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广告部主办
校对 丹燕 电话押8211345 ２０14年 1月 9日 星期四 信息超市B14

·信息超市
100元 /块·天，两天以上 90元 /块·天；
周六、日 90元 /块·天，两天以上周六、日 80元 /块·天（限 22个字）
60元 /行·天 周六、日 50元 /行·天（限 10个字，[6号字]）
遗失类广告（证照）：不分周六周日均为 90元 /块·天（限 22个字）
行业行风监督电话：15597009129、15597009820

连续 12 年全省、西宁市

发行量第一 广告量第一 0971-
地址:西海都市报广告部（海悦酒店二楼）

8211345���8211399
城
东
区

城
中
区15597009129

15597009117

15597008982
15597008983

15597009230
18097335826

15597009163
15597009182

15597009232
15597009268

上
门
服
务
热
线

城
北
区

15597009286
15597009592

15597009820
15597009930

城
西
区

团结桥商铺转让 85m2。 13997241149

启事声明

胡成铭的双树综合批发部的烟草专卖零售许可证
（副本）【证号：632126102967】遗失，特此声明。

遗失声明
麻生那（青 BD5337）车的机动车辆证正副本遗
失，特此声明。

遗失声明
张惠敏的二代身份证（630102196304271225）
不慎丢失，见报声明。

遗失声明
李永泰不慎将湟中县人民政府村民宅基地
使用证 19-13-023不慎丢失，特此声明。

遗失声明
朱霞在城北区小桥大街 46 号 12 号楼 1123 室的房屋产权
证，宁房证北（私）字第 42009036483不慎丢失，见报声明。

遗失声明
叶中发的城中区民主街 7号 3号楼 2单元 271室房屋
所有权证为：007426的房产证不慎丢失，见报声明。

遗失声明

来晓林的机动车驾驶证正副本已丢失，
证号：632123198706147377

遗失声明

出 售
城中区莫家街 50号 1单元 122室，建筑面积为 67.9m2，两室两厅，共六层，二楼。

电话：18097409639

现房出售
城北景岳公寓 129m2，10/15楼，南北，毛坯，4950
元 /m2，可贷款，直接入住，非诚勿扰。
电话：13997193099����13997230702

城北盐庄完美户型，采光好，户型佳，面积 87-129m2起价 3770元/m2。
团购房低价抢购
13519783357 13639762199

出 租
电话：13897244878

位于湟光苏宁电器一楼 300m2 独
立铺面现对外出租。

好管家房屋
售：海晏路 73m242万、78m242万；健康 2号
126m270 万； 海西路 68m236 万、100m255
万、114m267万；冷湖路 81m252万；杰森花
园 113m273万；明都大厦 144m279万；海宏
一号 136m254万、147m260万；海湖省委小
区 134m268 万 ； 海湖电力 100m252 万、
143m273万。 求租求购各类房屋。

6338816�
6334011

人民街市场门口商铺出租，一楼 30m2、二楼 80m2。
商铺出租

13997280043

城中区水磨附近有一 10 亩左右大院对外出租。
大院对外出租
联系电话：18897056377

排练厅出租，价格面议。
排练厅出租
15110908070

昆仑 1 号商铺招租，适用于银行、餐厅、土特产。
商铺招租

13997280043

七一路省委家属院 98m2，6/
7Ｆ，住宅出售，价格面议。
电话:18797185601

房屋出售

城东 43m2-111m2，3970 元 /m2 起 ，
首付 30%，可贷款。 8297888

单位团购房

霍世萍身份证遗失，证号（632124199008254440）特此声明。

遗失声明
王玲麻团摊的税务登记证正副本不慎丢失， 纳税人识别号：
632521196205060046，管理码：63252100252100822，见报声明。

遗失声明

门头制作
琉璃、吸塑、铝塑板、马赛克门头等，另有 ＬＥＤ 显示屏、发光
字、穿孔、芙蓉、水金字、工地围栏广告。电话：18709780441

门头制作

门头制作
发光字、外漏发光字、ＬＥＤ 滚动屏、工
地广告牌、同行业加工。 13519766154

装饰装潢

南山东路龙源叠翠 140m2 棋牌室转让。18997289290
聘大夫、护士 13897212721
城中某卫生站聘护士。 13997179291
诚聘传菜生，配菜师。 14797009095
诚聘炒菜师傅一名（大通）工资 4500 元。 18609713448
家庭私房菜转让。 15897082377
八一路汽车站旺铺转让。 18797370666
泰宁花园川菜馆转让。 13734680169
某高校食堂窗口承包。 15500501198
莫家街 68m2 精装修，设施齐全。 13369783000

