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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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口区域18976566883 东部区域13976322100 南部区域 13976599920 西部区域138760711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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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昌13307616119
琼海18976113800
万宁13976065704
定安13907501800
屯昌 13907518031
琼中139075180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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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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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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乐东13807540298
陵水13976578108
保亭13876620309

广告热线电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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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栏目与南国都市报数字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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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务注销 公司注册
华能大厦1018房

18976570099 66784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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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商注册 年检 税务 做账
房产开发资质 物业资质 园林建筑资质
海口市 66662131 18976579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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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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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沙发翻新
工厂：海秀中路 68922205

创业要成功 加盟筋骨堂
央视品牌合作伙伴 非遗保护传承项目
国家商务部特许 全国1300家店面
咨询热线：400-687-7908

13572923219

金沙娱乐场
百家乐、七星彩等游戏！
详情请进入www.999969.com
开户首存 500 送 600。期待您的加入
客服热线：4000839058

老爸茶店对外承包
生意火爆，1500m2，接手就赚，不用投资！
和平南路六合城市广场后门！15008040105

劳务、园林、建筑等资质
安全生产许可证专业代办。13278996678

酒店招承包
位于海口市区中心，临街铺面、九十间客房；
实用三千多平方米。13368996183王小姐

华宝防水材料专卖
我司生产销售JS、K11防水涂料，
TF、有机硅、水不漏、胶泥、胶粉，
平价供应丙纶复合卷材。
城西店苍峄路18号13976110804
金宇东路15号66775662

金牌家教
十年教学经验，主攻高考数学，一对一快
速攻破数学难题。赵老师13637548017

10天会K歌
海大老师授课（唱歌钢琴等）666661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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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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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4年中考最高分 756分，高考最高分 834分（理）。
中高考冲刺上名校；初高中会考冲刺；艺术高考生文
化课集训；初高中全科 1对 1辅导。郭 13976996417

治贤
教育

有冷冻厂.冷库.大仓库.厂房招租
15120881789林

仓库厂房出租
秀英白水塘标准厂房600m2，铁皮
房600m2，住房10间。13976099033

海南师范大学家教服务
校方成立非营利机构
65866174 65867092

15000m2标准厂房出租
南海大道老城段、海口火车南站旁，适做仓库物
流，加工厂，可分隔出租。13307515680李

海师海大提分家教
专业教师一对一上门辅导，
查缺补漏，迅速提分！
提分热线：18689861887

市中心酒店二层3000平米45间
精装修和1500平米办公搂（可
分割）招租。13034983619周

招
租

招租
三亚大东海商圈临街精装旺铺，价格面议，
有电梯有门禁。靳先生：13368927526

绿化树出售
本种植基地有大量非洲楝、盆架子、红豆、
凤凰等绿化树低价供应。13036093366

滨海大道500平精装海景办公室出租
（另有办公室出售）13337663397非中介

空铺转让
国度建材城一期近200m2空铺
转让。侯先生1333765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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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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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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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车房都能贷
贷款不押车
银鑫典当 68559311，68559006

888 贷款
凭身份证、户口本2小时放款，5
千--50万，无前期费用，保密不抵押
电话：68555346、18089845508
地址：玉沙路，富豪大厦c座南褛
1007房 恒运鑫投资（椰智）

德益金融
＊雄厚资金寻各类项目合作与开发
＊自有资金可为各大小企业及个人
轻松解决资金困难。200万起贷，手
续简单、放款快、区域不限
全国金融财富热线：028-86660299

盈利中台球茶艺馆急转
龙南路1000m2，月租金20元m2，18789155999

09年宝马730车辆转让
黑色私家车188761859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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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亚大山投资
借款投资 方便快捷151030277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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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企业、个人、各类大小工程项目
解决资金困难，200万起贷，区域
不限。手续简便、利息低、放款快。
028-66008188盛世汇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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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车贷不押车
汇富诚车房抵押贷款，正规、快速。
13518808606

