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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热线

▲供鸡粪、羊粪有机肥. 13976902733

▲熟肥500元吨生肥100元/吨13976031369

▲招投标预、结算18089847000

▲江苏发酵鸡粪、羊粪（农家宝）18889870855
▲矮种椰子苗种三年结果13807673513

▲永兴搬家公司电话：13976089860

▲专业防水补漏13518824367

▲翻新、抛光、结晶、打磨15778998186

▲厂家订做包厢沙发0898-65521106

▲厂家软包专业制做0898-65521106 ▲（打官司）律师咨询，13907575430麦

▲无塔、变频、无负压、13078947000 ▲温馨机票·旅游·订房666685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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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车贷房贷
不押车无手续费
融车宝：66783833月利息低至1%

得数学者得高考
海南华侨中学刚退休高
级教师初升高衔接班
高 中 数 学 专 业 辅 导
13876623996税务注销 公司注册

华能大厦1018房
18976570099 66784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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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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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省诚信低价代办
建筑业、劳务、房地产资质及安证
18976065222,662626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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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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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榆中线农科所旁
14亩硬化场地出租 139766926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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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68105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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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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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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初中数学物理一对一
家教十年13807585058

低价公司注册，报税做帐变更
龙华区南沙广场 15208929668

求租办学校医院楼房
严先生 13976591357

▲盆花出租 办公室摆花13322027316
▲草坪修剪 树木锯枝13322027316

金海大酒店出租
东方市农科路七层楼3200平米。二楼
起 69个客房八个小房。13707591991

招聘出租车司机30名
签合同上岗，有社保保障
电话：18689895005 13807662158

三亚十五亩地转让合作
张先生：18976318888

大额直投 西部领先
为企业、个人提供雄厚资金，股权合
作，经营性投资担保，各类项目：地
产、矿山、水电、能源、农业、旅游业等
鑫合财富：4008378677

海大海师100分家教 十年家教品
牌，暑期一对一专业辅导，查漏补缺，
迅速提高成绩！家教热线：13807672541

高考英语 中考英语
本人教高考英语20年，能在短时间提高英语
成绩。招生对象:初一到高三18889784820

和平南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现诚聘内科副主任医师，
全科执业医师，护士(有住
院部工作经验者优先)，医
保结算及收费员，会计。电
话:15841979189，地 址:
海口市美兰区海府路61
号汇佳广场二楼。

诚招
现有海文高速桂林洋出口附近一百多亩
建设用地寻合作。电话：13700470326

海口市內中医门诊招骋
中医师（5年以上工作经验）2名，护士 3名
（有资格证），工资面议。联系电话:13876196863

英语语法特辅
28年经验湖南名师带您突破高考
语法阅读写作。南宝路 13322084108

尚学一对一上门家教 十二年专业家
教，海师海大最优秀的家教老师一对一
上门辅导，免费试讲！电话：17889988310

海口市国兴大道幼儿园转让
电话：18976532863

物业公司招聘
保安，监控员18一50岁男女均可，身体健
康无犯罪记录，待遇面议，18876142392。

韩小妹，女，
51岁，三亚
人 ，身 高
1.63 米，有
失忆症，今
年4月在三
亚走失，找
到 是 本 人

者，酬谢 5 万元，联系电
话：13016268080。

1、夏令营时间：
第一期：2017年7月8日

—2017年7月17日
第二期：2017 年 7月 18

日—2017年7月27日
第三期：2017年 7月 28

日—2017年8月6日
第四期：2017年8月7日

—2017年8月16日
2、招收人数：每期招收营

员130-150人
3、收费标准（10 天/期）

全程一次性收费3180元/人/
期

4、即日起，优惠政策变更
为：

（1）即日起，报名南国军
事拓展夏令营的营员，每人赠
送价值 120元的海口万人海
鲜广场游乐园门票一张，凭该
门票可游玩任意六个项目。

（2）5 人及以上团体报
名，每位营员优惠 100元，送
游乐园门票一张；

（3）10 人及以上团体报
名，每位营员优惠200元，送
游乐园门票一张；

5、报名方式：
现场报名：海口市金盘路

30号海南日报社新闻大厦大
门

微信报名：关注南国都市
报官方微信公众号，点击子菜
单中的“夏令营”报名入口填写
资料。报名后，工作人员会与
您联系确认报名信息再进行支
付。

如果想了解更多夏令营的
信息，可以关注“南国都市报活
动俱乐部微信公众号”。

6、报名咨询：66810172
（工 作日上午 8： 30- 12：
00，下午 15：00-17：30；
周末正常接受报名，时间：上
午 9： 00- 11： 00， 下 午
15：00-1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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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国都市报7月16日讯（记者王燕珍）由南国

都市报主办的第六届南国军事拓展夏令营第一期即

将结束，小营员们都依依不舍，盼着时间能过得慢点。

入营后，孩子们每天都会向夏令营营长汇报自

己学到的东西。汇报会结束后，教官会给每个营员

拍照发给家长，这让孩子们非常开心，大家都绞尽脑

汁想着各种造型，要将自己最帅气、最漂亮的一面展

现给爸妈看。

“每天半夜，教官会打着手电筒到房间，给我们

盖被子。”小营员张棋说，训练时，要是小伙伴们出错

了，教官都会不厌其烦地耐心指导，在自己心里，教

官就像爸爸妈妈一样亲切。

在教官耐心细致的指导下，孩子们变得更加独

立了。入营第一天，因为想家，小营员小语还哭了鼻

子，但之后他很快适应了夏令营生活，人也变得开

朗。不少小营员都表示，自己学会了很多礼仪知识，

与人交往的能力提高了，也更加懂得感恩。

南国都市报是同城媒体中最早开始做军事拓展

夏令营的，截止目前，我们已经举办了五届军事拓展

夏令营，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是值得信任的老品牌。

第二期夏令营报名将在7月17日下午17时截止，家

长们可要抓紧时间给孩子报名了。

7月15日大雨转晴作者：一区队一班郑皓丞

还有 2 天，我就要离开夏令营了，但我有点不

舍，还想和大家在一起训练。

今天我们野外拉练时遇上了下雨，到村民家躲

雨了。后来，我们也努力帮助村民做一些力所能及

的家务。

午饭时，营长和教官们没休息，看着我们吃饭，

他们吃没菜的面，我们却不懂感恩地说面不好吃。

回想起今天最有感触的，是营长在中午时说的

话，我觉得他说的很对，可有一句话营长说错了，其

实不是他没照顾好我们，是我们不懂事。今天好累，

可是我觉得越累，越有意义。 （记者王燕珍整理）

抓紧时间报名哦！
家长们，南国军事拓展夏令营第二期报名今天下午截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