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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湖路 380m2 火锅城低价转
让 ， 设施齐全 ， 接手盈利 。
13007777789���13519733711

城北集散中心附近（历
史经营宾馆、洗浴）急出
租。 155970002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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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川东路 240m2，490m2，950m2，
另有 13亩空地出租， 适用于小
型加工，水电齐。 18609711833 13997383811��13897426006聘川菜大厨、配菜各一名。 13299761795

出售
西大街地下城 74m2商铺
出售。 13679466811

出
租

城北三其村兴
贸路二十间房
屋出租 ， 房租
低， 无转让费；
另有美食 城 2
个档口出租。
13709782330��7928999

临街商铺出售
南川东路 3000m2 临街商铺出售，
可独立分割， 最小 100m2， 另有
3000m2负一层出售。 8452221

厂房空地出租
生物园区中心地段， 有 2500m2 空
地，办公楼及厂房对外出租，水电暖
齐全，有意者来电 13897281779

求租办学场地
要求建筑面积 4000m2 以上。
联系电话：18240896644

转让
城北区小桥大街 1000m2 洗
浴 转 让 ， 接 手 可 营 业 。
13309791805（沈经理）

旺铺出租或转让
胜 利 路 繁 华 地 段
700m2 旺铺 ，价格面
议。 13139056555

旺铺转让

火锅店低价转让
城西区交通巷北口营业中 1000m2

以上火锅店低价转让，地段好，客源
稳。 13919409233��18609319932

旺店转让
小桥地区 600m2 经
营中火锅店转让。
18297177184�0971-5121858

急转
五一路 1500m2 茶餐厅急
转，客源稳，地段佳，接手
可营业。 13997355388

转 让

商铺出售
带租出售：城北生物园临街独立一层 65m2，
住宅底商 101m2，分户采暖，三相电，两证齐
全，可餐饮等任何项目。 130997419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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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商铺出售
互助路毛纺公司小区临街两层铺
面 170m2出售，可办公，可餐饮，价
格面议。 15297024886���王先生

六亩大院及 75间房出租

铺面出租
五四大街有两套房精装，临街一
楼，160m2、300m2 对外出租，也
可一起租。 电话：13109711939

商铺出租
西大街有临街铺面一、二、三层整
体出租，有实力者，可联系电话：
13709720588���13709769870

办公室出租
五四加油站西侧 228m2�精装办公室
出租，办公设施、水、电、暖、网络、停
车场配套到位。 13519705623

厂房、库房出租
南川西路海山桥附近有大型厂房出租，三
相电、水电暖齐全，另麒麟湾高层 110m2

房屋转让，价格均面议。 13195791178

房屋出售
小商品二期 4 楼 33.3m2 房屋
出 售 ， 价 格 面 议 。
13109750000��18097310000

宾馆出售

现房热销
城北生物园区“紫金佳苑”最后
30 套现房销售，三室两厅，南北
通透，采光好，超低价格。
售 房 热 线 ： 18997237133

售 房
位于城东火车站褚家营小区 123m2，2
楼， 三室两厅，42万外售， 交通生活便
利。 13893265826��13897480721

海湖新区 1300m2 写字楼
13997266000
6500元 / 平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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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准现房热销
南川东路“融城假日阳
光”27-96平米各种精
品户型， 首付仅需 3
万，另外每周推出两套
特价房， 先到先得，售
房热线 8452221

房屋租售房屋租售

抢！ 3万元一套房！！
南环路临街现房， 购房即获最高
3 万元补贴，4800 元起超低价。两
房三房随你选！ 更多详情请关注
公众微信【青海房地产展销中心】

扫一扫，有惊喜

0971-8825559
0971-�7920166

补贴
热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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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商铺出租
胜利路（华润万家超市旁）临街
一层 400m2、 二层 1300m2 商铺
出租。6123656 13709742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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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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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房屋出售

紫宁家园临街铺面出租。 冷湖路杰森花园
160m2复式楼出售，中介勿扰。 电话：84597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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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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遗失类广告（证照）：不分周六周日均为 90元 /块·天（限 22个字）

增加 10元钱，信息将同步发布到本报手机客户
端“掌上青海”、微信公众平台“微信息”栏目

三田写字楼办公室租、
售。 13997384156
新厂房出租

房屋出售
南关街二层独院出售， 面积
357.4m2，水、电、暖全，手续齐，
价格面议。 15297194186

招
租

贵德县南大街天桥商
厦整体出租， 单层面
积 1500平米，其中负
一层至三层为商场，
四， 五层可经营宾馆
餐饮等， 有电梯 。
13519788090

承接工程
承接工程

本公司持有二级资质， 承接房屋建筑、
市政工程 、土石方工程 ，各种装饰装修
工程，钢结构工程。 电话：18897150321

回收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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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价回收