海南人贷款 找海南沙募
沙募投资：68512117 685256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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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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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亚小额借款
凭本市身份证户口本当天办理1-10万
诚信保密无抵押 正规注册 亚联泰投资
88669675 88669685 13379971861杨经理
三亚市衍宏：现代城17A03室（市人民医院旁）

来就借
1一 100万本市人凭身份证来就
借，当场下款无任何手续费，地
址：海口京华城 B区 7栋 2单元
2205室，电话 68556423海博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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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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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人贷
手续齐全、10分钟下款（急时）可按天
计息（灵活）节假日不休（便捷）可分
期还款（压力小）您急用钱的好去处

24小时热线
68517448 18184647524
地址：国贸路59号正昊大厦19D室（广发财务）

办资质房产项目清算
可研报告变更注销做账工商税务审计
验资评估 66759551、18976970676

餐饮旺铺转让
红城湖路：15008972896

东方市大型养羊场转让
陈先生13110505010

三沟酒业诚招
北方名酒三沟系列浓香型白酒诚向各市县招
商。另招聘海口地区业务员。68638599隆

借钱不求人
无抵押借款，车房抵押，当天放款
儒丰投资13637656971

急用钱 速放款
儒丰投资15808922827

旺铺招租
龙昆南主干道门市350m2可分租，最
小分租150m2。13322051398陈女士

12000m2混泥土6米高仓库厂房出租
联系人：小陈13907699913

旺铺招租
租一层、送一层，西沙路临街；
面积655平方，电话：13907552832

海大海师100分家教
专业的家教老师上门辅导，查漏补缺，
提高成绩！家教热线 13876231595

欣润投资 全国直投
雄厚资金支持，为企业及个人解决资
金困难（煤矿、水电站、矿产、农牧林
业、宾馆、房地产、在建工程等）100万
起贷，区域不限,高薪聘商务代表。
电话：028-68000001

汉邦投资
专业个人、企业无抵押信用贷款
汽车、房产抵押贷款，利息低，出款快
电话 15103089077地址：玉沙路13号

发亿投资
大额资金支持个人，企业短期拆借。
房地产、矿山、电站、农牧林、制
造加工等各类新建项目，区域不
限；轻松解决资金困难。
028-68807555

白水塘3500平方厂房出租，
金盘500平方剪板折弯铺面出
租。联系张先生13627551000

琼中铺面出租
一、出租人：海南海汽运输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琼中分公司。二、出租物业情况：
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海榆路新二区新
车站一楼候车大厅铺面4间。三、租赁期
限、经营范围及免费装修期。租赁期限
均为 2 年，1号、2号铺面经营范围为食
品零售，3号、4号铺面经营范围待定（与
1号、2号铺面经营 范围不冲突的情况下
双方商定），免费装修期视经营范围决
定。四、报名材料：提供个人身份证或企
业法人营业执照复印件等。五、报名时
间：截止日期为 2015年 4月 30日 17：30
止。六、报名地点：海府路24号海汽大厦
10楼战略投资部或 琼中县海榆路新二区
新车站二楼综合部。联系人：符先生、
陈先生。电话：13307629552，13876419500

招 租
仓库出租、秀英车管所对面、大小可
分割，联系电话：13876826062 郭先生

大型标准厂房出租
位置佳，顶有隔热层，880 m2，可做工厂、
仓库等，每平方月租10元。18976956899

旺铺、别墅转让
1、京江广场旺铺 1-3层计 2041.81
平方。2、京江广场旺铺 1-2层计
2520平方（地址：南海大道、金濂路
10号）。3、黄金海岸花园海景一线
别墅一幢（地址：海口市滨海大
道 201 号）价格面议、非诚勿扰！
联系人：秦小姐 电话：13976997097

本市人1一100万内当场得款
无任何手续费 正规 诚信 快捷
地址:海口市海秀中路星华大厦1202室
电话:66756870 恒亨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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