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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聘司机汉族 2 名、工资面议
电话：13897287458��
���������13099777140

天下江南酒店招聘
餐饮后厨各岗位优秀人员、管吃住
地址：五四西路西口
电话：0971-63169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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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宁假日宾馆
主营：单人间、双人间、24 小时供热
水
地址：柴达木路新宁假日宾馆
电话：1399744152

汉庭酒店
主营：单人间、双人间、24 小时供热
水、干净舒适、全国连锁
地址：五四西路 56 号海湖新区海
湖一号
电话：0971-73937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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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宁博瑞汽车服务有限公司
主营：专业贴膜、汽车装潢、精品音
响、车内桑拿等
地址：树林巷北口（中发源饭店旁）

西宁新远汽配
主营：高端陶瓷刹车片、压盘、分离轴
地址：南山路中惠国际汽配城 9 区
1 排 16 号
电话：130077702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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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宁彩莲（立仁）瓜子批发部
主营：瓜子、大板、花生及各种干鲜
批发零售

裕盛源
主营：糖果类 干果类 糖类
地址：中庄粮油市场 7 号
电话：0971-8018702

牦牛大骨汤
主营：大骨汤胃美鲜香，欢迎品尝
地址：新宁路小学对面牦牛大骨汤
电话：13997289498

青海蟲玉堂土特产经营部
主营：藏红花、柴达木黑枸杞、玛
卡、雪菊大量回收虫草
地址：勤奋巷玖鹰虫草市场 9-106
号
电话：18997208535

天下江南酒店
经典湘菜、时尚美食、承接 20 桌以
内宴请聚会、环境幽雅、菜品上乘

地址：五四西路西口
电话：0971-6316918
本地鲜大肉
主营：本地自家宰杀鲜大肉
地址：商业巷大菜场肉区
电话：：15003669386

西宁河湟源商贸有限公司
主营：冬虫夏草、昆仑雪菊，黑枸
杞、鹿茸片、藏红花、红、黑枸杞子、
人参果、黄蘑菇、牦牛鞭、红景天、
胎菊、各种玛卡
电话：15110903978
地址：玖鹰国际虫草市场 9-103

帮得佳商店
主营：烟酒食品、日用百货、驾校报
名等
地址：刘家寨农牧市场西 8 号
电话：18297198592

浩公烟酒超市
主营：各种名烟名酒、青海土特产
等、代配送
地址：西川南路世通名城西侧
51-55 号
电话：18797334295

故缘川菜馆
主营：快餐一荤一素 14 元、两荤一
素 16 元
地址：西川南路苏家河湾小区对面
电话：13099797216

牦牛大骨汤
主营：牦牛大骨汤、特色退骨肉、配
送精美小菜
地址：西川南路羚羊路 12 号向里
20 米
电话：13808834509

石锅鸡土菜馆
本店卫生干净、菜品分品十足、服
务热情、食材新鲜、味道可口鲜香
地址：西川南路晨光村 238 号
电话：13897385118

马奴黑面食馆（清真）
主营：各种面食（牛肉面、抓面、炸
酱面等）
地址：西川南路路口（羚羊路 1 号）
电话：13195738817

龙居小炒
主营：川味小炒、砂锅等
地址：西川南路羚羊路 31 号
电话：18709718009

军军百货烟酒食品店
主营：烟酒食品、日用百货等，另双
排货车等出租
地址：西川南路晨光村 186 号铺面
电话：18209715841

马记美食烧烤
主营：开锅羊肉、木炭烧烤肉、特色
美食
地址：五四西路 43 号假日王朝对面
电话：0971-8868588

瓦罐煨汤
主营：各类瓦罐煨汤、馅饼、烧烤等
地址：泰宁花园青微美食广场 10 号
电话：18209718698

幺妹快餐小炒
主营：精品川味小炒、特色快餐
地址：康宁花园菜市场东门口铺面

电话：15202560883

圣银酒店
本酒店“烤全羊”，热诚期待您的品
尝。 本酒店是集住宿、餐饮、会议
为一体的综合性酒店，承接各类包
席、宴会。
地址：西宁市城中区同安路 33 号
圣银宾馆。
电话：18697261282

九锅堂
主营：石锅川菜
地址：八一中路 101 号
电话：0971-7126077

祥明便利超市
主营：土特产、食品、烟酒
地址：博雅路紫薇小区门口
电话：13997155985

鑫海湾豆捞(火锅)
平价的消费、优雅的环境、优质的
服务、期待您的光临。
地址：海湖新区新华联商铺
美食热线：0971-5226075�7839868

御香苑火锅城
不到长城非好汉、不吃御香苑火锅
真遗憾
地址：小桥大街俱乐部院内
电话：0971-5211888

巴蜀人家
主营：川菜、火锅鱼、什锦火锅、石
锅系列
地址：朝西朝阳二巷
电话：0971-5227749

四川面馆
主营：担担面、燃面、勾魂面等
地址：兴海路 24 号
电话：18209786030

浩良超市
主营：烟酒、食品、日用百货
地址：三其西兴贸路东
电话：15209708345

富康调料批发部
主营：批发各种调料
地址：青藏高原农副产品中心 17
棚 A-72-73 号
电话：0971-4516456

阿庆妈川浙餐厅
专业，专注，专心只为你服务，期待
你的光临。
地址：人民公园斜对面海西路口湘
水艺源楼下
电话：0971-7928887

天府人家
本店于 2014 年 12 月 9 日，盛大开
业。 优雅的环境，优质的服务，精
品的美味佳肴是您的家庭聚会、婚
庆宴席的理想场所！
地址：柴达木路 224 号
电话：09671-8812778