132997135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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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属回收

酒店、餐厅、宾馆、办公室用
品、空调、库房等积压物品、
钢材、木料。 13119783800

大量回收

酬 宾

18697187888�千王牌具
独家研发四点四门透明色程序麻将机，专业
安装程序，扑克二八杠牌九分析仪等，各种
实心色子，透视扑克麻将筒子牌九眼镜等！

千变牌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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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297135666

千胜
牌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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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897164888

6104599 13139087088

幼儿园成套玩具直销
游乐设施，桌面玩具，辅助用品

老坛子酸菜竹笋鸡养生火锅
1月 10 日-1月 20日菜金五折酬宾。
地址：石坡街“阳光女人”旁。
订餐电话：0971-6337798

品牌壁挂锅炉回
馈新老客户，每
台折旧 2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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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房屋出售
青海大学旁瑞景河畔，42.5m217楼，16.5万；
87m2，11楼，31.2万；93m2，19楼，35.5万，可
贷款。 13619718227���13897119562

单位房出售
94m2、108m2、131m2、141m2 团购
房出售，楼层采光好，比售楼部每
平米低 900元。 13709715025

宾馆出售或出租
贵德县南大街万家商贸城 6300m2

宾馆出售或出租。 15500759505

房屋出售
新宁广场北侧 80m2 房屋低价出售，小
区安全舒适。 18697129981刘先生

商铺出售
城北区朝阳西路 48m2、121m2、
356m2、443m2、1400m2 （ 可 租 ）、
3000m2 商铺出售， 柴达木路金座
雅苑对面一套 162m2 商铺出售，
13897180076��13195781717

出租
西宁市七一路海悦酒店隔壁有精装
全新 180平米办公用房一套，功能齐
全，价格面议。 13909725666�李

行信息
朝阳 110ｍ2 川菜馆转让。 15597012910
城中区 450m2 营业中酒店转让，房租低。 13897582149

小商品一期旺铺急转。 13997123650
某高校食堂麻辣烫小吃、牛肉面 2个窗口承包。 15500501198

小桥大街四中新房出售
南 北 朝 向 16 楼 2 室 2 厅
98.61m2，全屋朝阳，全楼最好楼
层，总价 52.5万，先付 27.5万即
可过户。 15209784800

旺铺转让
电力小区精装修，62m2 饭
馆急转，设备齐全（全新）价
格面议。 15111719233

网吧转让
城东营业中网吧转让，地段
佳，客源稳。 13897188705

旺营中茶艺转让
胜利路 800m2 茶餐厅转让，客源
稳 ，地段佳 ，接手可营业 ，适合
餐饮、火锅、棋牌。 15500590966

旺铺转让
人民街 80m2 临街铺面转让，独
立上下水，水电暖齐全（配有三
相电）适合做餐饮，价格面议，非
诚勿扰。 13897189333��王女士

转 让
因家中有事急转国际村五百
平米酒店，房租低，无诚意勿
扰。 电话：13389711972

旺铺转让
八 一 西 路 （103m2）， 六 一 桥
（50m2），旺营中精装修手机店，适
合做任何行业现低价转让， 价格
面议。 联系电话：18935637555

网吧转让
小桥繁华地段营业中
网吧转让，也可空转。
18709713555��李

转让
七一路中医院对面 550m2 火锅店转
让，价格面议。 电话：13119784084

转让或承包
城西和城北洗浴转
让或承包经营，非诚
勿扰。 18797131233

清真茶餐厅转让
位 于 花 园 南 街 700m2， 精 装
修， 接手可营业， 非诚勿扰。
13897609111���13109715759

旺铺转让
七 一 路 省 军 区 对 面 上 下 两 层
150m2 旺铺转让。 13119714068

旺铺转让
城西纸坊街 100m2 旺营中餐厅
转让，精装修，设备齐全，接手
盈利。 15297026691

房屋出售
位于民和路南延伸段隆豪万利苑小区，三室两
厅一厨两卫，137.45m2， 毛坯新房低价出售，集
中供暖，南北通透，采光好。 价格面议，非诚勿
扰。 18097336788��151109917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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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鑫泽投资
雄厚资金 全国直投

自有雄厚资金寻项目：水电、
矿产 、林业 、农业 、煤矿 、房
产、在建工程等，手续简便。
诚招区域代理
咨询：028-68000066

投 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