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5-01-16 星期五 信息·超市 B15广告部主办 责校:小菊 热线: 8211345

好安家搬家公司
8271170���18309787159
工商注册 正规公司

家明家政
十年老店，专业擦玻璃、保洁、洗油烟机。 保姆介绍、
（聘保姆、月嫂、钟点工、婚介），有保险发票 聘员工

6151335

三丰会计事务所
代理记账、纳税申报、审计、增资、评估、
整理乱账， 州县均可。 18997260356��
13389757356��聘会计（长期有效）

免费代办公司注册

财税

信谊会计公司
西宁总公司：18697109986��8225993
海西分公司：15597410156��0977—8229966
聘会计师、审计师及助理

成实会计
免费代办公司注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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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聘会计和助理
18297176658、6103358

代理记账、工商注册、乱账整理、财务疑难、
增资、审计。电话：6111844��18997030025�

双百财会

开锁修锁
公 安 局 备 案 开 锁 汽 车 锁 保 险 柜
百姓开锁
6111110
更换各类超B级、C级防盗锁芯智易方教育

培优文化课： 全名师授课，VIP 一对一、精品小班。
幼少儿英语：精品小班教学，中、外教授课，全进口教材。
艺术课：书画类、舞蹈类、音乐类，一流师资。

地址：城西区五四大街力盟步行街 1号楼、15号楼
0971-8800659（培优文化课） 18509719979（幼少儿英语）18509719980（艺术课）

公司注册（含资质）一周出照
1.会计代理、纳税申报、公司注册、变更、注销、验资、审计、乱账整理
2.一般纳税人认定、涉税咨询、税收筹划
3.工商、财税、同行业事务的办理及代理。
4.工程预决算、标书制作、社保代理、商标注册；
5.工程或项目方案策划、设计、制作：项目申报；诚聘会计师、助理
6.长期招聘或挂靠二级建造师、与带有职称的相关人员。
电 话 ： 13897456708 ��� 0971-7912999

宗兴会计
打造青海会计第一品牌

工程标书 工程预算
建筑、路桥、水利、园林等工
程的技术服务和测量。

动力公司

8175956、13709762834 东大街湟光义东 9楼

�8211345��8211399�·信息超市
连续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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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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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行风监督电话：15597009268、155970098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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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市 公 安 局 备 案 开 锁 指 纹 锁 汽 车 锁
防盗开锁
6114116
换：C级锁芯、锁具销售

老张开锁6133433
专业开启保险柜、汽车、防盗门、换 C级锁芯。

瑞业财税事务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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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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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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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电话：6123688�、13897282859

青海长信财税公司

贴钱注册公司
打造青海财税第一品牌（第一、二分所）
青海信源财税事务所 13997243599

只要财务委托 不仅免费代办

利速开锁
开保险柜、防盗门、换 C级防盗锁芯、汽车遥控、芯片钥匙

8111119
公安备案

开锁换锁
价位最低，本市各区就近开锁换锁

6241110
公安备案

殡葬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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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凤凰山公墓、南陵公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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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东殡仪馆
殡葬一条龙 24 小时为您服务
电话：0972-8684117，18697248209
地址:平安县大红岭

平安福寿园公墓
老百姓买得起的墓地
电 话 0972-8684114，13519700929
地址 :平安县大红岭

青海千仙居陵园
风水宝地千仙居，人生百年后花园

殡仪馆北侧 15597009773 、 139097163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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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址：五四大街青海剧场四楼
13734683067��18997070987

三人行学校
全国连锁三人行学校， 在西宁
城西、城中、城北、城东设有 5
大校区，一对一个性化辅导，精
品小班，名师执教，科学管理，
签订分数提高协议，无效退款！
2015 年寒假班火热报名中，欲
报从速！提分快就到三人学校！

课外补习哪里去？ 三人行必有我“师”

6289123（城西）8118123（城中）
5167321（城北）8803920（城东）

清华文化培训学校
寒假中小学全科辅导，在职教师授课。
地址：昆仑路汽配城向西 50 米
电话：18797170498�����6319626

专业上门机洗地毯、地面、门头、清洗墙纸、油
烟机、打蜡、保洁、擦玻璃、粉刷。 聘员工

富洁家政8294144
13897255105

阳光家政
高空清洗、家庭保洁，擦玻璃、粉刷、保姆、护工、
清洗地毯、上下水、搬家。 聘员工：15500640005

6109671
青海省妇联推崇单位

6183894家乐家政
专业擦玻璃，粉刷，清洗地毯，单
位拓荒，清洗油烟机，急聘员工。

鼎美家政
正规注册有发票、专业擦玻璃、家庭单位保洁、打蜡、清洗
油烟机，通下水，水电便池改装、粉刷。 QQ:1653839282

15695388943
15695388942

福还家家政
正规注册、有发票、专业擦玻璃、家庭及
单位保洁，通下水、清洗油烟机、粉刷、
高空作业、地板打蜡，上下水改装。

0971-6121862
18997480636

兄弟家政
专业高空清洗、开荒保洁、拆装、单位、家
庭保洁，洗地毯、擦玻璃。 电话：6168356

家政服务
光明家政
十年老店，专业擦玻璃，全面保洁、打蜡、
搬家、有保险，保姆介绍（免费聘保姆、月
嫂、护工）婚姻介绍，聘员工。 5110887

15209788089

610065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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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水、有保险。 8221055

