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热线

2018 年 1 月 1 日 星期一

14 广告

广告热线电话：66810111 66810582
海口区域：189765668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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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东部区域：13976322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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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部区域：18976011507

西部区域：138760711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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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型火锅店招租

海口蓝天路中高档餐厅低价转让

1500平方，
生意火爆，
因转行特转租，
可来店考
察。
文明中路六合大酒店附近。
139761107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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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驾校教练车长期合作经营

零元注册 低价做账、报税、注销 13976092981 陈校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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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专业清债，
成功收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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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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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代缴省社保局社保、省住房公积金
安泰人力资源有限公司，65228093

商铺急售
老城九龙温泉酒店一楼临街商铺 135 平方
急售 160 万户型方正 13707532619 陈先生

咨询 66810582
电话 66810111
低价格 高效率

▲久安开换锁，换指纹锁（证照齐全）。
66666613、13698980119

窗帘布艺
▲承接窗帘布艺，墙纸，沙发软包工程
13976605329

管道疏通
▲专业清淤疏通河道、大型管道、化粪
池污水池 13518074688

▲麦律师教你正确打官司，正确签合
同，电话 13907575430

项目投资
▲寻创业或创新项目合作投资
13876080929

租购土地
▲求购农村临大路老旧房或宅基地
求租农村种植土地 13876080929

招 租
▲临街铺面2层380m2，可多种经营。另有
演丰镇土地合作，
共享农庄13098958038

招

聘

▲诚聘--天创物业驻海口市医院项目：

工程部维修人员，2700-3500元；秩序维护
员，2200-2900元，运送人员，2600元；专项
保洁员，
2500元；
蒋经理13907562132
▲诚聘--天创物业驻海口市医院项目：
▲花卉出租 花木种植 13322027316
病房保洁员，
2400元；
门诊保洁员，
2300
草坪修剪 树木锯枝 13322027316
元；手术室、感染科保洁，2600 元；外围
保洁，
2200元；
黎经理15808949590
▲诚聘--天创物业驻海口市医院项目：
绿化工，
2200-2600元；
洗衣房，
2400元；
▲专业生产电动卷闸门、防火门、铝合金门、 领班、主管，待遇面谈。以上人员，一经录
维修卷闸门。18789015776
用享受五险一金。
房经理18876637079

园林绿化

卷 闸 门

金丽投资咨询

解决资金缺口、
长短期应急
企业及个人创业、
利息低，
快
速下款！
电话：
15678121730

车贷房贷
不押车无手续费
融车宝：66783833 月利息低至 1%

招聘

内 勤 4 名 ：专 科 以 上 学 历 ，精 通 电
脑、表格制作。4000-6000 元。
司机 50 名：B2 以上驾驶证，持有普
通货运从业资格证，证件必须齐全。
两年以上驾龄。年龄 25-45 岁，退伍
军人及有搅拌车驾驶经验者优先。
5000-8000 元。
联系方式：
刘翠翠 18689977000
地址：秀英区长流镇长滨路与椰海
大道交叉口向西 1000 米。

海口盈利中茶餐厅转让
面 积 1500 平 包 厢 充 足 ，
停
车方便。
电 话 13976610300

海师家教服务中心

免费介绍优质家教老师
电话：65866174 32177321（桂林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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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温馨提示：信息由大众发布，消费者谨慎选择，与本栏目无关

法律咨询

专业开锁换锁

海南华森建材销售有限公司

便民信息

本栏目信息：35 元/行，每行 15 字

▲专业防水补漏 13518824367
▲厨卫阳台免砸砖治漏！
13807600891麦工

面积 1400 平米（包箱与大厅）、
因本人
有其它产业发展。电话 18889794486

投资理财

别墅铝艺大门

▲闲置资金别睡觉！保值增值最重要， ▲大家兴铝艺焊接大门 围栏 栏杆 铝
合规合法安全百分百兑现13907575377
不生锈 更耐用188 8926 1318
▲闲散资金别浪费，保值增值赚外汇
收益合法盈利稳定 18689940548

铝合金家具·门窗

旧货回收
▲全岛高价收购旧货：空调、厨具、办公
用品、二手设备、废旧电缆 18789893936

二 手 房

▲厂家订做包厢沙发 13519889908

▲有机肥熟肥 500 元/吨 生肥 100 元/吨
联系电话:13976031369

▲市中心电梯房3房，精装，76万。二:市中
心别墅360万大环境、大社区15338915557
▲滨海大道 2005 年电梯三房仅售 98 万看房
联系,罗光明电话：13518809443
▲海口市区商铺出售，包租四十年，租金每
年上浮15%，首付可分期。覃15595778897
▲龙昆南大润发旁全新精装电梯三房出售，
联系电话：18689936017
▲市中心，明珠广场附近电梯2房106平才89
万，中装。18976447773蔡
▲海口市指标房出售6800一平 （不限购）
0898-66728400
▲海口市椰海大道铺面出售
15008069090
▲市区黄金小铺面出售
0898-32860795
▲商铺出售
秀英大道一线商铺 133 平方售价 260 万回报
率高价格实惠升值空间大繁华地段人流量大
18307799548
▲海口湾附近2房2厅2阳55万，车位充足
18608918033

微信业务

转 让

高空作业

▲微信小程序开发制作，业务范围三亚
地区，陈先生：15108986137

▲ 饭 店 转 让 ：有 停 车 场 ，接 手 可 盈 利
13518808893。另有 1100m2 空铺转让

▲低人工价承接外墙裂缝，防水补漏，
外墙翻新，涂料，清洗 13698961005

▲铝合金衣柜、鞋柜、酒柜、榻榻米、门
窗、防盗网、纱窗定做 18689747888

沙发换皮
▲专业定做包厢卡座、床头、椅子
13807594989

▲矮种椰子苗种三年结果13807673513

▲温馨机票·旅游·订房 66668585

▲专业沙发椅子翻新，换皮，换布，定做
18789099568

▲永兴搬家公司电话：13976089860

▲厂家软包专业制做 13519889908

家 政
▲真意达家政 保姆月嫂 照顾老人 开荒
保洁 68558857 玉沙路海德堡酒店 8 楼

油漆涂料翻新
▲防盗网银漆翻新，旧家俱翻新，墙面
涂料翻新 1390753759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