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２０14年 1月 9日 星期四信息超市 B15
广告部主办

校对 菊梅 电话押8211345

顺通搬家
����正规注册、长短途搬家
电话：5363379、189972465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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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
门
服
务
热
线

8211345��82113990971-

15597009129
15597009117

15597008982
15597008983

城
东
区

城
西
区

城
北
区

城
中
区

15597009230
18097335826

15597009163
15597009182

15597009286

15597009232
15597009268

15597009820

15597009592
15597009930

地址:西海都市报广告部（海悦酒店二楼）
阳光奥美财务顾问有限公司

韩总：13299789869��马总：18997162608

公司注册代理：10 万、100 万、200 万、5000 万、10000 万；行业分
类：代理文化、科技、商贸、房地产开发、装饰装修、投资公司、
资产管理、矿业等各行业服务、代办过户、协办贷款；记账服
务：建账、记账、清账、税收筹划，专业为您提供财务服务。

家明家政
专业擦玻璃、全面保洁、清洗各种油烟机，
聘员工，有保险。 13897405335

6151335

96366家政服务中心
即刻体验一站式家政服务，保
洁、搬家、下水、疏通 、开锁 、
家电维修、只有你想不到的，没
有我们做不到的！ 96366 西宁
家政服务网络中心腾讯微博号：
96366家政服务中心；微信号：
jz96366；我们期待您加入。

家政服务 大众专业搬家
专业拆装。 6260926 13099783172

工程咨询

工程造价咨询、工程标书、预算、决算编制、
聘技术员。 6127217、18997031889

西宁联友工程造价咨询

工 程 预 决 算 ， 标 书 ，13997126300、
6107765地址：胜利路申宝大厦 1053室

佳铭工程咨询服务

电器维修

安装维修空调、冷库、冰箱、冰柜、维修工业、商业
酒店各种制冷设备、家用电器。 18997049905

东成空调维修专家

彩电、液晶、冰箱（柜）、洗衣机、淋浴器、油烟机、
燃气灶。 8250053、6365101、8802075

鸿鑫家电上门维修

各类品牌电灶及家庭电工线路维修。
3670681、18997268526�

专业电灶维修

彩电、空调、冷库、酒店制冷设备、洗衣
机、换压缩机 260元，保修 1-3年。

专修冰箱、冰柜13139089074

液晶、彩电、冰箱（柜）、洗衣机、微波炉、
热水器、电灶、背投等。 13997088536�

老百姓电器低价快修

精修冰箱、冷柜、空调、酒店、工业各类制冷
设备及冷库设计安装维修。 5505705�

海阔专业制冷低价快修

电视、冰箱、洗衣机、微波炉、
热水器 8244878、6321371

修电器找阿奇

金色快车电脑维护
8183898、6252492、5138255

抢救您的电脑

财税服务
青海信源财税事务所
代理会计、验资、审计、评估、纳税申报、
公 司 注 册 、 变 更 、 转 让 等 手 续 。
13997243599��www.qh12366.com

信谊会计公司
代办公司注册、变更、注销、代理记
账、纳税、申报、乱账整理及一般纳税
人认定：8225993��18697109986

西宁瑞业财税公司
会计师专业代理： 企业注册、 年检、验
资、审计、代理记账、乱账整理、纳税申
报、涉税咨询等。 聘会计 15009716316

青海宗兴会计公司
打造青海第一会计品牌，承办：公司注册、变
更、注销、年检疑难事务，；乱账整理、账务处
理。 500/月。 聘会计师 7912999�

专业承办：代理记账、申报纳税、工商注
册、一般纳税人认定咨询等
长年聘会计师。 13897282859、6123688�

青海长信财税公司

西宁成实会计公司
公司注册：10万-5000万
会计师团队代理记账，工商注册，纳税申报，验
资，审计，评估、财税咨询。 聘会计师和报税员
13519767930、6362360

