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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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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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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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办资质变更注销
财税顾问上市筹划可研报告审计验资
评估等服务66759551、18976970676

劳务资质、园林资质
安全生产许可证业务咨询13278996678

其他信息超市请看29版

康兴博财务代理
工商注册注销变更，记账，报税等。
龙华路财盛大厦14楼13907565569

中华牌具
厂价批发各类牌具，海口和平南13036098727

代办劳务.园林.建筑资质
安全生产许可证 13687595499

港澳牌具15103661111
麻将机程序扑克牌九。高铁东站9号铺面

千叶牌具
麻将程序飞针合作透视眼镜牌
九扑克海口南站18889991998

富士麻将
厂家仓储直销 国内十佳品牌
海口 66213676 府城 13707519456 三亚 88359159

大赢家AAA诚信牌具
麻将扑克 15008087118西站禧天

澳门牌具
扑克麻将牌九新货不断
敬请关注，海口西站135188888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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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葡京牌具
麻将、扑克、牌九、分析仪，厂家直
销。海口西站对面 13518802926

海口、三亚、文昌
房屋、旺铺出售
联系电话：15501757271

18689781169

厂房招租
4000m2可分割，水电齐全，交通便
利，地址:丘海大道。15120644890

海南邦溪温泉现房200套
醉氧之都山湖共享，70年产权，面积
37-88平米，清盘每平3480元层差
25元。全岛看房联系18608903519

出售
2楼铺面 6800/m2，住宅 35 —78平，首付 3
成，国兴兴丹路德盛华庭小宋13005084949

写字楼出租
财富广场 24层，整层出租，面积
1118平米，价格面议。
联系人：13005069218黄女士

15109805393戴先生

公寓房30平米10万一户，使用权40年，
别墅 58 万电 13158953457 三亚周边

豪华别墅出售
海甸岛独具风格，高档豪华装修，独
栋，两证齐全。460万，13698967317

租买海口至火山口沿线农业地
18689864188

车房都能贷
贷款不押车
银鑫典当 68559006,685593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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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低息押车 按揭车再次借款
高价收车 奔达车行666609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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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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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万起湖景庄园定制
600亩水面,189-7680-0403

学校招聘
厨师、面点师、厨工、校警、司机、校医、卫生
工、杂工、文员。咨询电话13518805551

急聘
因业务需要，海汽三亚分公司诚聘大客车
（A1)司机，电话：13178960108 88272499

年底清房特惠
定安县邻街数间商铺
总价40万起，可按揭。
王先生：13976636582

金源小区
值2015年春节来临，星期日隆重举办限
量抽签认购特价房。今年底交房。位邻
省委、省人大、省公务员和风江岸小区。
欢迎光临。热线 0898 一 65345566

平等 自愿 互利 公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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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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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28-660000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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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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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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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欣茹清洁
家政、月嫂保洁服务138767522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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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雅洁家清洁
保姆 月嫂 清洁服务138076790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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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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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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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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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规无抵押贷款
无抵押贷款，利息0.8～1分，2天内
放款，海林投资林总 13086081922

海南人贷款 找海南沙募
沙募投资：68512117 68525661

借钱不求人
无抵押借款，车房抵押
当天放款13637656971

2015年1月21日 星期三28广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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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9765999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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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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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亚 18976292037
18976292037

乐东13807540298
陵水13976578108
保亭13876620309

旺铺转租
三亚市金鸡岭路金和商城1号
楼 103 杨经理：155956323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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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苑商务大厦招租
国贸黄金地段，九、十层700m2，适宜办
公、休闲娱乐等。蔡小姐：135188405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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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昌市中心旺铺特惠
文昌中学和新医院旁旺铺
特价，有房产证可按揭。
谭：18289937783梁：13807616838

海口远顺物流有限公司招聘
半挂司机贰名，A1A2驾照及列
车资格证，待遇从优13907550668

求购20-50亩工厂
要求位于澄迈县地界、交通便利、
有产权证。136989888999王先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