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热线

2017 年 10 月 12 日 星期四

20 广告

广告热线电话：66810111 66810582
海口区域：18976566883 东部区域：13976322100 南部区域：18976011507 西部区域：13876071190
海口办理点

本栏目与南国都市报数字报
ngdsb.hinews.cn 同步刊发
温馨提示：信息由大众发布，消
费者谨慎选择，与本栏目无关

经营站 65306703 新华南路7号海南日报大院
国贸站 68553522 国贸北路国安大厦1308房
琼山站 65881361 府城镇建国路4号华侨大厦1403号

白龙站 65379383 白龙南路省科技活动中心3楼
新华站 66110882 新华南路7号海南日报大院
秀英站 68621176 汽车西站对面金银小区A栋2单元703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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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南侨中高级教师初高中数学

专 业 辅 导 13876623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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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意达家政
保姆、
月嫂、
照顾老人、
开荒保洁国贸海
徳堡酒店 813 室 68555227 68558857

税务注销 公司注册

低价公司注册，报税做帐变更
龙 华 区 南 沙 广 场 152089296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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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租购土地
▲厂家软包专业制做 0898-65521106

▲无塔、变频、无负压、13078947000

▲永兴搬家公司电话：139760898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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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苗木低价出售

因苗圃改种水果实验田，现将火焰
木，重阳木，龙眼，小叶兰，凤凰木，
等苗木，
15/35 公分。地址桂林洋。

李先生13617514303冯先生18189800007

华能大厦 1018 房
18976570099 66784500

▲求购农村老旧房，求购农村宅基地
求租农村种植土地 13876080929

▲专业防水补漏 13518824367

▲温馨机票·旅游·订房 66668585

安泰人力资源有限公司 65228093

百邦典当

快速办理房产抵押
汽车质押当日放款
电话：
13322060722、
68575600

教 育

二 手 房

法律咨询

▲高考中考英语：本人教高考英语 20
年，招生：初一到高三 18889784820

▲（打官司）律师咨询，13907575430 麦

▲让您的闲余资金增值！本公司荣获 AAA 级
信用证书。马女士 13907575377

▲海甸岛小铺面特价带租约出售66662288
▲临街别墅出售
18976170589
▲世贸绝版精装 2 房变 3 房 103 万抢购
13876826658
▲超值全新临街旺铺出售！
18689936017
▲新大洲大道 85 平 2 房毛坯；市中心楼梯
房 72 平 45 万急售 13876740014
▲急售:市中心 68 万 电梯精装 3 房
电话:15338915557
▲市中心公园旁三房出售 18789029138
▲海岛阳光三期楼王毛坯四房卖 12000 元
一平，联系罗先生电话 13518809443
▲解放西小户型铺面出售 （带十年租约可
按揭） 15008069090
▲椰海大道一楼底商铺面出售 （交三万抵
五万） 13322064119
▲秀英区步商业行街铺面出售 （99 平米
135 万） 15008069090

招 租

回收电动车

钢材回收

▲海榆中线有大型仓库，厂房出租，水电齐
全，交通方便 13976002596 13876902348

▲回收二手电动车
海府地区：15103646892 15120901907

▲海南忠博商贸有限公司回收二手钢筋，
废钢、机电、电缆 13876019159

▲人工价承接，外墙裂缝补漏，防水，外
墙涂料翻新，清洗。13698961005 郑工

▲厂家订做包厢沙发 0898-65521106

代缴海口社保、住房公积金

90m ，
18089870777

▲富士之光麻将机厂家仓储直销 1680
元/台起。15091993456
▲本部经营销售各种扑克麻将牌九
透视眼镜等娱乐精品 13518888818

▲矮种椰子苗种三年结果13807673513

车贷房贷
不押车无手续费
融车宝：66783833 月利息低至 1%

律师联手策划专业追收各省疑难债务，
欠，骗，赖，工程款，三角债，17158986888

2

高空作业

▲全岛高价收购旧货：空调、厨具、办公
用品、二手设备。18789893936
▲全岛上门回收各种家俱，家电，酒店用
品。联系电话：15208957985

专业清债，
成功收费

市内临街商铺出售

麻将牌具

旧货回收

厂家批发各类牌具，
全国超低价！
海 口 和 平 南 路 13698987202

一万一平（29+157 平）环东路协和
医院路东。
13907696117 于先生

厂房出租：18608948990

20 多年办建筑装饰照明设计施工工
商 税 务 做 账 审 计 等 ，18976970676

中华牌具

屯昌南洋广场 A 栋一楼旺铺出售

招 聘

保洁、保安、舍管、水电工、绿化工、
项目主管、
保洁主管。
18976599767

办资质写可研做注销

海口繁华市区黄金旺铺

35—220 平内部价出售！
抢购电话：
13700413327

▲江苏发酵鸡粪、羊粪（农家宝）18889870855
▲熟肥500元吨生肥100元/吨13976031369
▲供鸡粪、羊粪有机肥. 13976902733

资金增值

▲打完官司执行不到钱咋办？李先生收购
5 年以上的判决书 13907603586

产品推广
▲自煮火锅批发零售 13876086997

招 聘
▲招销售总经理 1 名、销售经理 100 名，
地址:海甸岛碧海云天小区，13637658877
▲养老院接受护理型老人养老、康复与临
终关怀。并长期招聘：院长助理、院长、
护士长、护士、护理员、厨工、厨师、保
安，13876817958
▲社区卫生服务站招聘执业医生多名，牙
科，中医科，妇科合作 1579893020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