专业通下水
13997480595含州县专清化粪池

8141440

绝对低价 德国进口海德堡印刷机， 画册、海
报、 宣传页、 手提袋、 联单等。 8127777
15909711234 �另聘平面设计、印刷工数名

西宁金雅彩印包装厂
搬 家

彩印制作

钞票不印，剩下全印
德国进口海德堡四色印刷机，高品质印制画
册、企业简介、宣传页、联单。 聘排版、设计、
机长 13897116920 6122200

高价回收
宾馆、酒店、桌椅、废铁、冰柜、空调、
电器、工程设备等。 13897494240

回收服务

疏通钻孔

疏通钻孔王
疏通下水、 大型吸污车清理化粪池主
井、安装维修上下水暖、钻孔、无声拆
除、墙锯切割。 招聘 13007777912

疏通钻孔 管道大王
安装维修上下水，暖气卫生间洁具
改装，通下水，切 割 门 窗 ， 清 理
主 井 ， 聘 司 机 。 13327669098

爱民专业通下水
大型吸粪车清理化粪池，24小时。

城西：6118686
城中：18097201110
城东：8806023

金属回收
废旧铜、铁、电机、焊机、电瓶、废机电设
备、建筑材料、积压物资。 13139089330

高价回收
宾馆、酒店、餐厅、桌椅、空调、办公
室用品、钢材木料、库房积压物资、
电器、工程设备、暖气片等。
18797190388

高价回收
宾馆、酒店、餐厅、桌椅、空调、办
公室用品、钢材木料、库房、电器、
工程设备、暖气片、房屋拆除等。
13299713555

蓝丁搬家
专业家具拆装、擦玻璃、

6273609 18909712578

管道专家 疏通下水
专业安装维修水电、便厕、管道疏通、化粪
池清理、防水。

真诚专业疏通下水
安装维修上下水，清理化粪池（有车）
电话：4122234、18297193102

清理化粪池、疏通下水、清洗管道（含州县）
8809789、13389789567

吸粪车、高压疏通车

开锁修锁家政平台

要搬家找 58
专业搬家、长短途搬家、
聘搬运工。 8226456

旺顺搬家
更专注、更专业 招聘员工
5222644 18997185279

家家乐专业搬家
聘司机。 8247060 6260249

电话：5133117、13389715117
快捷专业搬家

夏都家政
高空清洗、擦玻璃、单位家庭保洁、打
蜡、机洗地毯、粉刷、有保险，聘员工。

6111297
96366推荐 2012年度优秀家政企业

亮晶晶家政
正规注册、专业擦玻璃、洗油烟机、家庭
单位保洁、水电便池改装、通下水、粉刷、
有保险。 洗地毯，聘员工。 18909715260

8216623

清洁大王金干线
高空清洗、拆装、单位、家庭保洁、
沙发、地毯清洗、石材翻新、保养、
单位日常保洁托管。电话：8866002

祥和家政
专业清洗地毯、擦玻璃、单位、家
庭装潢后保洁、粉刷。 聘员工

8209877
8587976�

家家乐家政
正规注册、有发票，专业擦玻璃、单位家
庭保洁、清洗油烟机、水电暖维修、通下
水，有保险。 另聘员工。 6260249

湟中兴旺家政
家庭单位全面保洁、 擦玻璃、 木地板打
蜡、水电维修、洗油烟机、粉刷。 聘员工。

13897642240
15897114429

蓝天家政
正规注册有发票、专业擦玻璃、粉刷、保
洁、高空、油烟机、水、电、暖及便池改装
维修、通下水。 18997033953

青海省家政协会会员单位

6289863

专业擦玻璃、单位家庭、开荒、保洁、
洗油烟机、通下水，有发票。

慧美家政 8266780

久洁心家政
正规注册、专业擦玻璃、洗油烟机、家庭
单位保洁、水电便池改装、通下水、粉刷、
有保险。 洗地毯 聘员工。

5112506
