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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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房产银行贷款，月息低至0.36当天放款
房产过户，税务筹划，迦馨代办66669954

汽 车 贷 款
速贷不押车
融车宝：66783833月利息低至2%

▲金盘驾校一人一车4008489866

▲沙发翻新龙昆北27号13976742336

▲温馨机票·旅游·订房66668585

▲江苏干鸡粪、羊粪 18889870855

▲供鸡粪，羊粪有机肥、13976902733

▲旧货全收 13700485710

▲求购农村房屋、土地13098996578

中华牌具
厂价批发各类牌具，海口和平南13036098727

千胜牌具15203083555
麻将、扑克、牌九、鱼虾、骰子

王者牌具
安装麻将程序、扑克、飞针麻将
等，全省低价 13637589380

栏目广告办理电话：139769997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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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税务注销 公司注册
华能大厦1018房

18976570099 66784500

代办劳务、园林、建筑资质
安全生产许可证13278996678

澄迈老城营业中美容美发美甲综合
店急需专业人士的合作、承包或转
让，非诚勿扰。电话：18689572222

江铃货车，小冷库转让
13307677518

大型招投标、审计、造价资质，
寻求加盟合作15303200021

栏目广告办理电话：13098993210

诚聘高中补习老师.待遇面谈
地址：广西南宁市，联系电话：18607884646

报税、变更、注销、资质、许可证
国瑞城雅仕苑 18889968679

办资质写可研做注销
20多年专业低价办工商税务做账审
计垫资评估。66759551.18976970676

诚信低价代办建筑业、劳务、房地产
园林资质及安证18976067222，66262642

栏目广告办理电话：13637596586

塔吊保养存放
大中小水泥罐搅刀提升机
石18976430533 68653745

栏目广告办理电话：13198919988

产权商铺低价出售
秀英大道向荣路千平商铺（3368元/m2）
电话：15501757271 18689781169

栏目广告办理电话：13876677710

铺面出售
海口市海府路 81 号华运大厦
164平方米工行对面 18889806436

最新商机
安全节能环保燃料公司转让，成本低利润
丰厚竞争对手少市场广大。13807598170。

求购 求租
适合办学校、医院、养老院的房子
场 地 。袁 先 生 ：18876837583

韩国麦乐迪建筑玻璃隔热膜
防晒，防爆，隐私，节能，安装升降晾衣架13006069558

50亩荔枝农场转让或出租
琼山区 13518059040

旺铺、别墅地出售
稀缺别墅地低价出售
国贸临街旺铺出售
电话：18889553169

栏目广告办理电话：13976651767

海口新铺租售
零首付，面积30-20000m2,
黎18976109309 林18876105570

铺面招租
南海大道与秀英大道交汇处，适合餐饮、汽车
销售等业态，面积2000余平方（整租、零租均
可）毗邻商业住宅小区，秀英高铁站，停车位
充足，配套设施完善。刘先生13707529868

出租海榆中线金鹿工业园旁仓库
1.2万平米、通水通电可分割、交
通便利、可做其他使用、价格面
议！电话18089769128周先生

海口高考英语
高考，中考英语 雅思 少儿（外教）。小学
至高三。报名电话：188-8978-4820

栏目广告办理电话：13098993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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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百元家教百分效果
十五年毕业班数理化辅导经验，擅方法强
心理包提高。于老师18789678987 非中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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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初三高三考中后收费
一对一，全日制。13976996417

1对1迅速提分，可签约
高中语数英签约130分，物理化
学签约 85 分 0898-68585747

初中语数英签约110分
物理化学签约95分18976465747

声乐教学
视唱练耳、基本发声、歌曲演唱 66511565

栏目广告办理电话：13876677710

空调 家电 家具
13158990058

特
高
价

特
高
价
旧货全收
138763624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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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矿山路桥、工
程项目等）200万起贷、代打各类保证
金。028-86759888（中融信行）

大额资金全国直投，企业，个人投资借款，
200万起贷，手续简便。028_66000068

栏目广告办理电话：138764904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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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8559208,13698957939

低息押车 按揭车再次借款
20分钟到账 诚成车贷 66986008

寻物启事本人林景，2016年7
月 15日 10:50在海口火车东站安检
时，被旅客错拎袋子（25X40cm下面
蓝色，上面白色，中间黑色图案，带子
黑色）里面有个文件袋（毕业证、学位
证、医师资格证、医师执业证、人事调
档函）四本药师书、雨伞、鱼干，如拾到
望 归 还 ，必 有 重 谢 ，电 话 ：
13876785126，13976559627 只要归
还证书就可，里面也有本人联系方式。

车贷不押车
18117668955 66539185五指山路

万通典当房贷
当日放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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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口区域：18976566883 东部区域：13976322100 南部区域：189762920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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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6年7月20日 星期三28广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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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省各市县招募《南国都市报》零售销售队员
全省销售量最大、影响力最广的《南国都市报》根据业务发展需要，现向社会公

开招募各市县零售销售队员，低门槛、工作时间自由，男女不限，您只要在65岁以
内，能吃苦耐劳，均可报名。

工作地点：全省各市县均可。联系电话：海口区域：13807588477
东部区域：18689861608 西部区域：18976200968 南部区域：13876664448

便民信息栏目办理电话
个人信息
防水补漏
管道疏通
土建工程
开锁

13098993210
13098993210
13876984883
13876097145
18608908509

翻新装修
甲醛检测
二手房
二手车
搬家

18889912934
13876097145
13098993210
13198919988
13698980708

高空作业
瓷砖建材
印刷设计

电脑网络商城
家纺

13627537032
13876097145
15008983873
15008983873
13876677710

票务
代理
租赁
代驾
速递

18608908509
13876677710
18608908509
13876677710
1860890850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