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栏目广告办理电话：13098993210

栏目广告办理电话：13198919988

仓库招租
地址:桂林洋桂高二横路(经济学院
旁) 面 积:1000——20000 平 方 。
电话:13707525351 丁先生

冷冻厂.大仓库.大厂房招租
15120881789 林

临街旺铺出售
海口繁华地段，价格低廉。18789262865

港澳开发区仓库招租
13178920099

铺面招租
1，文明中路158号一楼200平方米临街
铺面招租。2，解放西路多宝利商业广场
四楼有1千多平方米铺面出租，价格优
惠 。电 话 66119999、13876900880

租售
博雅路352号精装75m2,750元/月，西沙路运通
大厦101-1,20m2净价9万，18919859276李老师

海盛路650m2仓库出租
水电齐全。13907629581

旺铺出售
文明中路康达大厦1—6号铺面
200平方米出售,18889901193林

铺面招租
永万路800m2可超市网吧医院健身培训
仓库等另有四房两厅出售13876012303

临大街商铺：一楼118m2一年
收租24万，二层1128.48m2，
900万面谈13519891203

物流公司招聘
文员及物流专员（限海口区
域），工资面议。13215735689

低
价

工商税务增资变更验资
财务会计、存款证明，资质证
联系:13807671348 66660908

龙潜投资
股票培训，每周六开课。另代客理财咨
询。微信ALUOLH，热线：15108955398

栏目广告办理电话：13976999795

建设用地转让或合作
五指山市中心有商住用地100亩，
旅游地产200亩。曾18189766959

聘：化验、妇科、内科、治疗医助
B 超 手机 186 8998 2286

恒安华汽车维修检测诚聘
因业务扩展需聘业务厂长(擅长电
器）一名，高级油漆工一名，检测
员若干名，待遇从优；另承接汽车
二保、等级评定、年审、环检、特种
车维修、GPS核查等业务。
地址：海口秀英海盛路109号
电话：17789882919 68656117

海口香格里拉酒店招聘
洗碗工，2500—3000元，66529062

立昇公司招聘
品管员，生产工人（男），前台文员，体系
工程师。电话：6572887/65728990（刘）

栏目广告办理电话：139766517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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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物业公司诚聘
海甸六路小区招聘40岁以
下 保 安 员 13519882702

国贸500平米咖啡厅低价转让或合作
设备齐全，租金低。13907558791

老中医诊所招聘
三亚杨立华中医诊所招聘微机管
理员一名，电话:13876885288

售九小侨中学区，紫园B区亏50万
急售90平精装带家具家电南北通透
两房9楼110万 李18876675516

栏目广告办理电话：13098993210

初三高三考中后交费
针对被动生，全托辅导13976996417

栏目广告办理电话：13198919988

机票、旅游、订房
66668585（温馨）

10天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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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南师范大学家教服务
校方非盈利机构65866174，658670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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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889912934

急用钱-找银达
全国典当连锁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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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8559311,68559317

其他信息超市
请看21版

高估价低息押房产、汽车、黄铂金、钻石、手表等
地址：海口市龙华二横路路口

18976076981
13034999899
0898-66249127鑫宇典当

教师自办
1对1，中考、高考、全日制。189764657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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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税务注销 公司注册
华能大厦1018房

18976570099 66784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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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栏目广告办理电话：18889912934

专
业

代办房产过户手续，税费低、速度快，
为您省时省力海南桃盛—68610698王

代办劳务、园林、建筑资质
安全生产许可证13278996678

天弘伟业专业代办
建筑业资质及安全生产许可证
18976065222 662626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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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裕投资
全国直投、手续简便
自有雄厚资金寻项目、水电、矿产、
林业、农业、煤矿、房产、在建工程等

咨询：028-68000066

咨
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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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8-68000050

免费注册
低价做帐 报税 工商 上门服务
龙华区万瑞广场 13078942744

宝翼龙投资
资金直投中小企业项目融资，及个人贷款，
手续简便下款快，外地可 13611519816

栏目广告办理电话：138764904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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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876984883

有车就能贷 闪电到帐
高价收车 诚成车贷66986008

海南人信贷、贷款不押车
沙募投资:68512117 685256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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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89866672300

世联基（集团）投资
公司自有大额资金，寻全国优质项目

房地产、土地、在建工程、厂矿、农业、林业、酒店等
手续简便，放款快（寻居间代理）

融资热线：023-67072727
地址：重庆市江北区步行街协信中心18楼23楼

鼎鑫联投资全国直投
大额资金寻优质项目：房产、矿
业、水电站、农业、林业、养殖、在
建工程、学校、酒店等。企业及个
人可免抵押，轻松解决资金问题，
区域不限。电话：028-688001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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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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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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68105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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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
口
办
理
点

经营站
国贸站
琼山站

65306703
68553522
65881361

新华南路7号海南日报大院
国贸北路国安大厦1308房
红城湖路怡田公寓1001房

白龙站
新华站
秀英站

65379383
66110882
68621176

白龙南路省科技活动中心3楼
新华南路7号海南日报大院
汽车西站对面金银小区A栋2单元703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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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欢迎在《海南日报》、《南国都市报》投放夹页（DM）广告
夹页广告具有针对性、灵活性、可测性，以低价格、高质量的宣传方式，将商家

广告夹投在《海南日报》、《南国都市报》随报发行，能起到较好的广告宣传效果。
广告咨询电话：13976971000
广告投放热线：66801583 66801748 6681050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