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沙发翻新
工厂：海秀中路 68922205

沙发翻新
海秀中路85号，奥林匹克对面，13976742336

地产项目寻求合作
本项目位于海南西海岸龙沐湾，占
地面积近400亩，一线海景，海岸线
狭长，手续齐全。即可开发建设。
联系电话：13136025175 王先生

法国狄安娜红酒
招各市县经销商。黄先生188898989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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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酒企、药企福音
含药量10g-50g/100ML的专利药酒加盟或
转让，企业可增加100种产品13807555719

临街铺面出租
解放东路一楼临街铺面出租，水电房
租低，300 平方。Tel18889785315

铺面特价出售
海府路海富大厦临街铺面首层，面积430.45
平方，特价处理；可贷款13518861885

杨传老厨 餐饮连锁
面向全省招商加盟、投资少回报快
加盟热线：18976992666

独家项目招商
科技教育新项目、教育信息化
建设趋势下的新机遇，赢利模
式保障，年回报百万以上，抢占
市场先机。财富电话：0755—
82992360 82993758

快捷酒店招商
洋浦商圈中心地段的远洋城，楼
高八层，位置极佳。现五至八层
诚招快捷酒店；四层以下餐饮、
棋牌、休闲等酒店附属项目。
18689979955 张先生

厂房1400平方大长间合租
电强水足，租金便宜，已办证13518047758

三沙品牌酒免费招商
三沙纯粮酒、三沙梦、金三沙、
三沙特曲、三沙情系列白酒
（42-55度）诚招各省市县独家代
理商13637553919/0898-68654919

10天会K歌
海大老师授课（唱歌钢琴等）666661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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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宋老师阅读作文
24年教学经验14年培优品牌小班高效免费试听
授课地址：1、海垦；2、龙华 13700493089 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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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十年在职优秀老师辅导
一对一可上门。高、中考提分冲刺班，各年
级辅导班，30元/时起，可试听13036034439

F8室内设计教学
魏老师13086001099

三亚解放四路饭店转让
二楼800m2,大型停车场13876329298

海甸二东路酒吧低价转让
租金低，租期长，车位充足13907557455

寻求合作或转让
文昌高隆湾国有土地10亩。18976066503周女士

海大海师家教
经验丰富，小初高一对一上门辅导，保
证提高成绩。张老师18389591131

阳光 1+1海大海师家教
专业推荐研究生，本科生上门一对
一开学提分辅导。18208988857

409平米火锅店转让或转租
营业中、设备设施齐全。地址：海秀西路
160号一楼，联系人：丁先生：18689995541

解放西饰品店转让
南国商铺网www.ngspw.com
专业找店转店136 1754 9886

铺面招租
1、解放西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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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北路13号一
楼有少量摊位出租。电话：66119999

房屋、铺面出售
海口市 凤翔东路南侧临街5层楼整
栋出售 13036030911
文昌市 会文镇农贸市场超市开张
在即1、2楼铺面出售 18689781169

铺面招租
现有海口市大英路华宝大厦二楼
约1000m2商铺及府城建国路华侨
大厦二楼约900m2商铺招租，有意
者请联系：黄先生 13976613030

土地出售
乐东九所50亩地出售，位于国道
边上，价格面议，陈18976729888

海口国贸、青年路商铺出租，适用娱乐茶
艺维修等；文昌航天城附近农牧渔旅游休
养项目转让或合作。联系：13398916166

厂房.仓库.铺面出租
500m2.600m2，可做厂房.仓库.
商铺.网吧.诊所 13907629581

商铺招租
国贸二横路四季大厦二层372平，适合
办公.美容.休闲等18608952810张先生

鲁能海蓝椰风精装别墅出售
交通、配套俱佳。送全屋家俱家电13138925888

求租农用地
求租三亚，保亭，陵水，乐东150亩以
上农用地，三十年租期13198980400

旺铺招租
1.澄迈县城酒店全新附楼三层约
1800m2招租，适合经营婚宴、大
型餐饮项目。
2.澄迈县城美汇城A栋三层约
2500m2招租，适合经营西餐厅、
休闲养生项目。
另：大型商铺带租约出售。
联系电话：13876071898 (李先
生)13198915199 （陈 先 生）
18976200106（陈先生）