96366推荐 2013年度优秀保洁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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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330967夫妻俩家政
高空清洗、机洗地毯、单位家庭整体保
洁、擦玻璃、油烟机、通下水、水电暖、打
孔、粉刷、保姆。 有发票、保险、聘员工。

8238900
6105425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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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超洁家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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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362583
8561045

巧媳妇家政
专业擦玻璃、高空作业、清洗油烟机、
通下水、水电便池改装、粉刷、单位及
家庭的全面保洁。 18997260783

6138898�

家家洁家政6163654�
8272082

擦玻璃、家庭及单位保洁、油烟机清洗、
高空作业、粉刷、专业防水、水电暖改
装、便池改装、卫生间防臭、通下水。

省家政协会推荐优秀企业

专业擦玻璃、高空作业、清洗油烟机、
水、电、暖、便池的改装维修、粉刷、打
蜡、家庭及单位的全面保洁、通下水

蓝天家政6289863
18997033953

青海省家庭服务协会会员 96366加盟企业 正规注册 有发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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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庭装修、有保险。 洗地毯 聘员工

5112506
6129712

正规注册，有发票，专业擦玻璃、高空保洁、油烟机、
水、电、便池改装、通下水，安装大小广告牌。 有保险

洁万家家政6121311
8168656

仁缘家政
正规注册有发票、专业擦玻璃、家庭单位保洁、打
蜡、清洗油烟机，通下水，水电便池改装、粉刷。

6184750
8568462

正规注册、专业粉刷、擦玻璃、高空清洗油烟机、维
修上下水、便池改装、保洁、防水。2013年优秀保洁企业

旺旺家政8235389
18997486299

正规注册，家庭单位保洁、油烟机、玻璃
清洗、上下疏通、便池改装、水电安装

爱客家家政13709788077
15597695358

正规注册，有发票、专业擦玻璃、家庭及单位保
洁、粉刷、高空、油烟机、水、电便池改装，有保险。

美都家政6113624
18297005802

速洁家政
十年老店，专业擦玻璃、家庭、单位全面保洁，打蜡、粉刷、油
烟机清洗，水电改造、低价、高效。 聘员工 18097078530

6112853

十年老店 专业擦玻璃、全面保洁、地板打蜡、水
电暖、机洗地毯、油烟机、粉刷，有保险有发票

为民家政8459995
6108816

青海省家政协会会员单位

擦玻璃、粉刷、装修后全面保洁、
高空清洗、油烟机、打蜡、水电便
池改装。聘员工、有保险、有发票

爱邦家政6283834
8290530

青海省家政协会会员单位

十年老店，专业擦玻璃、单位家
庭保洁、机洗地毯、油烟机、打
蜡。 有保险、有发票。 聘员工

百洁家政6108964
8221125

青海省家政协会会员单位

正规注册。 家庭、单位保洁，清洗油烟
机，细质全面保洁，擦玻璃。 聘员工。

连花家政0971-8133036
13639712407

祝洁家政
单位、家庭专业擦玻璃、油烟
机，各业高空作业。 8226997

96366家政服务、特价机票窝
窝团购开始啦， 年终特惠大
酬宾，详询：0971-96366

特大喜讯

艺海拉丁舞招生
少儿班、成人班、形体
班、常年招生。 地址：南
商业巷佳豪广场三楼。
13109770858 戚老师

12人初中寒假辅导班
英语、数理化；专业教师，提优
补差。 电话：13997291877

招生培训

兰州大学招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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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5年春季招生已开始报名，
2015 年 1 月 24 日入学考试。 联系电话：
0971-6155236� 6108236、13997271691��
格尔木报名电话：13369799611

成教

诚信专业疏通下水
清 理 化 粪 池

6161362
15309716711

市内
州县

疏 通

专业疏通王
疏通上下水、改装上下水、
维修电暖、油烟机清洗。
城西北：15897140392��城中南：18797335674

专业通下水
高压疏通，维修上下水，清化粪池。

15809715369

6280120
通下水

8141440
通下水 清化粪池

通下水
6282644

18309742856
疏通下水
上下水管道安装

6319531城通下水 西北
南中

专清化粪池13897119749

喜洋洋搬家
老字号 8130698����18997199515

大众专业搬家
专业拆装。 6260926 13099783172

兴旺搬家
6142590、5138555�������承接省外搬家

福旺搬家
6281225
长途搬家 家具拆装

搬 家
老字号 8226123���5130541
大山专业搬家

专业水电暖
15719710096
各种电路水电，太阳能维修

光明专业搬家
十年老店 15897187577

雅洁搬家
8232823
兄弟搬家
电话：13709714832
快捷、诚信、长途。

某单位聘
办公室人员一名，本科以上学历，熟悉办公软件，2
年以上工作经验，工资面议。 联系电话：6132415

6260249家家乐家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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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招生培训 招生培训

百姓搬家
8126924���13389713026
正规注册、家具拆装。

15297099656
擦玻璃、保洁、专业清洗各种沙发、地
毯、窗帘、布衣、各种地面清洗、养护，
另聘员工数名。 15297099656

福鑫保洁清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