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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口区域：18976566883 东部区域：13976322100 南部区域：138768336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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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中回馈广大商户，现推出如下优惠活动
一、《南国都市报》商业信息：认刊全年广告，享3折；

认刊季度广告，享4折；认刊一月广告，享5折优惠；

二、《南国都市报》家政、家教、回收信息：认刊全年广

告，享2折；认刊季度，享3折；认刊一月广告，享4折；

活动时间：2019年7月16日-9月30日

全岛旧货回收
空调、旧货等回收，电话：13322079283

仓库厂房招租
现有仓库、厂房 400平米、580平米招租 (港
澳大道浩业物流园) 李生 13807655786

有机化肥
▲内蒙古发酵羊粪（有机肥料）18889870855
江苏干鸡粪（农家宝）18889870855
▲长期有机肥厂价直销，长期收购粉碎
杂草：13976031369

代办资质，注册公司，记账报税
商 标 注 册 15208929668

注册、注销、记账、报税
地址：龙昆南和信广场66751360 17784628017

诚速代办
工商注册变更注销、记账、报税、税务疑难
地址:蓝天路国机中洋公馆13976649137

工商税务
▲代理公司注销专户，公司注册，记账报
税 13036044281（同微信号）
▲免费注册公司，找华悦！工商财税资质
一条龙服务！18907576271蓝天丽城
▲注册，注销，报税，申报，资质证书等，
电话:18876825075

海大+海师家教
优秀本科、研究生，小初高各科，1对1
上 门 辅 导 。丁 老 师 18489875231

百灵代写文字
项目立项、报告方案、自传事迹、
修改出书、心理咨询15607584866

初三高三考中后收费
一对一 全日制 中高考签约上名校
13976996417（郭老师）

海南侨中刚退休高级教师
初高中数学专业辅导13807684317

海大海师100分家教
优秀家教老师一对一上门辅导小学、初中、高中各学
科，紧跟学习进度，查漏补缺！家教热线:138076725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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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专注英语中高考
培优补差，经验丰富，方法独到，
成绩显著。15289850518李老师

装修防水
▲室内外装修、防水、旧房改造、外墙清洗

拆装、钢结构等18876699286

二手房
▲市中心别墅8房2厅220万(截止年底)2005
小区3房精装109万(截止年底)15338915557
▲海波市场旁，花园小区南北通透三房
单价11000元（截止年底）罗13518809443出 租

▲土地求租、求购农村集体土地

出租、出售集体土地 13876002822

▲临近钢材市场有场地出租

18689779111

▲大学食堂档口出租，可经营快餐、盖浇

饭、河粉、包点、卤菜等。谢13876068986

征婚交友
▲优美雅社婚恋介绍婚姻疗愈形象礼仪

13379890289、68520585

防水治漏高级工程师免砸砖补漏及
疑难杂症补漏包好139766512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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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便民信息
本栏目信息：35元/行，每行15字

咨询66810582
电话66810111
低价格 高效率 温馨提示：信息由大众发布，消费者谨慎选择，与本栏目无关

沙发翻新
▲专业翻新包厢卡座.软包.硬包床头.椅

子.沙发换皮换布 13807594989

广告

园林绿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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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生间免砸磁砖补

漏，电话13518824367

家时星家庭服务
家庭保姆 育婴月嫂 管家、婚庆
68533206 海口华美路唐苑别墅

收购
▲海南金乌种子公司全省订单种植收购

南瓜，提供南瓜种子13876047666

法律与咨询
▲法务(打官司)咨询与服务

13907575430

咨 询
▲贷款咨询:车抵房抵信用贷款咨询服务

18689786936蔡经理

大型实力企业
寻旧城改造项目
我司为中国旧城改造前十强企
业。现寻求海南省各市（县）旧城
改造（棚改）项目集中推动或分
片开发，以及相关商住项目收购
或合作开发。要求目标清晰、无
法律纠纷和政策性障碍、便于及
时操作。欢迎业主单位（政府有
关部门）联系对接（欢迎中介）。
电话：18876033333

移动拨：12590389612
电信拨：1183283559612短信代码：612海南网通

本期以12370为基数，137至少上一

码，杀493头，稳坐2，二数合489；三数

合012；四数合381。

三 字 现 ： 219、 207、 295、 283、

271、768

定 位 2： 2XX5、 2XX2、 2XX9、

2XX6、 2XX3、 7XX0、 7XX7、 7XX4、

7XX1、7XX8、

定 位 3： 21X5、 20X2、 29X9、

28X6、 27X3、 76X0、 75X7、 74X4、

73X1、72X8、

直码： 2195、 2072、 2959、 2836、

2713、7640、7527、7404、7381、7268、

海南4+1：2195+9

移动拨：12590389690
电信拨：1183283559690短信代码：690数字武道

本期头奖以2459落下三码为主攻，稳

坐9，二数合4、1，三数合8、6，值数为

7、2值。

头奖结构：二数相差1，二数非差0，

三单一双，一大三小

千位：9、4、3；百位：9、4、5；十

位：0、5、1；个位：2、7、4

三 字 现 ： 457、 452、 407、 942、

995、957、495、497、490、445

定位 2：9xx7、xx52、xx07、9xx2、

99xx、49xx、xx02、xx57、4xx2、44xx

定位 3：9x57、94x2、x407、940x、

9x57、495x、4x52、49x7、490x、445x

参 考 码:、 9457、 9452、 9407、

9402、 9957、 4957、 4952、 4907、

4902、4457

海南体彩（4+1）9457+3

七星彩:9457371

短信代码：608算码英豪
本期重点包163849搭配549027尾，

精选包1649头搭配0527尾，主攻包16头

搭配27尾；单吊12尾，稳坐06,铁卒51，

值数495。

三字现：108、196、184、172、160、576

定位2：

1X8X、1X6X、1X4X、1X2X、1X0X

6X3X、6X1X、6X9X、6X7X、6X5X、

定位 3：1X84、1X61、1X48、1X25、

1X02、6X39、6X16、6X93、6X70、6X57

定 位 4：1084、1961、1848、1725、

1602、6539、6416、6393、6270、6157

海南体彩4+1：1602+8

移动拨：12590389605
电信拨：1183283559605短信代码：605睡 美 人

稳坐：56 配 01。千位：4938，百

位：0589，十位：4168，个位：9416。

三 定 现 ： 491、 482、 470、 468、

456、946、937、925、913、901

定 位 ： 49XX、 48XX、 47XX、

46XX、 45XX、 94XX、 93XX、 92XX、

91XX、90XX

定 位 3： 494X、 482X、 470X、

468X、 456X、 949X、 937X、 925X、

913X、901X

直码：

4941、 4828、 4705、 4682、 4569、

9496、9373、9250、9137、9014

海南4+1：4569+0

短信代码：616南国宝码
本期概率分析推出，第一位为：3105；

第二位为：0635；第三位为：3849；第四位

为：1678；重点05头16尾，0459站中肚；

稳坐10，防56。

三字现：097、085、073、061、059、456

定位2：

09XX、08XX、07XX、06XX、05XX

54XX、53XX、52XX、51XX、50XX

定位3：

097X、085X、073X、061X、059X

542X、530X、528X、516X、504X

直码：

0973、0850、0737、0614、0591

5428、5305、5282、5169、5046

海南体彩4+1：0591+3

中国体育彩票
最新开奖

3D：474 5D：47412

“排列3、排列5”19256期开奖结果

体彩七星彩第19110期开奖结果

号码：6928923

号码：6928+9

海南“4+1”第19110期开奖结果

七星彩、排列五小视频

想看哪个点哪个

扫码即刻观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