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5-11-03 星期二信息·超市B14 广告部主办 责校:林琳 热线: 8211345

旺铺招租
假日王朝大酒店二楼 90m2 整体招
租，可做美容、美发。 18697139999

旺铺招租
贾小庄农贸市场二楼 1200m2 整体招租，可
做小商品城，餐饮，办公等。 18697139999

宾馆急转
大十字旺营 600m2青年旅社转让，可兼营茶餐
吧、旅游，价面议，无实力勿扰。 18697112358

转让
夏都大街 470m2（上下两层）火锅店转让，
可做餐饮和商铺，价面议。 17797084675

旺铺招租
城东开发区一家亲超市二楼 1200m2整体
招租，可做餐饮，茶餐厅。 13309712099

启事声明
遗失声明

锦峰滨河苑拆迁安置协议壹期
200#马生成协议遗失，特此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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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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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
西
区

行业行风监督电话：15597009182、155970092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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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信息超市
连续 15 年全省、西宁市发行量第一 广告量第一

0971-�8211345��8211399�
地址:西海都市报广告部（海悦酒店二楼）

房屋租售房屋租售

安家住房 首选宏达
城南宏达花苑 4 期纯多层 89-
114m2 小户型热销中，大间距、
高绿化、南北通透，所剩不多，
欲购从速。 现推出特价房 3888
元/m2。 电话：0971-6511388

购房好消息
有部分单位团购房低价出售，面
积 115-138m2， 起价 3888 元/m2。
销售热线：0971�-6517221�地址：
朝阳东路 56 号（富康医院旁）

现房出售
南川东路 “融城·假日阳光”，现
房即买即住，27-96m2 精品户型
3980/m2 起。 售房热线：8452221
大通中心市场现铺火爆热销中
要想富， 买旺铺，15-100m2�
铂金现铺， 即买即得两年租！
起价 5888 元 /m2 轻松做房
东！ 2856999����2786999

黄金现铺火爆出租
西关大街 2300平米全营业商场现整体招租，位于繁华地段，交通便
利，水电暖齐全，内部设有大型停车场，可做大型卖场、大型办公场所
等多种经营模式，超高回报率，机不可失！ 联系电话：18997186633
陈先生、15500603233于先生、张女士 18697254466

转 让
宾馆转让
大十字黄金地段，旺营中宾馆转让（61间房），手
续齐全，接手可营业，非诚勿扰。 15202510661���

滑雪场对外承包
昆仑西路昆西滑雪场， 全场经营
权总体对外出包。 18197066522

商铺出售
中心购物广场黄金商铺出售，100-600m2，48000 元/m2，
非诚勿扰！ 联系人：刘先生 18797110118、18794219999

新装火锅店低转
海湖新区西关大街成熟商圈，临青百超市，万达
广场，600至 1400m2 任意分割。 13997270369

火锅店转让
五四大街某火锅店转让， 地段佳， 客源
稳，接手即可营业。 电话：13299887012

空院出售
宁互东路七公里，大院适宜居家、茶园、工厂、
仓储，手续全。 联系电话：18997423666

新千写字楼出售
建国路新千国际广场，19# 楼
19层 450m2。 15597018888

火锅店急转
城中区 1300m2 火锅店低价急转，精
装修，房租低，接手即可营业，价格面
议。 13299887012��15909723288

出租
南川西路海山桥附近有一大型库房出租，
水电齐全，独院，价格面议。 15202563897

学区房出售
出售十一中学区房 1套，1楼，118m2，现
房可贷款，中介勿扰。 13086265725

出租
韵家口附近有 1000m2独门独院仓库带办公
楼对外出租。 18997190333、18997120888

旺铺转让
因老板移居外地， 现将夏都大道豪华装修商铺
（290m2）低价转让，价面议。 18697183700

大通 600m2左右火锅店转让，客源稳，旺营中，
接手即可营业。 13997001399、13997255788

大通火锅店转让

金都大厦现房销售
城中央， 学区房， 即买即住，
110m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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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旺铺出售
海湖新区医院对面 158m2 纯一楼可
贷款，内层高 6.3米。 15500500780

