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热线

2018 年 4 月 13 日 星期五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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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白龙站 65379383 白龙南路省科技活动中心3楼
国贸站 68553522 国贸北路国安大厦1308房 新华站 66110882 新华南路7号海南日报大院
琼山站 65881361 府城镇建国路4号华侨大厦1403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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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省诚信低价代办

国贸临街旺铺转租
381m2，
160/m2，
五万转让费，
经
营不限制。
13876806415 李先生

建筑业、劳务、房地产资质及安证
18976065222 66262662

零元注册 低价做账、报税、注销

龙昆南和信广场 66751360 、17784628017

快速优惠代办

劳务、建筑类、房地产资质及安全
生产许可证。电话：13687595499

低价注册、做账、注销、许可证

车贷房贷
不押车无手续费
融车宝：66783833 月利息低至 1%

国瑞城雅仕苑 136989891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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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低价公司注册，报税做帐变更
龙华区南沙广场 15208929668

位于大英山西三路，价格面议，电话：13707506302

土地急转让 澄迈 140 空地和 80 亩
松树林，有平台有房有井有河有电，有林
权 证 有 40 年 。13907692328 李 小 姐

咨询 66810582
电话 66810111
低价格 高效率

▲土地买卖信息咨询，代办私宅报建土
地过户、办证 13198933366

园林绿化
▲花卉出租 花木种植 13322027316
草坪修剪 树木锯枝 13322027316

卷闸门
▲专业生产电动卷闸门、防火门、铝合金
门、伸缩门、维修卷闸门。18789015776

转 让
▲陵水繁华地海韵广场大型餐饮娱乐业
主出国低价转让 15103086056

海甸岛临街一二楼商铺

面积：
818 平米，
特价出租仅 4.5
万/月，
无转让费。
18976629295

博爱北路铺面出租
可营床品窗帘超市珠宝，
无转
让费含二楼仓库 13876693718

招聘

员工餐厨师2人（海口、4000-5000 元、双休）
会所服务员3人（海口、3000-3500 元、双休）
苗圃养护员2人（保亭、3000-4000元、可夫妇）
缴纳五险一金，联系电话 36366551

一对一、
全日制、
艺考生文
化课冲刺集训 139769964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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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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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温馨提示：信息由大众发布，消费者谨慎选择，与本栏目无关

收购黄花梨

▲麦律师教你正确打官司，正确签合同， ▲收购海南黄花梨老圆木，板料，老家具
电话 13907575430
18689898700

土地报建

初三高三考中后收费

便民信息

本栏目信息：35 元/行，每行 15 字

法律咨询

求租

海口及各市县 8 千至 2 万平方整栋楼房。
收
购在营酒店130间房以上。
王生13807518998

海南恩祥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正在营业中的饭店转让

立昇企业招聘 会计、采购员、IT 信管
员、环保安全员。薪资面议（符女士 65728887
转 8602/18976566101），地址：云龙产业园。

收购梅花硬币
▲高价收购梅花伍角硬币。
66518928

旧货回收
▲全岛收购旧货空调、厨具家具、办公用
品、二手设备、废旧电缆 18789893936
▲废品回收铁铜铝纸电池电线电缆电视
洗衣机空调大型机器设备 13178968689

招

聘

▲招业务员，肥料业务员，小货司机，人
事经理，商务跟单员 13907598359

家 政
▲家庭、开荒保洁、清洗地毯 、水电安装
舒心保洁 预约服务电话:15203084478
▲真意达家政 保姆月嫂 照顾老人 开荒
保洁 68558857 国贸海德堡 8 楼

防水补漏
▲专业防水补漏 13518824367
▲快速解决漏水难题 18789691092

▲厂家软包专业制做 63661162

票

务

▲温馨机票·旅游·订房 66668585

管道疏通

▲保洁/主管、保安、绿化工/绿化经理、 ▲专业清淤疏通河道、大型管道、化粪池
污水池 13518074688
销售代表 18289786970

商 务
▲永兴搬家公司电话：13976089860

二手房
▲ 白 龙 路 空 中 别 墅 出 售 ，电 话 ：
13976737927
▲海口别墅 17000 元每平米出售，花园面
积约 300 平,曾生 18608918033
▲西海岸独栋别墅1700万套/起（两亩地）
电话15008069090
▲观澜湖观园两房首付40万起
电话32196392
▲海口湾精装电梯二房两厅售 105 万。
18789120596
▲澄迈金江一幢七层 1080m2 有证房出售
(可分层) 18907578722
▲海甸岛正规3房，产证113平米电梯房精
装带家电家具一口价155万 15595778897
▲最低首付33万2房可改3房拎包入住。金
牛公园旁整栋别墅仅298万15338915557
▲市中心3房新装修108万。海甸岛3房精
装修150万，
江景房海景房,蔡18976447773
▲南海大道带露台两房出售，金鼎路精装一
房一厅，
出售,电话18889922359

▲税务注销 公司注册 华能大厦 1018 房
18976570099 66784500

▲厂家订做包厢沙发 63661162

别墅铝艺大门
▲大家兴专业生产别墅铝艺大门 围栏
栏杆 铝不生锈 更耐用 18889261318

专业开锁换锁
▲黄师傅开换换锁（全省连锁）
66666119 13518808813

小儿推拿
▲小儿推拿妈妈班常年招生。另聘女性小
儿推拿师 8 名 18876607002 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