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供鸡粪、羊粪有机肥. 13976902733

▲熟肥500元吨生肥100元/吨13976031369
▲江苏发酵鸡粪、羊粪（农家宝）18889870855

▲永兴搬家公司电话：13976089860▲矮种椰子苗种三年结果13807673513

▲专业防水补漏135188243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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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租
汽车东站、西站有黄金位置广告位出租，面
积不等，价格面谈。曾女士13876388568

立昇企业招聘
A1司机（男），会计、仓库主管、网管员、保安。薪资
面议（符女士65728887转8602/18976566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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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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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南侨中高级教师高中数学
专业辅导 13876623996

小博士幼儿园招生
2-6岁儿童，小小班-学前班，可全托，2500m2

环境好，六艺教育优,义龙后路135198883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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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低价公司注册，报税做帐变更
龙华区南沙广场 152089296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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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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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型厂房仓库出租、可分割
南海大道省气象台旁

13807658959、13907596120

铺面招租
府城大园路广合大厦二楼约
900平方。电话：13807660119

寻人
启事
李林，男，年龄
46 岁 ，身 高
174CM，偏瘦、
秃顶。于 2017
年 8 月 3 日晚
21：00 从秀英
港 坐 船 到 海

安港，途中发现失踪，至今找不到
人，家属万分焦急，望好心人看到
其本人请与家人联系，有酬谢！联
系 人 ：13763360476 （李 先 生）
13976895815（薛先生）

海南迎宾馆诚聘
前台接待员、行李员、楼层主管，
楼层服务员、救生员，PA服务
员、餐饮服务员、迎宾员，保安员
等岗位，待遇优厚并面谈，有意
者可携带照片及简历进行面试，
地址：海南省海口市美兰区大英
山西三路9号海南迎宾馆，面试
时间：周一至周五（9:00-17:00），
联系方式：65205180/65205153

商铺招租 海口市学院路，两间
相连新商铺 60平方（上下两层合 120平
方，可分租）招租，吴先生 18976228636

初三高三考中后收费
一对一，全日制。13976996417

寻人
启事
覃春花，女，身
高1.55米偏瘦，
长发，微黑。于
2017 年 7 月 29
日从遵谭镇抱
一男孩（十个月
大），乘车往海
口方向，现无法

联系到其本人及小孩。家人万分焦
急，望有好心人看到其本人请与家
人 联 系 ，有 酬 谢 ，联 系 电 话 ：
13518830477，13876739829（周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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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李飞刀
短信代码：600

海南体彩 4+1 第17054期分析预测海南体彩 4+1 第17094期分析预测

神采飞扬 短信代码：626
移动拨：12590389626
联通拨：116322889626
电信拨：1183283559626

移动拨：12590389617
联通拨：116322889617
电信拨：1183283559617

麒麟大师 短信代码：617

十万八万 短信代码：696
移动拨：12590389696
联通拨：116322889696
电信拨：1183283559696

“排列3、排列5”17217期开奖结果

3D：796 5D：79632

超级大乐透17093开奖结果

05、06、17、21、29+02、04

中国体育彩票
最新开奖

海南中奖情况：
一等奖中0注，单注奖金961万元；二等

奖中0注，单注奖金145415元；三等奖中5注，
单注奖金6202元，三等奖（追加）中3注，单注
奖金3721元

奖池金：4092641538.01元

7星彩、海南（4+1）
今日开奖

开奖时间:周二、五、日

尾 王
短信代码：693

铁卒16配49

二定位：1X1X，1X6X，6X1X，6X6X

1XX4，1XX9，6XX4，6XX9

三字现：114，119，164，169

614，619，664，669

范围码：

千位：4916，百位：0538，

拾位：1627，个位：4916

七星彩：1814667，6869112

重点三定位 64 组稳中奖：千位

1276，百位1057，个位3458。{铁67。}

包重点范围：千位1276，百位1057，

十位0279，个位3458。

排除3码范围：绝杀943千位，绝杀

945百位，绝杀416十位，绝杀096个位。

三字现：706，703，701，706，806，

601，816，8367。

二字定位：11××，14××，15××，

17 ×× ，21 ×× ，24 ×× ，25 ×× ，

27××，71××， 74××，75××，

77××，81××，84××，85××

三字定位：110×，140×，150×，

170×，21×3，24×3，25×3，27×3。

铁卒0549配1627同上！

二数组合；

05/49xx、x05x49、x05x38

05x27x、16/05xx、38xx49

三数组合同上；

158.103.658.653.652

704.754.759.254.259

三码定位：

x05/16/38x、x49/27/38

05/49/27x、16/05x38

铁卒：58防30，4、9 值

A+B+D=5/0、B+D+C=9/4 A+

B+C=1/6、A+C+D=7/2

A+B=7/2、C+D=2/7、A+D=3/8

B+C=1/6、A+C=4/9、B+D=1/6

A=167、B=279、C=194、D=782

三字现：002、098、086、074、062、

557、543、531、529、517

定位 2：0xx2、0xx9、0xx6、0xx3、

0xx0、5xx7、5xx4、5xx1、5xx8、5xx5

定位 3：00x2、09x9、08x6、07x3、

06x0、55x7、54x4、53x1、52x8、51x5

参考码：

0002、0989、0866、0743、0620、

5557、5434、5311、5298、5175、

4+1码：5298+3 七星彩：5298315

铁卒：35，85，30，80

三字现：320，370，820，870

325，825，375，875

二定位：

3xx2，8xx2，8xx7，3xx7

30xx，80xx，35xx，85xx

三定：

30x7，35x7，80x7，85x7

30x2，35x2，80x2，85x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