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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国宝码
短信代码：616

本期概率分析推出，第一位为：3849；

第二位为：4905；第三位为：1278；第四位

为：1657。

重点38头 16尾，2479站中肚；稳坐

31，防68

三字现：385、370、361、359、347、269

定位2：3XX3、3XX0、3XX7、3XX4、

3XX1、8XX8、8XX5、8XX2、8XX9、

8XX6

定位 3：38X3、37X0、36X7、35X4、

34X1、83X8、82X5、81X2、80X9、89X6

直码：3853、3730、3617、3594、3471

8308、8285、8162、8049、8926

海南（4+1）34716

海口区域：18976566883 东部区域：13976322100 南部区域：189760115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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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府城镇建国路4号华侨大厦1403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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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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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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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687503268

初三高三考中后收费
一对一，全日制。13976996417

三红蜜柚承包合作
在红旗镇，45亩，种植两年,有种
苗出售。韩先生 13627503926

海南侨中高级教师
小初高数学辅导13876623996

零元注册 低价做账、报税、注销
龙昆南和信广场 66751360 、17784628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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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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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办资质写可研做注销
20多年办建筑装饰照明设计施工工
商税务做账审计等，18976970676

优速快递美兰一部招市中心优质承包区，
另招有经验的司机、快递员电话31179400

生化肥、复合肥、大量元素肥、高效
钾宝、冲施肥、土壤调理剂，纯羊粪、
鸡粪，招聘业务员：13807665420

中华牌具
厂家批发各类牌具，全国最低价！
海口和平南路 13698987202

栏目广告办理电话：138769848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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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佰亿金·雄厚资金
为中小企业、个人提供资金周转
房地产，制造加工，在(扩)建工程
矿业，水电，旅游，能源，路桥等
手续简便快捷 028—87956677

售绿化大树
大腹木棉树、小叶榄树、红花风
玲树、雨树。电话：13078968696

仓库出租
桂林洋桂高二横路，出租面积1000-
3500 平方，联系电话 13136072828.

招租
仓库、厂房、办公配套齐全，交通
方 便 。请 致 电 ：13907592814

▲（打官司）律师咨询，13907575430麦

▲盆花出租 办公室摆花13322027316

▲草坪修剪 树木锯枝13322027316

▲熟肥500元加工200元吨13976031369

▲厂价翻新换皮换布定做18789099568

▲泰国矮椰苗三年结果13807673513

▲温馨机票·旅游·订房66668585

▲沙发翻新 龙昆北27号13976742336

▲永兴搬家公司电话：13976089860

▲金盘驾校一人一车4008489866

▲出售槟榔苗 13976676158

▲翻新、抛光、结晶、打磨15778998186

求租楼层房
海口临街要求交通便利、有停车场、
独幢楼房大型宾馆、酒店、单位或公
司楼转租均可，面积3000至 6000
平方米，用于开设医院。介绍成功者
有一定报酬！陈生 186 8998 22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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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810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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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物业公司诚聘电工、保安数名
待遇面议，电话：68534181

物业公司招聘
海南一卡通物业管理股份
有限公司（海航集团持有股
份企业；物业百强）长期大
量招聘厨师、工程维修、财
务、电商、物业运营、客服、
餐饮服务等人员，工作环境
好，待遇优，请联系0898-
66569830；mgao.li@hnair.
com。

海大海师100分家教
十年家教品牌，一对一专业辅导，查漏补缺，
迅速提高成绩！家教热线:13807672541

仓库厂房出租
丘海大道富康路1400平方,水电齐
全，交通方便。联系：13907683728

▲仓库招租 15008985728

市区酒楼转租
望海国际对面酒楼（含精装修、包
厢与设备）转租，共 2 层，2 楼
1400m2,3楼1200m2，可分租可整
租，不限行业，租金优惠，联系人：杨
先生 18189815191/13322096515

▲龙昆北铺面招租13198933366

立昇企业招聘
电工、品管员、残疾工、成本会计，电气\
机械工程师，联系人：65728887（符）

3月 11日，体彩大乐透第17027期开

奖，前区开出号码08、17、25、33、34，后区开

出号码03、11。当期全国开出5注头奖，每

注奖金856万余元，花落4地。

其中1注头奖被河南省郑州彩民幸运

揽获，投注方式是10元5注单式票。昨天，

这位郑州彩民来到河南省体彩中心兑奖，现

场分享了他的中奖经历。

大奖得主张先生是位年过花甲的老彩

民，采访过程中，精神头十足的他一直面带

微笑。据介绍，接触彩票多年的他对体彩的

玩法如数家珍，然而，最近几个月，他突然迷

上了大乐透，每次买彩前都要研究一下最近

的走势图才选号。

上周六，张先生路过一家体彩网点时，

想起来当天是大乐透开奖的日子，于是就走

进网点，照惯例先看走势图，仔细研究一番

后，选好号码就让老板打出来。张先生说：

“当时老板还问我要不要追加，我没多想，平

常也没有追加的习惯。”

开奖第二天，跟老伴吃早饭的间隙，张

先生拿出手机查看开奖号码，“我是先看的

后区号码，发现第三注后区的俩号对上了，

当时想着中了5块钱，心里挺开心，还在老

伴面前炫耀。”接着看前区的号码，张先生看

一个号对上一个号，居然全对上了，收获当

期奖金856万元。回忆起当天的情景，张先

生还是相当激动，“我跟老伴说我中了一等

奖，她死活不信，直到陪我来省体彩中心兑

奖才相信这是真的。” （河南体彩）

花甲老人10元中大乐透856万

2017年3月19日晚，省体彩中心传出喜

讯：我省一彩民当晚擒获海南4+1彩票30注
一等奖，共计390万元奖金。根据省体彩中
心机房检索，斩获一等奖的幸运彩票出自海

口 世 贸 西 路 口 晚 报 亭 ，网 点 编 号 为
4601001103的投注站。中奖彩票的出票时
间为：2017/3/19 18：12：17，投注金额为：60
元，投注方式：单式倍投。 （海体）

体彩喜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