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栏目广告办理电话：139760906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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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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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永信投资
解决资金缺口、长短期应急企
业及个人创业、利息特低，快速
下款！电话：0898-66672300

商铺出售
1800平米商铺整体低价出售，中
介勿扰！联系电话:13807681686

旺铺招租
国贸1500平米临街旺铺招租：18689873387

低价出售儋州市中心项目
可经营酒店、酒楼，项目占地15亩，总建
筑面积8700m2。另：临街商铺2490m2，
整体合作或出租。有意者请致电
张 先 生 ：18789051555，233228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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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秀英区永万路83号维多利亚花园
207平米跃层出售138076816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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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栏目广告办理电话：18808961006

江苏干鸡粪（农家宝）18889870855
鸡场自产自销，免费试用，征代理商

有日本原进口（微生物有机肥，土
壤改良剂）出售。聘请，农药，肥
料，业务员。电话：15008027177。

栏目广告办理电话：13637596586

税务注销 公司注册
华能大厦1018房

18976570099 66784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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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年专业办理资质证
可研报告变更注销做账工商税务审计
验资评估 66759551、18976970676

栏目广告办理电话：138768094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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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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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代办劳务、园林、建筑资质
安全生产许证 13278996678

写字楼招租
海垦路 119号海南医药物流城五楼
（海口保税区对面）18289240742

临街旺铺出售
海口繁华地段，价格低廉。18789262865

香港城神殿夜总会征话务员
底薪十奖金十提成限女性，口齿清
晰月入5000以上，18889141615高总

黄金铺面转租
位于海口市海秀东路黄金铺面转租，租金便
宜，免转让费，非诚勿扰。15103061516赵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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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百通 工商税务商标专利
代理 财务记帐/资质许可证/版权66500668 66500222华银大厦2106室

国贸旺铺招租
五楼整体招租，两部电梯 、室外
花园约1300平方 适合餐饮 、夜
宵。2、一楼800平方精装修酒吧
转让或招租。地址：玉沙路国美
电器楼上。3、万绿园附近约4000
平方会所主副楼整体招租，适合
办公、健身场所，价格面议！
18889719000、18889557867

楼房招租
海口灵山文西三街1号共3200平
方米招租。王先生13518052808

海南人信贷、贷款不押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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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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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旺铺、公寓出售
秀英小街向荣路千平旺铺出售，
3368元/m2；滨海大道278号金色阳
光67m2公寓低价出售。
电话：15501757271、186897811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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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专业车辆抵押贷款
按揭车 全款车有车就能贷 额度
高 利息低 当场放款 榕昇投资
15607685508

金源小区
项目将竣工，限量特价房。年底交
房。位邻省委、省人大、省公务员和
风江岸小区。热线0898一65345566

栏目广告办理电话：13647576863

低息押车 按揭车再次借款
高价收车 奔达车行666609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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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车房都能贷
贷款不押车
银鑫典当 68559317,68559311

招聘
国兴大道四星级商务酒店开
业在即，诚聘：贵宾接待员、行
李员、客房服务员、厨师、迎宾
员、美工、保安员、洗碗工、工
程技工、秘书。专场招聘会地
址：海南迎宾馆国宾三厅。时
间：9月22日-23日。
联系电话：65205153

高估计低息押房产、汽车、黄铂金、钻石、手表等
地址：海口市龙华二横路路口

13034999899
18976076981
0898-66249127鑫宇典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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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大钢构、钢模、铸钢、机械加工，
各种非标设备 13976692616

栏目广告办理电话：186899956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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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价供应聚乙烯丙纶复合卷材。
城西店苍峄路 18号 13976110804
金宇东路 15号 66775662 18976446662

喜讯
恒力美健身俱乐部
风雨九载 再创辉煌
超大空间 全面升级
二年店庆卡 只需980元
地址：海口市海德路现
代花园一期一栋三楼
电话：0898-66797001

供应龟壳攀鲈(海南婆)鱼苗
免增氧設备，病害少。大致坡
13807673503苏

美容院转让
国贸黄金地段200m2美容院转让，有固
定客源，价格优惠。刘：15120988222

栏目广告办理电话：13976999795

其他信息超市
请看29版

营业中旺铺转让
260m2，15799046484罗先生

四星级海景大酒店转让
东 方 市 中 心 酒 店 建 筑 面 积
13000m2，证件齐全。含客房（150
间）、中西餐厅、娱乐（KTV）、休闲
（棋牌室）为一体的多功能酒店。
外观气势宏伟，装修格调舒适典
雅，功能配套齐全。18876658831

餐饮旺铺转让
230平、生意火、接手就赚
明珠广场旁 13707539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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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超低价饭店转让
客源稳定，接手就赚！海垦路美食街！13518089039

大同旺铺转让
经营中的铺面转让，本店经营多年
有固定客源，转让接手直接可做，
面积：500m2，有意者请联系：
13637569432 张先生

火爆老爸茶对外承包
1500平方，接手就赚。美兰
区文明中路。18389371088

南海大道旺铺转让
此餐厅人流广，有固定客源
经营得利。13876544165李

文昌高隆湾8亩土地转让或合作。
13337616018

栏目广告办理电话：136475768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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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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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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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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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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月15日《南国都市报》分类广告将推出便民信息专栏，我们的宗旨是：面向大众服务于个人、小
微企业等，低价格再优惠。机遇难得不容错过，大家快快参与体验吧！

一、该专栏每行14个字，每条收费分别划分为：▲ 35元/条：个人信息（我要的、我有的）、钻孔、打
井、防水补漏、小吃·水吧、按摩保健、管道疏通、土建·工程、开锁、维修、送水、住宿、高空作业、园林制
品、苗圃绿化、美容美发、瓷砖建材、印刷设计、电脑·网络商城、服装·窗帘·布艺、木工、建筑·设计、特
卖·甩卖；▲40元/条：家纺、翻新·装修、空调加冰种·制冷、甲醛检测、卷闸门、塑料包装、防盗网、净水
超市·办理水卡、晾衣架；▲50元/条：二手房产、二手车、网络监控、药材·养殖、娱乐咨讯（歌舞厅）、影
讯先知、搬家、票务、代理、租赁、代驾、婚庆、速递。

二、认购时间：2015年9月1日起。
三、促销期间优惠回馈：1、凡一次性购买5次送2次；2、凡在活动期间订购均享受八折优惠。
咨询电话：66810228、66810582
广告订购热线：66810111、66810788、66810570

喜
讯
来
了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