冬虫夏草自采自销
主营：冬虫夏草、藏红花、藏因陈、
雪莲、鹿产品、红景天、名贵药材
地址：青海虫草采挖区
电话：13897628626��

金樽肥牛
主营：特色干锅、汤锅、单人单锅

地址：祁连县瑞士印象街
电话：0970-8680188
金鼎聚天晟自助火锅
主营：海鲜、啤酒、红酒及各种蔬菜等
地址：海福新区刘家寨外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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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宁鑫发货运部
货运路线：西宁直达贵德 州县提货
地址 贵德三和小区有沿街
电话：13897545144

西宁胖子货运部
主营：西宁、平安、乐都、民和及中
转全国各地
地址：小商品后门褚家营路
电话：0971-8115569

广州运邦物流有限公司西宁分公司
主营：广州至西宁、拉萨全线直达
地址：互助中路 20 号铝型材厂院内
地址：0971-82989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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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巴康川甘家卫生室
主营：中医、西医、内科、妇科、针灸
等疑难杂症
地址：多巴康川南路康川小学对面
电话：13897614703

西宁雪域帐篷厂
主营：加工制作各类活动帐篷、门
帘、帆布制品、民族服饰等
地址：大西部商贸城 3-36 号
电话：13209782334

金纽扣皮草
主营：中、高档皮草服饰
地址：小商品二期四楼 13 号
电话：0971-7132853

红蜻蜓皮草
主营 ：中高档皮草 ，款式时尚 、价
格合理
地址：小商品三期三楼 97 号
电话：15597491166

万佳家具某家具专卖
主营：各种高档家具、床垫、沙发等
地址：西川南路万佳家具
电话：15809716678

西宁双龙汇馆
主营：高端红龙鱼、金龙鱼、印尼虎
鱼、泰国虎鱼
地址：小桥花鸟鱼虫市场 16 号档口
电话：13119767700

奇芳藏蓼
主营：各种风湿骨病、颈椎、骨质增
生、腰椎间盘突出、滑囊炎、关节炎
等疾病请首选奇芳藏蓼为你解除
痛苦，莫失良机
电话：18297108994

西宁恒迪商贸有限公司
主营：冰箱冷柜、洗碗机、液晶电视等
地址：小商品市场 A1 号楼二楼
83-84

电话：0971-4121189

千禧玩具批发部
主营：批发各种电动玩具、吊板玩
具及各种玩具
地址 ;小商品批发市场三期 D 区地
下室 154 号
电话：18997200484

诚信帐篷批发部
主营：帐篷、篷布、凉篷、旅游帐篷等
地址：吉盛小商品批发市场负一层
92 号
电话：0971-4125399

永昌裤业
主营：各种裤子批发零售
地址：小商品二期一楼 51-52
电话：13109765364

鑫源家饰
主营：地毯、地板革、水晶板、印花
台布、毛革、人造革、户外贴等
地址：小商品批发市场 A1 号三楼
82、86 号
电话：0971-4125675

情人草家纺
主营：中高档多件套、四件套、蚕丝
被、羽绒被、四季被等
地址：小商品二期家纺城 129-130
号
电话：0971-7150717

慧丽服饰
主营：中老年女装批发零售
地址：小商品二期一楼 147 号
电话：0971-7150872

依佳怡
主营：时尚服装、连衣裙、裤子、各
种打底衣、打底裤等
地址：小商品二期 3 楼 7 号
电话：15597683434

元瀚喜庆策划有限公司
主营：开业典礼、会议会展、广告策
划、代理发布、设计、写真喷绘、制作
地址：南川西路 76 号
电话：0971-6260567

青海祥丰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主营：个人理财、民间借贷、企业融
资、资产管理、承兑贴现、抵押贷款
地址：互助中路东府佳苑 57-55 号
电话：0971-8137237

浪漫订制（DIY 生活馆）
主营：来照片订制、手机壳、魔法
杯、石板、水晶相框等，可加盟
地址 ：南商业巷义乌小商品城
1046 号
电话：13897265082

完美祛痣
主营：各类祛痣等
地址：刘家寨小区铺面
电话：15009713216

鑫钰源昆仑玉行
主营 :各种玉器，昆仑美玉
地址：大厦建国南路 7 号
电话：15209715390

仁人健康
主营：健康体检、优雅体检环境、
VIP 体检套餐
地址：海湖新区电力小区谦和园门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