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热线

2018 年 7 月 16 日 星期一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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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秀英区富康路仓库出租

零元注册 低价做账、报税、注销

龙昆南和信广场 66751360 、17784628017

办资质写可研做注销
全省低价快速办各项施工设计资
质证，
工商税务做账 18976970676

寻求合作

定安有现经营农庄酒店诚邀有经
验人士合作经营。
电话133 6898 5555

车贷房贷
不押车无手续费
融车宝：66783833 月利息低至 1%

临街二层独栋 2800 平商铺整（分）
租。交通便、车位足、地段好、人气
旺、财气旺。杨生 13158982506

本栏目信息：35 元/行，每行 15 字

咨询 66810582
电话 66810111
低价格 高效率

直击中高考，
可签约

本人一果园出售交通方便水电齐全可
以盖房，
价格面议 电话 18389392889

▲首匠师傅上门清洗油烟机、空调、洗衣
机、热水器、冰箱等，电话 182089491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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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 租

园林绿化

专攻贪玩厌学，
苦学无效，
苦 补 无 效 13976996417

大型厂房仓库空地出租、可分割 高考英语 中考英语 收购海南黄花梨
招生对象：初一到高三 18889784820(同微信)

老圆木，板料，老家具 18689898700

初高中数学专业辅导

收购建设项目

十年教学经验，曹老师 13086001479

海南侨中高级教师初高中数学专业辅
导（长期有效）。13807684317 朱老师

初三高三考中后收费
一对一 全日制 暑期托管 培优小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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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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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防水补漏
▲海口专业防水补漏
电话 13518824367

搬 家
▲永兴搬家公司电话：13976089860 专业
搬家，
公司，
家庭，
单位，
居民

家 政

商 务

▲专业清淤疏通河道、大型管道、化粪池
污水池 13518074688

▲家庭、开荒保洁、清洗地毯 、家电清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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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贸海德堡酒店 8 楼

▲税务注销 公司注册 华能大厦 1018 房
18976570099 66784500
▲0 元公司注册 代理记账 企业注销 椰
岛广场 18876970623

法律咨询

旧房改造

有机肥料

▲法务（打官司）咨询与服务
麦律师 13907575430

副站长、
中西医生、
公卫、
护士、
中医实习各数名 15289830076

收购海南省旅游综合体及房地产
项目，包括相关停缓建项目、棚改
项目及商住用地合作开发。要求产
权清晰、手续齐全、无法律纠纷和
政策障碍。欢迎业主单位或政府相
关部门直接洽谈对接。中介机构勿扰。
联系电话：31962188、18876033333

温馨提示：信息由大众发布，消费者谨慎选择，与本栏目无关

卷闸门

管道疏通

苍龙社区卫生服务站招聘

便民信息

家电清洗维修

▲大型仓库厂房出租，可分租水电齐全交
通方便 13976002596/13876902348
▲秀英区仓库招租，10000m2
15338994352, 13807635355

芒果园出售

低价处理一批非洲楝绿化苗木

寻求投资人 海口市凤翔东路（森林酒店对面）

海南燚巳建材贸易有限公司
(全国业务)13976014555 漆

优秀家教老师暑期一对一上门辅导，查漏补
缺，迅速提高成绩。家教热线:13807672541

南海大道省气象台旁 13807658959、13907596120

直径8-20厘米，电话：13036093366叶先生

海大海师 100 分家教

500 多 m2-800 多 m2 两个，
水电齐
全，
交通方便。陈：
13907579452

▲旧房改造、翻新、微型装修
15595666444

▲烘干有机肥，烘干纯鸡屎，鸡屎 100 元/
吨，
招工人，
求购一部叉车，
139760313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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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招厨工、水电工、保安 旧州镇道美村
仁爱康安医院 18976681133

求 购

旧货回收
▲全岛回收空调、厨具家具、办公品、二手设
备、
废电缆、
铁床18789893936
▲全岛特高价回收空调、厨具、电脑、电缆
中央空调，所有废品旧物 13700485710
▲全岛高价上门回收家电，家具，等旧货全
收13698972311

▲专业收购二手音响设备、空调、酒吧设

装修·防水工程

唐风釆增发

▲室内外装修、外墙涂料、清洗拆装、旧
房改造、钢结构等 18876699286

适合：秃顶、稀少、斑秃、白发等男女性脱
发者。手机 18976237973 同微信

招 租

备、KTV 音响设备。电话 18689775361

二手房

▲明光地下商业广场
一万平方米对外招租
▲海口龙昆南龙泉家园 96m2两房一厅； 可经营：
玉龙湾108m2铺面13907575430（个人） 量贩 KTV、医院、大型美食广场、健身
▲单位小区南北通透 2 房可改 3 房 86 馆、大型超市。
电话：13876397059 王总
万。世贸整栋 5 层别墅售 1533891555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