清真茶餐厅低价转让
城东区大众街十字临街地
段，精装修，客源稳，面积
370m2，合同长，停车方便，
月租 2万。 13897250200

办公楼出租
海湖新区万佳家居对面小区内 450m2 精装
修办公室出租（2/4Ｆ）。电话：15897168222

农家院转让
城南新区青海湖小区农家院 400m2有停
车场，农家院转让 /出租。13007712926

自转火锅店转让
城中区 150m2自转火锅店转让，客源
稳，接手可营业。 18997083823

转让
刘家寨小区旁旺营中餐厅转让
500m2，非诚勿扰。 17709782866

旺铺转让、出租
城西五四大街中泰百货黄金地段 1500m2临街铺面
（包含负一楼）转让或出租。 18893180096黄先生

旺铺转让
纸坊街旺营中 1600m2 临街大
型餐饮店转让。 13119781666

转让
城西 352m2 临街营业中火锅店整体转让，生意稳定，
停车便利，也可分割。 18697269363、13897667593

西门餐厅转让
长江路华联四楼 150m2餐厅转让，设备齐
全，客源稳定，非诚勿扰。 18009716705

160ｍ2 私房菜转让
经营中私房菜转让，客源稳，停车方便，设备
齐全，精装修，接手可营业。 18297186313

力盟 96m2 临街旺铺转
让。 电话：13997238078

古城台红房巷 620m2，整体转让，也可分
割，客源稳，价格面议。 18709780649

茶艺酒吧急转

好管家房屋
售：新宁路87m260万；建研巷82m256万；海晏
路 81m253万，102m265万，141m270万；海西
路电力小区 68m235万，91m253万，139m265
万； 永兴家园 73m238万； 宁景苑 168m2121
万；虎台 65m260万68m263万，95m287万；凤
凰城144m2108万； 海宏一号136m265万；电
力小区140m269万。 求租求购各类住房

6338816
6334011

招商招租
大型停车场招租：物流、汽修、配
件商户，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停
车场自带宾馆招租， 设施齐全，
有固定客源，无转让费。地址：城
北区兴贸路（大型批发市场东
侧）13709782330、 7928999
宾馆出租
青海湖二郎剑景区观湖黄金地段新建
4000m2框架结构酒店出租。18095749999

德克士湟光餐厅低价出售
游乐滑梯一套及桌
椅 ， 价 格 面 议 。
13619719495 魏经理

城北区 160m2小炒店转让，
价格面议。 13519784967

小炒店急转

出租
农副产品批发市场附近有 18 亩大院，出租，交通
便利，水电齐全。 13897449946、18797328905

旺铺出租
五四西路新华联二期负一楼至二
楼铺面出租。 电话：13109746423

商铺出租
城北朝阳西路金海湾小区门口
65m2左右铺面出租。18097200866

某宾馆客房设施整体
转让。 18997290307

车间及独院出租
城西有 6 亩钢构保暖车间及 3 亩独院带车间， 宜办汽修
厂各加工企业或物流。 有意者联系张先生 17797176169

快餐店转让
城东区果洛路 80m2营业中快餐店转让， 客源稳定，接
手即可营业，非诚勿扰。 13897187106、14797633655

南小街 220m2 铺面对外空转，价
格面议。 18935685587武先生

铺面空转厂房出租
彩钢厂房高 9米，带轨道吊车，另有彩钢设备出
售。 地址宁大路 17公里处 15111717713

商铺急售
城 北 朝 阳 东 路 金 海 湾 临 街
84m2好铺急售。 18609711123

饭馆承包
城中区营业中饭馆长期承包。 13309787999

饭馆转让
因家中有事， 南气象巷 90m2 清真饭馆转
让，客源稳，位置佳。 电话：18697181407

中式四合院出租
朝阳西路临街 1400m2，独立院落，
已精装，适合餐饮。 13997175569

火锅店转让
城西区昆仑阳光城约 1000m2火锅店转让，三楼，
已装修，带设备，接手即可营业。 18697100607

商铺租售
柴达木路金座雅苑对面一、 二层共 162m2，
适合各行业,可出租或出售。 13897180076

现房出售
南川东路南川商场，多层（6/7跃层）162m2，
即买即住，可办理贷款。 13195781717

106ｍ2 新房出售
文化公园旁 19 楼，临河三室两
厅，负责过户。 13997350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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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旺铺出租
湟光 1100m2 负一层商铺
出租。 13519788090