6129712

巾帼家庭服务公司
承接高空作业、单位家庭整体保洁、单位托
管、地板打蜡、全面保洁、擦玻璃、洗地毯、
抽油烟机清洗。 6335970 8800970

青海省家政协会会员单位

正规注册、 专业机洗地毯、 地面门
头、墙纸、油烟机、打蜡、保洁、擦玻
璃、粉刷。 13897255105

富洁家政 原立洁家政
8294144（ ）

为民家政
十年老店擦玻璃、全面保洁、保姆、高空清洗、打
蜡、机洗地毯、油烟机、粉刷，有保险、有发票。

6108816�
8459995

青海省家政协会会员单位

阳光家政
正规注册、有发票、专业高层擦玻璃、
清洗门头、装修后保洁、粉刷、上下
水、清洗地毯、搬家。 聘员工

6109671

蓝网钢构、彩板
钢结构、网架、彩板、采光板、琉璃幕。 总承
包一级，设计甲级。有大型抛丸设备。聘钢
结构设计、办公室内勤。 厂址：城南高速路
口 旁 280 米 。 0971-8563888、
18709784888、18709784999

江苏彩钢
专业生产轻钢结构活动板房，设计
安装一条龙服务。 18797184772

世建钢构
专业承接高度 12 米以下，跨度 50
米以内，各类厂房，大棚、彩钢房。

15600159616��13931613538

建筑幕墙 钢结构 网架
甲级设计、一级施工、对外设计、施工投
标 山东天幕西宁分公司 18697295888

彩 钢
宝洁家政
正规注册、专业擦玻璃、家庭单位装修后保洁、
专业机洗地毯。 聘员工 15597044882

8124002

24小时专业通下水
�吸粪车专清化粪池

城西、城北：
城中、城南：

通下水 大型吸粪车清理
（化粪池清洗 含州县）高压清洗
城
西
区

城
东
区13897634638 13519773660

光明家政 3696121
十年老店，专业擦玻璃，保洁、油烟机、打
蜡、通下水、搬家、有保险，保姆介绍（免
费聘保姆、月嫂、护工）聘员工。 5110867

旺旺家政
专业擦玻璃、地板打蜡、保洁、维修上下水、粉刷。

3638795�
8235389

96366推荐 2012年度优秀保洁企业

美都家政
正规注册、有发票、粉刷、专业擦玻璃、高空、保
洁、油烟机、水电便池改装、通下水、有保险。

6113624�
8218543

巧媳妇家政
正规注册、擦玻璃、保洁、油烟机、水、
电、暖、便池改装、粉刷、通下水、洗地
毯。 聘员工。 18997260783�

6138898�

洁·缘家政
专业擦玻璃、单位、家庭全面保洁、清洗
油烟机、清洗门头、外墙及外墙玻璃。

15597685727 13389710743

十年老店、粉刷、高空清洗、擦玻璃、
单位家庭整体保洁、地板打蜡、清洗
油烟机、有发票、有保险、聘员工。

新旺家政3525185
18709780105

德诚家政
专业擦玻璃、 单位、 家庭全面保
洁、粉刷、介绍保姆、月嫂、护工。

8587116

万家好家政
正规注册，专业擦玻璃、单位、家庭
全面保洁， 高薪聘员工， 有发票保
险。 电话 18797119885

郎洁家政
正规注册有发票、专业擦玻璃、粉
刷、保洁、高空、油烟机、水、电、暖
及便池改装维修、通下水。

6168054
18935511981

专车清理化粪池

通下水80元 城西：
城北：13897119749

6319531

工程测量 工程预算
建筑、路桥、水利、园林等工
程的标书编制和技术服务。

动力公司

8175956、13709762834 东大街湟光义东 9楼

仁缘家政
正规注册、有发票。专业擦玻璃、单位、
家庭全面保洁、清洗地毯、地板打蜡、
高空作业、清洗大小型油烟机、粉刷、
维修上下水。聘员工。 13897482867

