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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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校、幼儿园招生广告优惠活动
为配合好学校、幼儿园新学期的招生工作，海南报业发行有限公

司推出夹页广告优惠活动，凡活动期间内在《海南日报》、《南国都市
报》上投放夹页广告的学校、幼儿园，我们将根据投放数量享受不同
等级的优惠价格。活动时间：2015年8月17日——9月18日。

广告投放电话：66810748（黄小姐）13976971000（张小姐）

栏目广告办理电话：139760906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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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栏目广告办理电话：13876490499

隆尧
投资

重金直投
企业及个人项目融资借贷，手
续简便，下款快152955808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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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代 打 各 类 保 证 金 。
028-86759888(中融信行)

欣润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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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不限。028-68000001

雄厚资金 全国直投
各类大小项目融资借款国际品牌
资金安全 专业团队
你的满意不是我们承诺的宗旨
028-65892888

旺铺、土地出售
1、国贸北路临街旺铺（带租约）
2、新埠岛临江、临街别墅地
3、新埠岛临街独栋会所租售
联系电话：18889553169

海甸五西路兆南万福超市临
街旺铺560m2（海大北门斜
对面）招租。18689849741

临街旺铺出售
海口繁华地段，价格低廉。18789262865

仓库出租
白驹大道1800m2砖混结构)仓库
出租，交通便利 18898278808

栏目广告办理电话：139766517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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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栏目广告办理电话：18608908509

低息车贷 按揭车再次借款
高价收车诚成车贷66986008

一小时放款
1-100万急借凭身份证件
无前期费用、免抵押、免担保、可分期 点低
地址：海口市海秀中路星华大厦1202室

电话：66756870 恒亨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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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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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提供业务 有偿回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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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房屋贷（垫）款，房产、土地过户
新民居房地产专办各类房屋按揭和抵押贷款，
房屋买卖垫款，按揭房垫还款多贷。高效办理
各类房屋和土地过户。0898-319816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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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税务注销 公司注册
华能大厦1018房

18976570099 66784500

正规公司代办：劳务.园林.建筑资质
安全生产许可证：13687595499

栏目广告办理电话：13647576863

急用钱-找银达
全国首家典当连锁集团
银达典当诚信经营23年，全国连锁分店25家
办理房产、汽车、名表、钻石、黄金、铂金、股票、
数码产品及大宗房地产项目等典当贷款业务
正规专业 快速灵活高额低息
海口公司：国贸玉沙路椰城大厦一层
68541188 68541288 13307529219
三亚公司：三亚解放路第三市场旁88558868,13518885998

零元注册
低价做帐、报税、注销
龙昆南和信广场66751360、18689989762

代办劳务、园林、建筑资质
安全生产许证 13278996678

栏目广告办理电话：136375965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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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车房都能贷
贷款不押车
银鑫典当 68559311,68559006

低息押车 按揭车再次借款
高价收车 奔达车行66660979

其他信息超市
请看29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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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栏目广告办理电话：13647576863

10天会K歌
海大老师授课（唱歌钢琴等）66666154
音乐艺考、少儿声乐、主持、吉他等各类乐器

海口名校高级教师初中高中
数学专业补习！13876545092
宋老师阅读作文
24年教学经验14年培优品牌，专注专业，免费试听
授课地址:1.海垦2.龙华13700493089宋

寻人启事
符有学 ，患有老年痴呆症，于
2015 年 8月 9
日在临高县加
来镇内走失，
上身穿灰色T
恤，下身穿黑
色裤子，望知
情者电告，酬
谢 5000 元 ！
电 话 ：
15308978168
18089777161

普朗教育
(家教)语数英 数理化 政史地周末课，晚
修课 ，寒暑假课乐老师：18789199512

海口区域：18976566883 东部区域：13976322100 南部区域：13976599920 西部区域：138760711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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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夹页广告及其他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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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贸发行站
琼山发行站
白龙发行站
新华发行站

13876677710
13198919988
13098993210
13379877754

18689865272
13627537032
13876984883
13976834458

DM夹页广告办理电话
秀英发行站
海甸发行站
白坡发行站

13198947206
13807596387
13698980708

66810583
13697591335
13687597776
13907558778

海
口
发
行
站

大成小贷 大成典当
办理各种抵（质）押贷款 利息低
68515956 13078998029
地址：海口市金龙路百金城3号楼A3铺面
地址：三亚市河西路黎客酒店首层5号铺面

整栋租售
1-7层（1360平），一楼为商铺，
售 4500 元/平 。 13807571386

二十年在职名校老师
高考中考数理化英全科专业提分，免费试听，签约授
课。一对一可上门，全日制，小班授课。13907584270

万通典当
房产、汽车（车主可使用）黄铂金
名表9折质押，节假日大额照常放款。
18117668955 66539185 五指山路

最高估价
按天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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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南人信贷、贷款不押车
沙募投资:68512117 68525661

办公楼、仓库招租
另有江铃小货车转让 13907596820

餐饮招租
蓝天路 33号京航大酒店中餐
厅2230m2招租，电话31654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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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铺面招租
文明中路158号1楼铺面招租，新
华北原海口饭店三楼歌舞厅场地
出租。电话66119999 13876900880

海大海师100分家教
最专业的家教老师上门一对一辅导，查漏补
缺，迅速提高成绩！家教热线13876231595

可做办公、网吧、社区诊所、会所、场地出租
二楼620m2，地址海秀西路。18876748140

栏目广告办理电话：18689995651

北京二锅头散酒坊
正宗国营 中华老字号
www.egtjf.com 400-006-1163

药店Gsp认证全程指导,一
次通过高,有多名执业药师。
联系郑老板 13307685330

栏目广告办理电话：13876809428

招聘司机
海口平海新能源汽车运输有限公司
长期与旅行社合作，从事海口市内
包车，短程接送业务，要求：驾照A2
以上有资格证，薪金：4000以上有
社保，地点：华侨宾馆（新港附近）
电 话 ：13307600381 13976678126

海口经济学院（桂林洋大学城）

诚聘保安
3 名，2110 元/月，缴纳五险一金，
提供住处，有年终奖及绩效工资。
联系电话 13976690840（杨队长）。

栏目广告办理电话：136475768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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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初高中专业辅导 中高考一对一
签约上名校。郭 13976996417

治贤
教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