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海口地区发行站办理《海南日报》、《南国都市报》、《特区文摘》、《证券导报》、《法制时报》等报刊的征订、投递、零售和会议用报等业务，办理分类广告、旧报回收及其他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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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口区域18976566883 东部区域13976322100 南部区域18976292037 西部区域13876071190

广告热线电话：66810111 66810228

东
部
区
域

文昌13307616119
琼海18976113800
万宁13976065704
定安13907501800
屯昌 13907518031
琼中13907518031

南
部
区
域

三亚 13976599920
18976292037

乐东13807540298
五指山15595978777
陵水13976578108

海
口
区
域

国贸站：68553522
白龙站：65379383
琼山站：65881361
新华站：66110882
白坡站：65395503
秀英站：68621176
海甸站：66267972

西
部
区
域

儋州18876859611
东方13907667650
澄迈13005018185
临高18608965613
昌江18808921554

婴幼儿入户咨询
高校毕业生入户13322055456

其他信息超市请看29版

公司注册 税务 做帐
房产开发资质 物业资质 食品流通证咨询
龙华路贵州大厦 12 楼 66661234

房地产开发资质、物业资质咨询
68554838 18976504151国贸玉沙路富豪大厦

税务注销 公司注册
华能大厦1018房

18976570099 66784500

工商注册 年检 税务 做账
房产开发资质 物业资质 食品流通证咨询
海口市 66662131 18976579996

专业代办建筑和劳务资质，安全生产许可证
传机商务代理，电话:13687595499

房 产 账 务 资 质 证
可研报告清理乱账审计验资评估变更
注销等服务66759551、18976970676

建筑（劳务）、园林资质
安全生产许可证业务咨询13278996678

沙发翻新
工厂：海秀中路 68922205

房地产物业资质咨询
工商注册 省外企业驻琼备案
海南晟昱实业公司13379869670

专
业

雄厚资金 全国直投
企业及各类项目融资借款（房地产、
能源、种养殖、制造加工业、工程项目
等）200万起贷、利率低、放款快、区域
不限。028-86759888(华汇中融)

大额资金 全国直投
为各类企业，个人提供大额资金，投资
项目，房地产，水电站，农牧林，养殖，制
造加工业，矿产能源，工程，200万起。
028-68000098

大额资金寻项目投资合作
房地产、矿山、能源、交通、医院、旅游、
酒店、在建工程、农牧业、等，区域不限。
电话：028-85588115天誉合投资

深发投资大额资金寻优质项目
企业、个人均可，区域不限。优质项目，煤矿、
水电站、矿产、农业、林业、养殖、房产、商铺在
建工程、IT项目、酒店、制造、贸易服务等。
电话028-67893333

欣润投资
大额资金为企业及各类项目投资，诚
信、专业、快捷（煤矿、水电站、矿产、
农业、林业、养殖、交通、各类工程等）
区域不限电话：028-68000001

发亿投资
寻优质项目：房地产、矿山、电站、
企业、农牧林、制造加工等各类在
建工程项目合作，轻松解决您的
困难。诚信、专业、简便、快捷！
电话：028-68807555

车贷不押车
汇富诚车房抵押贷款，正
规、快速。13518808606

热烈庆祝海南宇弘盛投资有限公司

五指山分公司正式开业
（0首付购车、0首付购房、信用贷、房
贷、车贷、企业贷、小额贷、抵押贷）
海口总公司 热线：0898-65350583
儋州分公司 热线：0898-23392085
陵水分公司 热线：0898-83303477
五指山分公司 热线：0898-31876888

各类大小项目融资借款，三百万起贷
地域不限，个人、企业均可

金融世家豪丰投资
手续简单 利率低 放款快
代 打 全 国 各 类 保 证 金
咨询电话：028-68807888

急用钱——找银达
全国首家典当连锁集团
现为海口及三亚的开发商办理土地
及房产的大额抵押。
海口总公司 68541188 13307529219
三亚分公司 88558868 13518885998

贷款—找银泓
房产(按揭房）、企业短期借款
汽车（车主可使用）典当、按天计息
西沙路：66738477 18189858177

车房都能贷
贷款不押车
银鑫典当 68559311,68559006
汇金典当
快速办理房产、汽车、黄金、名表抵押业务。
当天放款。电话13807655006 36205666

树行业标杆 做百年诚成

车房速贷 20分钟到账
诚成助货，货款专线：66986008

创丰源快速贷款
各类型汽车半小时放款、房产当天放款
按揭房银行还贷加贷、企业短期借款
股 票 1-3 倍 配 资 费 用 1.5/月 起
国贸北京大厦18976371831 68575559

银 达 贷 款
省金融办批准的正规贷款公司
专业办理贷款 利息低 可当日放款
国贸玉沙路 66775888 13907566137

贷款
无抵押、无担保、无须信用报告及流水、省时省事、
正规保密、借款不求人。凡本海口市内持身份证
可当天放款。5千-50万。电话：68571505，地
址：玉沙路富豪大厦 C 座南楼 505 鑫汇富

