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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续 13 年全省、西宁市发行量第一 广告量第一
0971-8211345��8211399��·信息超市

地址:西海都市报广告部（海悦酒店二楼）增加 10 元钱，信息将同步发布到本报手机客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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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行风监督电话：15597009268、155970098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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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 聘

招十字绣工
十字绣、中国结加工人员，每件 15-2000元，可带家
做，招加盟商，投资少，回本钱快。 13327669644

塞奇西饼诚聘
财务总监、店长、营业员、库管员、生产员、裱花员、
分货员、化验员、司机、平面设计。 18997177139

餐饮 酒店

湟朝厨房诚聘
联系人：贺经理 13997071860�

联系人：陡经理 13709744299

迎宾，服务员数名。

库管，司机各 2 名。

业务经理若干。 15897143640冶经理
青农集团诚聘

我公司现需挂靠一级房建、 机电专业建造师， 二级公
路、市政专业建造师。 高级结构专业职称，中级以上房
建、公路、市政专业职称。 鲍先生 13734606465

诚聘

收银、服务生、保洁若干名。三班倒，有饭补，交通
补助，可住宿。 18997155148���13195776470

开心 E站网咖高薪聘

1、电气工程师（专责）一名（强、弱
电）；2、给排水工程师（专责一名）
（纯水、废水）；3、暖通工程师（专
责一名）（特气、空调）五年以上相
关工作经验，大专以上学历（相近
专业）助工以上职称，男性，薪资
待遇面议。 0971-7177008姜女士

某国有大型光伏企业招聘

金色阳光聘
手工工艺员，工资 4000--6000元，兼职
按件现金结算。 免费领料可在家做长期
有效。 电话：13997380060���6157829

招贤纳士
乳制品旺季已全面到来，高利润，多
品项，青海天源乳业欢迎您的加入。
1.各州县一级代理商；2.市区内经销
商 / 配送车辆；3.专职会计一名
地址： 城北区九家湾 15597343357
（州县） 13897219893（市区）

因公司业务需要，诚聘机器操作工，
安装工，学徒数名，另聘厨师一名。
电话：13897655228��13119896887

炳森公司高薪诚聘
经理人。 13897264849
某资产公司年薪聘

保安数名，工资面议。 13519741557
某物业公司诚聘

前台接待收银 2 名，年龄 40 岁以下，工资：底薪 1800+
餐补 200+ 全勤 + 提成。 0971-6270120�韩女士

城东区金达莱商务宾馆聘

某医务室诚聘
中西医门诊医生，待遇面议。 13709754418�

工程师（带证），预算员（带证），
文员若干，技术员 18997299442

某消防公司诚聘
保安员若干名， 男性，45 岁以下， 福利 +
公休。 电话：18897059980��18897059959

银行营业网点聘

澳柯玛售后聘安装工数名，工
资面议。 6331099��8291521

诚 聘

童装导购一名，年龄 45 岁以下，有经验者优
先，待遇面议。 一周内有效 18609718286

招聘

导购员，工资面议，有工作经
验者优先。 15597680393

小商品嘉禾电器招聘

房屋租售房屋租售
融城·假日阳光
10分钟直达西门，3828元 /m2起，多层 50-144m2/
小高层 92-124m2，板楼、低公摊 8218190

您购房我补贴
南环路楼盘、年底交房、推
出“购房补贴”每户最高
可补 3万元、欢迎询购！
电话：0971-7920166

行信息

出 售

启事声明

商铺出售出租
融城假日阳光 3000 平米临街商铺，可
独立分割，最小 100 平米，层高 6 米，
买一层得二层，2 楼一万起，可大面积
招租，另有 3000 平米负一层地下超市
可租可售。 联系电话 15897181358

现房热销
南川东路“融城.假日阳光”，27—
96m 2 各种精品户型， 首付仅需 2
万，另有两套 27m 2 ，特价房出售，
先到先得。 售房热线 8452221。

金盘小区 2期
城北中心绝版多层 ，79-260m2，
带电梯洋房保留珍品豪宅，仅余
几席。 豪宅专线：5562226

宾馆出售
城南旺营中 4500m2 宾馆出售， 地理位置极佳，无
实力，无酒店管理经验勿扰。 电话：15297216422

商铺出售
城南会展对面二楼 670m2、1000m2 商铺清盘特惠，可
做办公、宾馆等。 电话：6511112���13997062681

现房热销
城北生物园区“紫金佳苑”
最后 30 套现房火爆销售
中，即买即住，超低价格。
电话：18997237133

急售
某协会奔驰GLK300车， 白色，13年 6月，1.3万里程，9.6
成新，底价 38万。 另求购 7座小商务车，4万元左右。
电话：13709785348（短信联系）

铺面出租
文化街二楼 130m2 铺面出租，
餐饮勿扰。电话：15500774448

旺铺转让
湟光附近上下两层共 280m2，月租 2.8 万，有固定客源，
三相动力电、天然气、地暖、中央空调齐全，地段好，位置
佳， 接手即可营业， 月入 15 万元左右， 无实力勿扰。
18309798888���13309728855���13997154141