石材市场厂房仓库出租
海口丁村。13648683862或13807688380

国贸黄金地段快餐店转让
大润发门口右侧，写字楼集中，客流量大盈利稳
定，20+50m2，月租 14700元。18689701546

营业中汽车维修厂（二类老
机场里 2600M2）寻求合作、
转租或转让。18976989200

心贴心
家 政

月嫂 保姆 育婴师 看护 保洁
国贸路王府大厦 6A 68557661
海甸二东路宏海大厦一楼 66273810

三亚机场旁旺铺出售
每平方2万元起，54-170平方。13005065005

滨江公园旁小户型28万
65859055 65859056

永兴搬家公司
专业搬迁公司、家庭、单位、酒店、承接各市
县搬家。电话：13976089860 13976638576

真意达家政
保姆、月嫂、照顾老人、开荒保洁
国贸海德堡酒店813室 68555227 68558857

雅洁家清洁
保姆 月嫂 清洁服务13807679077

《椰之家》爱心家政
保姆、月嫂、照顾老人，开荒保洁，钟点工
国贸大道金福城C栋045房66591299 66731009

好家美家政
保姆、月嫂、钟点工、护工、保洁
国贸北路国安大厦1302房66704613

特效灭鼠
本公司专业为酒店、宾馆、社区、
超市、商场、学校、企业、家庭
等特效灭鼠灭蟑螂除“四害”服务。
13647502598 18789891197

19年热心人家政
专业月嫂保姆保洁培训315jz.cn网上选人
68529123玉沙路富豪大厦北楼 508

清理化粪池，疏通下水管道
65391148 13700489599

旺铺转让
国贸中心大型咖啡厅，（特色轻吧）转让，装
修豪华，特色，无实力勿扰。18976531222

转
让

三亚、保亭新建酒
店、庄园及休闲农
业项目合作或转让
联系电话:15008055560李经理

多块空地转让
三亚，保亭，乐东黄金地块20至100亩，适合
休闲农庄，市场，加工厂物流13086008140

大型社区超市转让
面积320平方、营利中，13136051999吴先生

金源小区
2014年10月25日盛大开盘
邻近省委、和风江岸省公务员小区、枫丹
白露小区、大润发超市、省社会福利中
心、南渡江风景公园等。开盘三天内优
惠，欢迎光临。电话0898一 65345566

首付5万即可拥华侨新村有大四房
36362626 66661188

其他信息超市请看28版

港澳开发区食品厂招聘普工数名，男女不限，
25-40岁，1800-2500/月，包食住。电工，文
员，机修各一名，待遇面议。13637562597曾

三沟酒业诚聘
本地业务员数名，澄迈、海口地区，
有相关经验者优先。68638599隆

业主急售
世贸雅苑楼王170平方米豪
装155万，送全套高档家具、
家电，可按揭。15289809888

通力电梯海南分公司招聘
工地运营管理培训生，本科学历，机
械、电气、自动化等相关专业，0-2年
工 作 经 验 ，联 系 电 话 ：0898-
68592291 邮箱：hnhr@kone.com

别墅式住宅2780元／m2起
赠送60m2前后庭院田园风光休闲度假
热线：13136033888 18608919901

好房低价出售：义龙后路单位房，电梯，
152平简装，3800元每平！15500979562

农资公司招聘
销售经理若干名，年薪高达10万，助理农艺师，专业财
务和仓管各2名，2年以上工作经验。联系13907568808

位于三亚市中心，精装小户型，大产
权，拎包入住。电话：15108916760
0898-31092947 15348881921

售
房

投资马来西亚
仅存款30万，全家可获”第二家园”居留
权，手续简便，自由的双重身份，投资养
老，子女教育国际环境佳。热线：
66707065 15871680965（金亿咨询）

市区学校招聘语文、数学老师
各一名。电话：13005098129

高薪聘请幼师2名
要求:幼师专业，工作经验1年
以上。13098988815 王园长

旺铺租售
位于琼中县城中心位置经营中 590
平米豪华餐厅及1000平米超市(可其
他用途),寻求合作、转让、或超低价整
体出售!联系人周先生 15607680233

海口新房首付5万月供1仟
即买即办证32275326

新栏目推出
为方便广大客户、小微企业在《海南日报》、《南国都市报》上搭建展现自我业

务的平台，我们特开设如下新栏目，价格优惠：
个人信息（我要的、我有的）、卷闸门、塑料包装、服务、调查、高空作业、药材

养殖、防盗网、净水超市、送水、晾衣架、变频器、翻新·装修、建筑设计、空调·制
冷、甲醛检测、园林制品、苗圃绿化、维修、美容美发、影讯先知、按摩保健、瓷砖建
材、印刷设计、网络监控、电脑商城、土建工程、旅游咨讯、服装、开锁、管道疏通、
装修、租赁、娱乐咨讯（歌舞厅）、搬家、补漏防水、办证、住宿、钻孔、打井、木工、二
手房产、二手车、律师咨询、酒楼喜宴代办、婚礼司仪等。

欢迎客户认购！垂询热线：66810111 66810228

温馨提示：信息由大众发布，消费者谨慎选择，与本栏目无关。

商业信息180元/CM高 家教家政100元/CM高 个人信息80元/CM高 统一4.5CM宽 买五送二
海口分类广告及夹报广告热线：66810111 66810228

简约而不简单、精致广告、收益无限

2014年10月28日 星期二 广告中心主编29广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