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欢迎乡镇、农村、农场等偏远地区客户在
《海南日报》、《南国都市报》刊登分类广告

为方便乡镇、农场、农村等其他偏远地区办理分类广告，发行
中心开通以手机短信、QQ、微信等形式多样的办理渠道，以方便
广大客户刊登广告。可承接办理：身份证等各类证件遗失，法院、
住建局等各类政府单位公告，商业信息，农产品名特优推介等。

帐户：海南日报社发行部
帐号：2201021109200007117 开户行：海口市工行金盘支行。
电话：13976322100

广西玉林市民办中、小学转让
占地12亩，现有300多住校生，欲以转让，电话：13367754636

宾馆整体转让
一楼4个门面改茶艺馆、二楼麻将包厢、三四
五楼客房。赵13136044567、182895525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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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让
海口府城高登花苑房产及幼儿园，可
做办公室，可按揭。18889123998

足闲馆转让
营业中1500m2海秀东,因家变
亏血本转让，13707547675 孙

800 平方盈利餐厅转让
低房租高收益！地址：国兴大道
大润发附近！17789898688 陈

东方市优质地产项目转让
面积150亩，地处高铁站旁，年底
开通高铁，周边配套齐全，产权清
晰，无抵押。价格特优惠。联系
人 ：朱 先 生 电 话 13735118858

车房都能贷
贷款不押车
银鑫典当 68559311，68559006

其他信息超市请看29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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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家养殖示范基地长期提供海南本地
果子狸种苗、商品狸。13807679133

荷兰七箭啤酒招商
诚招各市县经销商，招聘各
市县销售精英，东西线经理，
电话：18689524060张，公司
网站：www.hi7-arrows.com

广通速递2013年5月取得全国快递
经营许可证，现诚招市、区、县代理商
18660186690 0531-89605989 89605986

烟酒行带货一楼旺铺转让
地址：蓝天路与海府路交叉路口
13876338599 18889811165王

旺铺转让或承包
转让或承包南宝路1000多平方的
新装修港式茶餐厅连锁店（内设包
厢棋牌室，大型停车场）转让费面
议；承包:无需任何额外投入，仅需
支付少量保证金，即可进场经营，
承包费为每月少量保底租金加分
红即可（面议）139762097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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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低息押车 按揭车再次借款
高价收车 奔达车行666609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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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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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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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借钱不求人
无抵押借款，车房抵押，当天放款
儒丰投资13637656971

世纪创投
各类大小优质项目质押，
抵押借贷，企业、个人流动
资金借贷。额度高，利率
低，手续简便，出款快速，行
业、区域不限。（500万起）
免费电话：400-0654-8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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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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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车贷不押车
汇富诚车房抵押贷款，正规、快速。
13518808606

急用钱 速放款
儒丰投资15808922827

椰智贷款
放款速度快、手续简单、利息1.8%，
还款：没钱还，没关系，可分期，可续期

电话：68555346，18089845508
地址：玉沙路富豪大厦C座南楼1007
恒运鑫投资（椰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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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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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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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
抵
押

无
担
保凭身份证借款

海南人贷款 找海南沙募
沙募投资：68512117 685256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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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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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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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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gdsb.hinews.cn 同步刊发

大额资金投资
专业为企业、个人创业轻松解决资
金困难，在建工程、煤矿、电站、房
产、酒店、旅游交通等，项目不限，手
续简便、放款快！028-658928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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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售猪粪
有益菌发酵好干猪粪出售，电话：18889647107

涂料厂寻民间资金，利息高
可实地考察！13976870341

咖啡厅转让或合作
800平方米，国贸大道美源广场旁，13518061184何

兴隆酒店转让或合作
占地面积122亩，欲全部转让或
合作。有意者面谈133689938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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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唐二手车
收售，抵押，（货车、轿车、各类二手车）152899166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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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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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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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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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免费试讲，满意为止！朱老师：18689861887

10天会K歌
海大老师授课（唱歌钢琴等）66666154

在职教师帮你快速提分13518064919
初二会考、初三中考冲刺
高二会考、高三高考冲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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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逢源春家政
月嫂、保姆、看护、保洁、租房、外墙清
洗36369258 富豪大厦B座 1304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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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永兴搬家公司
专业搬迁公司、家庭、单位，承接各市县
搬家。电话;13976089860 13976638576

20年热心人家政
专业月嫂、保姆、护老、保洁。
68529123 玉沙路富豪大厦北楼5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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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级月嫂催乳师 就业率99%
美丽妈妈产后恢复中心68512576

易悠家家政
专业保洁，长期高薪招清洁工，66666458

昌宏家政专业月嫂，保姆，护工，
婴幼儿户口。66660709，
海 秀 东 路 农 机 大 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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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