垦；2、龙华 13700493089 宋

初一高一英语预科小班
初二初三高二高三英语基础强化小班，滨
海大道新港天桥旁邓老师：13907567260

高中数理化小班（一对一）
湖 北 优 秀 教 师 ，多 年 教 学 经 验
15120881123（彭） 13687583352（陈）

海口付利围棋培训中心
暑假招生，7月7日开课，咨询电话：13086093526

灵思青少儿模特培训
对象：3～16岁儿童，龙华路财
盛大厦306室，13647578554徐

美嘉源专业移民留学签证
贵州大厦1515室66241075

阳光1+1海大海师家教
研究生，本科生上门一对一考前冲刺、
暑期辅导（专业推荐）18789747280

暑假全日制补差
没有教不好的学生，只有不会教的老师
本松私熟全日制挑战最弱学科13016205005

田老师数学夏令营
新高三:15天集训，主攻高考常考题型，轻松提分
30分以上。新高一:数理化提前学 15120648985

其他信息超市请看B12版

海甸岛和平大道蓝岛康城临街商铺
286m2单价14000/m2首付仅需100万66661188

房屋、铺面出售
海口市凤翔东路南侧临街五层楼

整栋出售 13036030911
文昌市会文镇会文市场1、2楼铺

面 出 售 13876786691

25万起每套 准现房
65859055 65859056

重点中学在职老师
初高中数理化英语，免费试听，
可上门辅导。13876082981

清华老师
清华毕业老师，亲辅初高中数理化，特设1对
1、小班授课，全年招生。张老师13337508940

跟名师学吉他
鼓、电子琴、流行演唱、星海考级、教学点:九小、海中 66666573

学区房出售
龙昆南海中旁 3房 2厅 125平电梯房,通
风采光好,证全,交通方便。13807679986

思远教育重点校一线教师中小学
各科一对一辅导 金龙路1号椰岛
大厦12A 68552442

魏老师英语数学辅导
小学、初中、高中小班制一对一（暑假班热招
中）13178968991南大桥旁申鑫广场A1604。

10天会K歌
海大老师授课（唱歌钢琴等）66666154

百元家教百分效果
十年毕业班数理化辅导经验，擅沟通强方
法包提高。于老师18689653245非中介

熊老师数学工作室
专业数学，专注高考数学。小初高数学复习班、
新课班。四中高中部旁32876001，18789559890

数学
辅导

专业师资（小学、初中、高中）
小班制、海甸岛三东路66735139

北大教育暑期辅导
名师一对一（可上门），小班5-15人，免费听课，送内
部资料，国贸玉沙路18689886787 18689884035

急售
海甸四东路住宅四楼90.27平米,小
区大,环境好(周先生15607680233)

本人在海口市国兴大道兴丹路有
一套一房一厅（三楼）全新简装小
户 型 房 转 让 。 13907684443

临街旺铺出售
海口市秀英区向荣路西城秀
舍荣秀城D栋第 3层商铺整
层（1187.51m2）低价出售，无
中介。李女士：135198273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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