蓝天贷款
我公司财团直投，资金雄厚，支持项目不限。
无抵押，息低，下款快（外地可）13951019938严总

澳门牌具
扑克麻将牌九新货不断
敬请关注，海口西站13518888818

千叶牌具新货 18889991998
麻将机程序扑克牌九汽车南站

港澳牌具15103661111
麻将机程序扑克牌九。高铁东站9号铺面

广东牌具
精装程序、批透视眼镜扫描，飞针合
作等，海口东站 13976663306 老张

鸿发牌具13876700072
麻将机程序扑克牌九，西站金桥大夏

招
租

海秀路南大桥旁申鑫国际广场三
楼95m2，80元/m2，四楼1800m2,
35元／m2出租。18907585668韩生

大赢家15008087118
扑克麻将普通版单人操作海口西站禧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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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抵押 免担保
1-100 万贷款，凭身份证、户口
本当即放款，手续简便，无前期费用。
地址：海秀东路8号望海国际商城16楼1626室
海南坤鑫投资咨询：66716208

正规无抵押贷款
利息0.8～1分，有房或有车者资询
按揭房亦可，海林投资小林 13086081922

厂房招租合作
位于海榆中线八公里处，全新大型
标准厂房宿舍招合作，租赁，独立
庭院。电话:13807695750 李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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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發發發牌具
精装程序麻将、飞针麻将、
扑克分析等。18789542521

中华牌具
厂价批发各类牌具，海口和平南13036098727
王者牌具
安装麻将程序、扑克、飞针麻将
等，全省最低价13637589380

海南私立学校寻求合作，
非诚勿扰13807535340

公司注册变更、税务报税做账
地址：海口市蓝天路蓝天丽城 7
楼720室。电话：13379900802

野生海鲜批发中心
批发西沙纯野生海鲜，品种多、
价格低，欢迎酒楼、菜市场、批发
市场、旅游团体、个人订购。招各
市县代理商。热线：13976745258

千胜牌具
麻将机程序、飞针、扑克、牌
九等。海垦天桥 18789278757

安徽亿博投资
企业周转、项目投资（房地产、电站、农

牧林、制造加工、矿山、交通、在扩建工程
等）轻松解决资金困难。高薪聘商务代理

手机：18709868173李经理
邮箱：2843523481@qq.com

海南人贷款 找海南沙募
沙募投资：68512117 68525661

华宝防水材料专卖
本公司平价提供 JS防水涂料、丙纶
卷材、K11水不漏、有机硅。M1500
电话18976446662 66775662

一万平米商业用房招租
公开招租 10000平方米可独立使用
的临街商业用房，位置在海秀中路
省军区与海垦天桥之间，业态可为
餐饮娱乐、或旅馆、或办公，机会难
得，欢迎有实力的承租人竟租。
联系人：苏先生
电话：0898-68960519；13907569377

沙发翻新
海秀中路 85号，奥林匹克对面13976742336

企业、个人项目投资借款:(煤矿、电
站、矿产、房产、在建工程、农牧业、加
工业代缴保证等优质项目)区域不限，
轻松解决资金困难，诚信、专业、快捷。
028-84701202

盛融投资 规模资金
寻优质项目

川朋投资
资金雄厚 审批快捷 方式灵活 区域不限
企业、个人资金周转，优质项目在（扩）建工程
（房产、水电、能源、养殖、农林业、矿山、学校、酒
店、餐饮、旅游、交通）等 地址：成都市三洞桥
路19号国贸广场9楼 详询：028-68999988

沙发翻新
13876333808海秀中路43号，侨中斜对面

润泽投资
寻优质项目：煤矿、水电站、矿产
农业、林业、养殖、房产、商铺在
建工程等。 [不成功 不收费]
电话：400-0550-829

银商投资
公司自有大额资金寻优质项目合作
在建工程、煤矿、电站、房产、农
业、厂矿、学校、酒店、旅游交通等。
电话：028-68000050

大额资金 全国直投
为各类大小工程项目投资借款，个
人、企业均可，200万起贷，区域不
限。手续简便、利息低、放款快。
028-68985858盛世汇银

五指山路(近蓝天路)旺铺出售
(面积577平方米,售价577万买方付
税恕不议价)联系电话13907589858

铺面带仓库招租
秀英富康路8号有千八平，适合汽车4s，
物流，超市，可分割。13697567688苏生

海口金来汽修城厂房招租
共 500m2可分租（金盘路 8
号）黄先生。18889811008

桂林洋有厂房出租
电话：15120881789

公司注册、注消、股权转让、代理记账、报税
15308964958,66525192海秀路金牛岭公园

宝安滨海豪庭特价出售
66661188

温馨国际.国内机票
66668585 旅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