房屋出售
互助东路宁城佳苑复式 108m2，6楼，毛坯，价
格面议。 18297175588����18397117012

商住办公室出租
位于黄河路可可西里A座新装修 180m2，带办公家具，
停车方便，价格有意者面谈。 电话：13519700396朱

茶艺转让
国际村旺营中茶艺转让，价
格面议。 13909742763

昆仑中路临街 300m2 汽修店，设备齐全，有车源，
房租低，有意者面谈。 13139111100��15500790567

某 300m2 进口汽修店转让

餐厅低转
南山路西湖之美（1700m2 ）价值 500 万，
现 120 万超低价转让。 13897238124

旺铺转让
八一中路临街 350m2 旺铺转让，餐饮勿
扰，价格面议。 13997031548��高女士

旺营餐厅低价急转
胜利路 1300m2 营业中餐厅转让，有
意者面谈，非诚勿扰。 15309710699

火锅店转让
城中区某营业中 1300m2 火锅店转让，精装修，房租
低，客源稳，接手即可营业，面议。 13299887012

现房热销
城东经济开发区“锦泰佳苑”，纯现房热
销，110 m2-136 m2 各种经典户型，超低
价格，超值享受，售房热线：8810733

街铺清盘出售
城西区昆仑西路，43-150m2， 临街精装旺
铺，正在火热装修中，商家入驻，开业在即，
即买即收租！ 抢铺热线：0971-8804666

现房现铺出售
城中央， 学区房， 即买即
住 ，110m2-118m2，2 房 2
厅极品文化人居， 临街现
铺共一至三层 1680m2，可
分割， 最小单层面积约
390m2。 电话：8221366

转让
城中区新装营业中宾馆转让，
非诚勿扰。 18897033332

转让
本人在平安， 互助有多家经营中精装修洗浴店，
因业务繁忙，欲转让，非诚勿扰。 15509721699

旺营中茶艺转让
胜利路 800m2 茶餐厅转让，客源稳，地
段佳，接手即可营业。 15500590966

酒店转让
五四西路 400m2 精装修酒店转让， 麒麟湾
1200m2 精装修酒店转让，面议。13109711939

胜利路景林佳苑六楼 600 多平米出售 （或
出租）可办公，22 楼 1 套，海湖新区省委家
属院 13 楼 1 套现房出售，非诚勿扰！ 详情
请致电：5512218��18797368513�王女士

现房出售

商铺地下室出租
南川东路南川商场临街 120m2（1/2层）地
下室 1000m2（负 1层）出租。 15695317000

商铺出售
海晏路文化公园对面一层商铺 100m2、165m2已出租，分
别出售，价格面议。 13997175569����18697100607

铺面出租
西宁城西区纸坊街海一大厦附近， 繁华地段 96m2

铺面空转，烟酒勿扰，价格面议。 13997147882

出租出售
夏都大街都市绿洲商铺两证齐全，
（原王品咖啡简餐）面积 387.21m2，
无转让费， 一次合同可签 10年，也
可自主转租。 13914888818

珍藏四期 压轴发售
城南宏达花苑 4 期多层
经典小户型， 火爆销售
中， 面积：81-114 平方
米， 低公摊、 大间距，居
住投资两相宜。 热销电
话：0971-6511388

商铺出售
城 北 区 朝 阳 西 路 121m2、
356m2、443m2、1400m2、3000m2

商铺出售，全部已出租，可贷
款，柴达木路金座雅苑对面一
套 162m2 商铺出售， 已出租
13897180076��13195781717
商铺出售
朝阳西路一层临街 48平米三间， 已出租，
价格面议。 13195781717��18697100607

商铺出租
海湖新区电力 A区，31路终点站 100m2，
100元 /平米，无转让费。 18297216061

旺铺转让
七一路黄金地段临街 600m2， 足浴店低价转
让，价格面议。13086278611���13897444708

铺面转让
七一路黄金地段临街 220m2（上下两层）铺面转
让，有意者面谈。 18997169226��15897194567

宾馆对外承包
城中区某宾馆整体对外承包， 水电暖设施齐
全，接手即可营业，无实力勿扰。 13897240565

库房出租
海湖新区海湖星城地下仓库，36m2，
高 6米对外出租。 18609788422

宾馆出售
离西宁高铁站 1000米，810m2的宾馆出售： 一楼
商铺，二、三层客房，无实力勿扰。 18997081978

库房出租
海湖新区海湖星城地下仓库，36m2，
高 6米对外出租。 18609788422

好房急售
金座团购房,临街,全天采光好，楼层 95m2、108m2、
141m2比开发商便宜 700元，急售。 13709715561

胜利路三楼（纯商业）；六楼商
住两用房；地下负二层 500m2 库
房出租；另有海湖新区新华联临
街独栋商业楼和公寓出租，地段
好， 交通便利， 详情请致电：
5512218��18797368531�王女士

商铺招租

声明
原昆仑路九号新大河洗浴
合同已到期转让，持有新大
河洗浴的金卡、钻石卡截止
到 2015 年 1 月 1 日作废，
特此声明， 有问题联系：
0971-7513996