行信息
60元/行·天

寒假高考四科五天抓分班
1月 18、19 日黄冈名师免
费讲座解析新课标高考如
何抓分现场报名送讲义，仅
限前 100名
欲报从速：400-0971-520
力盟步行街 1号楼 2层

智立方培优·高考梦之队

13734683067 18997070987

弘文教育
（原省科技馆书画围棋班） 寒假
书画围棋、 中小学全科辅导、剑
桥、新概念英语、少语藏文招生。

语音班、初高中语法班、
英语口语班（不限年龄）
寒假正式启动，欲报从速
报名热线：400-0971-530
力盟步行街 1号楼 2层

智立方朗训·少儿英语

10次课学完半学期！
初一、二；高一、二 新课
预习班求学智立方，开学
当学霸
报名热线：400-0971-520
力盟步行街 1号楼 2层

智立方学霸预习班

拉丁舞寒假全天授课
少儿、成人、基础、
提高、专业选手班
钢琴古筝书法国画名师授课
报名热线：7171118
力盟步行街 1号楼 2层

智立方艺术课

招生培训

拉丁舞招生
少儿暑假班、初高中生、成人班、专业舞蹈
260 平米空调教室， 石坡街口金佰川四楼
13299811266

乐器、乐理培训招生
少儿班、成人班、假期班（考级考证）试听。
共和南路 23 号。 详询：13195755976

兰州大学招生
网络教育:经青海省教育厅批准，现
在青海招生，上课，大专，专升本，学
制 2.5 年，国家承认学历，春秋两季
招生， 现 2014 年春季招生报名开
始，2014年 1月 18号入学考试，
联系电话：0971-6108236、6155236、3998569
格尔木报名电话：18697811611

房屋招租
西宁市城东区八一东路 45 号现有 187m2、34m2、
70m2 三间铺面对外招租，水电齐全价格面议，中介
勿扰， 招租年限 2013 年 12 月 31 日至 2014 年元
月 7 日 联系电话：8175359 监督电话：8290109

康南美地家园
准现房火爆销售
销售热线：7920166
两室全阳户型，三室南北通透，欲购从速！！！

3000m2库房出租，交通便利。
房屋出租
13099793777

殡葬服务

酬 宾

13997242431

千变娱乐
最新扑克魔术分析仪，桌面无需任何道具，可
知每家点数大小，各种扑克，麻将一体机。

专业程序
13909789432最新程序机、色子无磁、无支架、
专业安装四口程序； 二八杠感应同子、 感应扑
克、新款扑克分析仪、透视扑克、麻将、色子等。

千胜牌具
15897164888无磁四点程序机，
单人扑克分析仪， 扑克麻将透视
镜，感应同子二八杠，色子、道具。

千王牌具
18697187888 专业安装四口程序机， 新款扑
克分析仪、语音筒子庄闲通杀，透视镜，色子，
无光一对一透视扑克麻将等，包教包会。

13897663698

万能程序麻将机
指纹感应开关，手手有好牌，扑克
分析仪、隐形眼镜透视扑克。

千仙居陵园
青海省首家艺术陵园 园址：西宁市殡仪馆北侧。
8118669、18109710567（24h）

海东殡仪馆
提供运尸、冷藏、火化、告别、骨灰寄存、灵堂布置、单间守灵、鲜花
拥灵。地址：平安县大红岭窑房村 18697248209 、 0972-8684117

平 安 福 寿 园
绿色园林 风水宝地 新款高中档墓穴。 地址：平安县大红
岭 窑 房 村 电 话 0972 -8684117、18697248209

青海神安民族殡仪馆
实行市政府惠民减免政策计 720 元 ，24 小时竭诚为您服务 。
8013263 、13709781499、0972-8389583 西宁韵家口向互助方向 4公里

青海龙泉中心陵园
公 墓 园 林 化 服 务 人 性 化
地 址 ：西宁南 川 东 路 逯 家 寨 6275120、6275121

青海凤凰山公墓
环境优美 ，风水宝地 ，骨灰寄存 ，提供高 、中 、低档墓
电话：13195798035、18997041760
地址：南山公园东侧

代理招商代理招商

没有任何添加剂的野生蓝莓
果汁青海总代理诚招各地代
理商，经销商，销售精英电话：
6269122 � 13209789222
公司地址： 南山路 44 号直
营店：黄河路 84 号（银龙酒
店南 100 米）