8568462
96366推荐 2013 年度优秀家政企业

1家2家政
正规注册有发票、专业擦玻璃、高空作业、油烟
机清洗、家庭单位的全面保洁。 通下水，有保险。

8238900
6105425

96366推荐 2013 年度优秀家政企业

洁万家家政
正规注册、擦玻璃、高空作业、家庭单
位保洁、通下水、有保险。 8168656

6121311

聘司机、专业拆装、长短途搬运
保顺搬家6283611

5119066

吸粪车 化粪池
6117788高压疏通车
13997138211含州县（24小时）

大
型

专
清

专业通下水、大型吸
粪车清理（24 小时、含州县）
10 年技术 ，水管改装 ,市区 （24 小时 ）
8212334 � 13099769008

金钥匙开锁8234588
换天下无贼，C 级，空转，高级防盗锁芯。

增资、验资
地址：北大街天桥商务大厦 13楼
电话：13139095669、8221823

大
额

欣欣家政
正规注册、有发票、专业擦玻璃、高空、粉
刷、保洁、油烟机、水、电、便池改装、通下
水、洗地毯、有保险。 8221055

6100657�
96366推荐 2013 年度优秀家政企业

超洁家政
正规注册、专业擦玻璃、粉刷、保洁、油烟
机、水、电便池改装、通下水。 聘员工

5362583
8561045

家家洁家政6163654�
8272082

擦玻璃、保洁、专业粉刷、专业防
水、油烟机清洗、水电暖便池改装、
通下水、外墙面清洗。 急聘员工。

华美家政18997249010
擦玻璃、保洁、清洗酒店烟机、粉刷、
专业防水、水电暖便池改装、高空作
业、外墙面清洗、门头清洗

诚信专业疏通下水
清理化粪池（有车）

城西：6107882
城北：
城东：

疏通下水
专清化粪池

6282644
15297091140

吸粪车 化粪池
6114333高压疏通车
15309717222含州县（24小时）

大
型

专
清

诚信专业疏通下水
清理化粪池(有车)

城西：6161362
城东：8270240�
城北：15309716711

十年技术、疏通下水、改装上下水、清理
化粪池，含州县。 城西、北：13099778856；
城中、南：13195783228�

专业管道王

专业通下水、大型吸
粪车清理（ 小时、含州县）
10 年 技 术 ， 水 管 改 装 , 市 区
城西城北 6132333�城东城中 13709737799

管道疏通 水电安装维修
城西、城东 13997052466
城北、城南 18797189592

火速开锁公司
6119119
更换金点原子 C 级空转边柱锁定防盗锁芯

汽车钥匙 4S 店
专业开锁 匹配宝马、路虎、奥迪、保时捷、本田、丰田、大众等各种汽车
遥 控 智 能 钥 匙 ； 换 各 种 高 性 能 锁 芯 ； 防 盗 门 智 能 猫 眼 ；

小王开锁中心 8114114

１１０开锁中心
低价匹配原厂汽车芯片钥匙遥控器 、 更 换 超 B 级 锁 芯
６１１５１１０ 或直拨 １１０

红太阳家政
专业擦玻璃、全面保洁、疏通管道、清洗
油烟机、粉刷、电路维修、外墙清洗。
电话：15297157260�18997077840

鸿达搬家
正规注册。 6277377、18997217377

蚂 蚁 专 业 搬 家
擦玻璃 5121666、5121777

好家庭家政
13099780310、15500607196 正规注册、专业擦玻璃、
洗油烟机、家庭单位保洁、粉刷、有保险、可提供发票。

兴旺搬家
老字号 6142590、5138555

福临门搬家
擦玻璃 6363920、13997242343

通下水 吸粪车清理化粪池
城西、北：13007775480
城中、南：18697262094

大
小

清理化粪池（有吸粪车）
城中：8227458��城西：6315861

信誉专业疏通：1809726395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