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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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68106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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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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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代办资质，注册公司，记账报税
商 标 注 册 15208929668

海南侨中高级教师初高中数学专
业辅导（50元/时）138076843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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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防水治漏高级工程师免砸砖补漏及
疑难杂症补漏包好13976651238

遗失声明
昌江黎族自治县七叉镇人民政府
纳 税 人 识 别 号 ：
114688410082579866，不 慎 遗
失海南省非税收入一般缴款书
（ 票 据 ），票 号 分 别 为 ：
0409150179、 0409150187、
0409150195、 0409150208、
0409150216、 0409150224、
0409150232、 0409150240、
0409150259，现声明作废。

园林绿化修剪
▲树木（枝）修剪、整形等业务。园林公司

专业负责13976641885王

卷闸门
▲批发铝合金卷闸门抗风门手动卷闸门

日夜维修卷闸门13876965728

便民信息
本栏目信息：35元/行，每行15字

咨询
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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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6810111

装修防水
▲家居商铺装修.旧房改造.内外墙涂料.

翻新.外墙清洗拆装18876699286

园林绿化
▲花卉出租 花木种植13322027316

草坪修剪 树木锯枝13322027316

二手房
▲海甸岛3房125万。海甸岛独栋民宅售

580万，月租3万。（截止年底）17786990589

欢迎在《南国都市报》刊登广告
值此“315”来临之际，

以读者多元化选择刊登的

需求为前提，信息广场已

开通“遗失”及“公告”栏。

欢迎各读者在本栏目刊登

“遗失”及“公告”类分类广

告。遗失及公告均为180

元/厘米，可容纳30字/厘

米。证件遗失每厘米可刊

登一本证，公告栏最大为

8×4.5厘米。

出 租

遗失声明
昌江黎族自治县七叉镇人民政府
纳 税 人 识 别 号 ：
114688410082579866，不 慎 遗
失海南省非税收入一般缴款书
（ 票 据 ），票 号 分 别 为 ：
0408372423、 0408372431、
040837244X、 0408372458、
0408372466、 0408372474、
0408372482、 0408372490、
0408372503、 0408372570、
0408372589、 0408372597、
040837260X、 0408372618、
0408372626、 0408372634、
0408372642、 0408372650、
0408372669、 0408372677、
0408372685、 0408372693、
0408372706、 0408372714、
0408372722、 0408372730、
0408372749、 0408372757、
0409150013、 0409150021、
0409150072、 0409150136、
0409150144、 0409150152、
0409150160，现声明作废。

▲仓库集装箱出租
电话13907598359

遗失声明
昌江黎族自治县七叉镇人民政府
纳 税 人 识 别 号 ：
114688410082579866，不 慎 遗
失海南省非税收入一般缴款书
（ 票 据 ），票 号 分 别 为 ：
0323621320、 038509145X，
0387525792、 0387525944、
0408372028、 0408372036、
0408372044、 0408372079、
0408372087、 0408372124、
0408372140、 0408372159、
0408372175、 0408372183、
0408372191、 0408372204、
0408372212、 0408372247、
0408372255、 0408372263、
0408372271、 040837228X、
0408372298、 0408372300、
0408372319、 0408372327、
0408372335、 0408372343、
0408372351、 040837236X、
0408372378、 0408372386、
0408372394、 0408372407、
0408372415、
，现声明作废。

广告

13
因为爱，我们在一起，以公益的力量并肩战“疫”

公益海南2020一号行动

南国都市报、南海网、南海网客户端3月
11日讯（记者胡诚勇通讯员孙婷婷）“你看

我们村的空心菜又绿又嫩，吃起来口感非常

好……”近日，一则推销空心菜的小视频在

海口龙华区新坡镇各大微信群和朋友圈疯

转，着实让“新坡空心菜”火了一把。

视频中的主人翁是新坡镇群丰村的乡村

振兴队队员周运能，他表示，之所以制作小

视频打广告，是想借此机会提高群丰空心菜

的知名度，把新坡特色农产品推出去，帮助

村民打开销路，助力新坡乡村振兴。

群丰村乡村振兴队队长张林是这些小视

频的制作者，他介绍，这里村民几乎家家户

户都种空心菜，往年销路都很好。今年因为

疫情关系，很多饭店都不开门，蔬菜收购商

也不来了，导致村民种植的空心菜一度无人

问津，价格低迷，1块钱就能买到一大把。

“我们乡村振兴工作队得知这一情况

后，主动帮忙，利用微信、抖音等软件流量

优势，宣传推销蔬菜，解决卖菜难题，帮助

村民增收致富。”张林说。群丰村卖菜小视

频发出后，当地空心菜订单爆满，10万斤

空心菜全部销售一空，村民脸上乐开了花。

大家说，回头我们村的优质蔬菜水果也要这

样宣传，大家一起走上致富路。

南国都市报、南海网、南海网客户端3月
11日讯（记者党朝峰）11日，2020年海南共

青团“千企万岗助力复工复产”大型线上招

聘会正式启动。求职者通过南海网和南海网

人力旗下自贸港人才网进入招聘会专题，填

写简历并向相关企业投递简历。

经过前期筹备，重点邀约涉及省重点项

目、建筑、金融、房地产、商贸服务、卫生

和社会工作、教育等领域的用人单位。本次

线上招聘会已邀约到企业200余家，提供就

业岗位5000余个，分区域、分类型在线发

布岗位信息，以便待业青年自主匹配，满足

多样化求职需求。

本次线上招聘会将针对染疫青年和医护

人员等抗疫一线工作人员子女等特殊群体，

通过收集人员信息和人工分析对接，提供针

对性的就业岗位和就业信息服务，帮助他们

找到满意的工作。

5000个岗位任你选

栽下99棵生命之树
愿白衣天使久久平安

南国都市报、南海网、南海网客
户端 3月 11 日讯（记者田春宇）

“让我们一起种下你申请的生命之

树！”在第42个植树节来临之际，

11日上午，海南热带野生动植物

园在园区内举行“海野栽种生命之

树，祝福前线白衣天使”活动，为

医护工作者种下九十九棵海野生命

之树。

东阁镇联合爱心人士
筹18吨瓜菜援武汉

南国都市报、南海网、南海网客
户端3月11日讯（记者吴岳文) 文
昌东阁镇联合武汉爱心人士筹集了

约18吨特色扶贫农产品，于11日

下午7时完成最后一批农产品装

车，出发运往湖北武汉。

“这批驰援武汉的物资大多是

我镇各村困难户种植的农产品。”

东阁镇副镇长邢增敏说,这批由东

阁镇联合武汉市爱心人士吴小红发

起筹集的价值4万多元的农产品，

包括螺丝椒、海花红、线椒、青皮

冬瓜、菠萝、蜂蜜等，将定向送往

武汉市江夏区郑店、廖家桥、关山

等街道、居委会、福利院和一线

“抗疫”人员的手中。

村民拍小视频卖菜
10万斤空心菜被“抢光”

海口新坡镇

“千企万岗助力复工复产”
大型线上招聘会启动

村民卖菜小视频（截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