北极冰蓝莓强势入驻青海

13007775285��13007773807

五四大街商业巷力盟尚都二楼整体转
让，黄金地段，价格面议，非诚勿扰。

力盟尚都临街
1650m2 商铺转让

火锅店转让
南山路 1100m2 大型高档品牌
火锅店转让，月租 50 元/m2，价
格面议。13327691757 林先生。

公安局备案开锁汽车锁保险柜换锁芯

百姓开锁 6111110�

五一路商铺转让
15m2、50m2、100m2（二楼）、200m2KTV（二楼）120m2KTV
急转。 水电暖齐全，价格面议 13997040816 周先生

某餐厅转让
位于五四西路某餐厅转让，手续全，接
手可营业。 面积 1200 平方米。 无实力
勿扰。 李女士 13007766221

旺铺空转
八一路 300m2 旺铺空转，水电暖
齐全，餐饮勿扰。 13099758823

13649741701

水果摊位转让
鸣翠柳山庄东门，客源稳，货源充足，接手即可经营。

280m2 茶艺转让
南小街黄金地段，精装，客源稳，手续全，接手即可
营业，价面议。 18997486640、13997285640

18309714722

商业巷附近 110㎡铺面转让 ，
地段佳，价格面议，非诚勿扰。

铺面转让

夏都大道市运小区 30㎡广告店带设备转让。
联系电话：13997059328

店面转让

位于新华巷精装 177 平米餐馆整体
转让，价格面议。 13309783656

餐馆转让

旺营自助餐厅转让
西门 600m2 旺营自助餐厅，带品牌转让。 也可承包，空转
接手可营业。 联系电话 13997182421、13897402191�

火锅店整体转让
国际村旺营中火锅店整体转让，低
房租，价格面议。 15297026691

铺面转让

利速开锁8111119
开保险柜、防盗门、换超 B级锁芯、汽车遥控、芯片钥匙。

安民开锁8295110��
8866223专业开锁，更换超Ｂ级防盗锁芯

老张开锁6133433
专业开启保险柜、汽车、防盗门、抽象超 B级锁芯

开锁修锁

知名饮料品牌、配方、专利、营销、渠道、
整体对外一次性转让，面议。

饮料品牌转让
18997289817、13139080044�

十字路口旺铺急转
国际村十字路口临街旺铺转让。

电话：18309719688

民主街 80㎡正营业中清真牛肉面
馆低价转让，因店主另有发展。

转 让
15809726800�韩先生

尾房出售
都市山水花园尾房出售，面积 187m2，清仓价优。
电话：13997193099����13997230702

手续齐全，接手即可营业。
私房菜馆转让
13997165571 13519737818

城西区国芳百货斜对面营业中火锅店 700m2 转让，价格从优。
火锅店转让
电话：13997098898

房屋租售

高档餐饮会所出租
城西区繁华地段有一高档餐饮
会所 740m2，出租或转让，也可
联营， 无实力勿扰， 有意者洽
谈。 18997171246 富先生

茶餐厅转让
15597430257
平安县茶餐厅 1000m2 整体转让，中心地段营业中。

因有急事，泰宁花园旺铺转让。
超市转让
电话：13897408392

东方红学校电脑培训
近期学费优惠: 办公/维护/平面/3D/网
页/CAD/建筑漫游/职称考试国家证书-
推荐工作-大专本科毕业 8230806

南大街 200m2 在营火锅店
转让。 18195789895

转 让

纸坊街 500m2 高档会所转让，有意面谈。
高档会所转让
18797134125 苏女士

城中区某会所转让
城中区黄金地段 700m2 会所转让，客源稳，非诚勿扰。

13389759815

城中区某商场五楼空铺转让，价格面议。
某商场空铺转让
13997177883 周女士

经济开发区南环路杨沟湾路段附近某餐厅对外急转，面
积 400m2，共三层，餐具齐全，人员自配，转让价格面议。

某餐厅对外急转
18697171628 15003691268

城东小寨东府家院 106m2， 楼上楼下
旺铺转让。 13897471616 马先生

旺铺转让

城中繁华地段 1100多m2ＫＴＶ
转让，房租低。 13997069887

KTV转让

南川西路东台小区附近 260㎡饭馆 35 万
急转，有停车位，非诚勿扰。 13897622042

餐厅转让

德令哈市新华都商业中心租、售
建筑面积 30000 平方米： 适合家
电，手机卖场，电脑耗材，金银首
饰，家纺，家具，生活日用品，服装
鞋帽，餐饮，宾馆，另城北区柴达木
路有 280平方米铺面出租。联系电
话：13709766660、0977-7316066

8225282

心理咨询师、营养师
职业资格培训、保过班招生，劳动
部发证、 名师面授， 证书全国通
用，保过班限招 20 名，不过全额
退费。 青海锦铭职业培训学校

十字路口旺铺急转
国际村十字路口临街旺铺转让。

电话：1830971968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