新大河洗浴
2014 年 12 月 15 日

遗失声明
陈建军二级建造师注册证
00039813 丢失，见报声明。

遗失声明
陈建军二级建造师安全考核
证 8127136 丢失，见报声明。

遗失声明
青海易诚电子科技有限公司企业法人营
业执照 630102100003004<副本>，发照日
期 2012 年 6 月 12 日丢失，见报声明。

遗失声明
重庆市合川市学府路 10 号马
丽莉的户口簿遗失，特此声明。

商铺出售
水井巷新悦城二楼 29.23m2 商铺对
外出售，价格面议。 18797393833

遗失声明
张雪林的青 C06257 的机动车行驶证 ，
LNYAEEA3XCK502902 遗失，特此声明。

遗失声明
张雪林的青 C06257 道路运输证 （货运）青
交运管北字 632221002221 遗失，特此声明。

遗失声明
张雪林的身份证及驾驶证号：632200014027，身
份证号：632221197803260038 遗失，特此声明。

声明
青 AH4308 现车主 ，2006 年 5 月 8
日，自该车售出后您一直未与原车主
办理车辆过户手续，原车主联系你未
果，车架号：LZACA2G702A002887,发
动机号：S020320325, 请您自见报 15
日内与 15597142911（罗先生）联系，
逾期一切后果自负。

2014年 12 月 27 日

遗失声明
张雪林的驾驶员从业资格证 6300003889
遗失，特此声明。

遗失声明
西宁启福土石方工程有限公司的工商营业执
照 630103070053223<正本>丢失，见报声明。

协
查
通
报

2014年 12 月 18 日晚 20 时 30 分左右，在南川西路沈
星巷 73 号院内出租房发现一具男性无名尸体，该男
子约 40 岁，尸长约 158cm，体型偏瘦，头发较长，上
身穿暗红色棉外套，内穿黑色夹克，黄色毛衣，灰色
保暖衣，下身穿灰色条绒运动裤，内穿黑色保暖裤，
脚穿灰色袜子，绿色皮鞋，身上有少量现金及锯条两
根，若有线索，请与西宁市城中治安大队联系。
联系人：王警官 马警官 联系电话：13369710919��13389714696

协
查
通
报

2014年 11 月 29 日晚 20 时 35 分左右， 在南川
西路高心所住院部楼后院发现一具男性无名
尸体，该男子约 35 岁，尸长 165cm,体型偏瘦，
短发，上身穿黑色大衣，内穿墨绿色毛衣，灰色
保暖衣，下身穿蓝色牛仔裤，脚穿白色袜子，黑色皮鞋，身上有少量现
金，若有线索，请与西宁市公安局城中分局治安大队联系。
联系人：王警官 马警官 联系电话：13369710919��13389714696

遗失声明
西宁镜韵文化传媒有限公司的青海省国家税务局通用手工发票，
发票代码：163011300932，发票号码：00105456 丢失，见报声明。

惠客家后门铺面出租 63m2
13195775198

遗失声明
西宁城西蜜雪儿服饰店的组织机构代码证：组
代管 630000065417-1<副本>丢失，见报声明。

遗失声明
王青芳的中国平安人寿保险青海分公司保险销售从业
人员资格证书 20050263010000000009 丢失，见报声明。

转 让
旺铺转让
莫家街临街 75m2 铺面转让，
价格面议。 18997218442

宾馆转让
城东区某宾馆转让。 联系电话：18935520000

转让
大十字美食城档口低价转让
（位置佳）。 电话：13309718606

遗失声明
西宁城北泉水垂钓馆（法人：张鸿军）因
保管不慎遗失 《个体工商户营业执照》
副本，注册号：630105663663294，发照日
期：2013 年 03 月 05 日，声明作废。

西宁城北泉水垂钓馆
2014年 12 月 27 日

果洛路饭馆低价转让。 13897187106
小桥市场旺铺低转（营业中）13897243562��熊
南山路小区内超市转让。 13897490047
诚聘配菜师，服务员，2600-3500。 6327035

商铺出售
带租出售：城北生物园临街独立一层 65m2，208万；
住宅底商 101m2，161万，分户采暖，两证全（08年
房）三相电，可经营任何项目。 13099741943

遗失声明
金岛奥迪 4S 店，票号：0115995，金额
50000 元的押金条丢失，特此声明。

遗失声明
金岛奥迪 4S 店，票号 8134751，金额
59000 元的押金条丢失，特此声明。

遗失声明
金岛奥迪 4S 店，票号：0029397，金额
2500 元的押金条丢失，特此声明。

遗失声明
青海金科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给包亚军开具商铺收
据，票号：011165 不慎丢失，金额 375 万元，声明作废。

饺子馆转让
夏都大街都市绿洲小区旁 115m2 精装修，有诚意
者来店，转让费面议。 联系电话：18609711213

遗失声明
朱玉萍 421182198512145162 二代
身份证及驾驶证丢失，见报声明。

启事声明

启事声明

15597009820
城
北
区

15597009592

城
中
区

15597009232
15597009216

15597009268

出租、转让热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