出售
兴海路东口与黄河路交汇处有 31m2

旺铺出售，9 万/m2。 13897463261

旺铺出租
城中饮马街 170m2 商铺和城西西关
大街 195m2 商铺出租。13519788090

旺和大酒店
本酒店所有房型一律 3 折，入住送 20-100 元赠券，
另聘前台。 广电局对面。 电话：6332666、6338666

出租
解放路 75m2临街铺面出租，价
格面议。 电话：13369781717

转让
小桥柴达木巷旺营清真面食馆因
家中有事，急转。 15500011830

遗失声明
青 ＡＦ7758 的前车
牌照丢失，特此声明。

声明
青 ＡＥ2876， 车 架 号 为
JTDBE30K400210274现车主，自
该车售出后， 您一直未与原车主
办理车辆过户手续， 请您在见报
15日内与原车主联系办理过户手
续， 逾期该车所发生的一切事故
与原车主无关，由现车主自负。联
系人：13649707933路先生

遗失声明
西宁文清货运有限公司的法人：
张亚平的法人章丢失，特此声明。

遗失声明
孟桂花 630121197804102720
二代身份证丢失，特此声明。

遗失声明
康登锋 610112197711155014
二代身份证丢失，特此声明。

遗失声明
西宁经济技术开发区东川工业园
区凯峰蔬菜瓜果超市的食品流通
许可证正本：ＳＰ6329001350062111
遗失，特此声明。

公告
尊敬的业主：融城假日阳光小区 6、9号楼定于 2015年 11月 10日开始办
理交验房手续，请业主准备所需资料，按照交房公告时间办理手续。 业主
请携带以下资料：1、购房合同原件；2、购房缴款收据原件；交房地点：融城
假日阳光售房部。 办理手续时间：上午 9：30--下午 4：30，周六、周日正常
上班。 公司地址：城中区南川东路 137号咨询电话：0971-8452221

遗失声明
城北区柴达木路 26 号 17 号楼 1 单元
1032室余学锋的土地证：宁国用（2014）
第Ｇ-00455号丢失，特此声明。

遗失声明
岳 征 ， 项 目 经 理 证 ：
8128100丢失，特此声明。

遗失声明
河南蒙古族自治县人民政府驻
西宁办事处（账户名称：河南蒙
古族自治县人民政府驻西宁办
事处零余额账户） 的开户许可
证（核准号：Ｚ8554000015101）
丢失，特此声明。

寻车启事
2015年 11 月 2 日祁永平不慎将青
Ａ0139Ｌ在西宁市城西区幼儿园对面
早上 7时发现被盗（白色本田ＣＲＶ，发
动机号码：1025269， 车辆识别代号：
ＬＶＨＲＭ4865Ｆ5011026）如有知其下落
者联系：13997010243，必有酬谢。

城中黄金地段火锅店转
让。 13897450802���

免三月租金入驻农贸市场
和盛园小区农贸市场摊位现对外招商，粮油、熟食、蔬菜、水
果、副食、调料、水产、肉制品，方圆三公里无农贸市场，小区住
户资源广阔，先到先选位，数量有限，欲租从速！ 地址：南山东
路 151号（特警支队对面）热线：8822773、15809712253

商铺出售
城东开发区民和南路 171m2 一楼
商铺出售（带租约）。 13997280899

出售
南川西路口腔医院对面驾校附近 3500m2

院子低价出租，带房、电。 13897426618 任

旺铺转让
七一路临街烤吧 225m2（上下两层）对外转
让，客源稳，接手可营业。 15597176708

遗失声明
代艳茵 630105199104140629城
镇居民医保卡丢失，特此声明。

旺铺招租
城东开发区一家亲超市隔壁
300ｍ2旺铺招租。 13309712099

新华联商用公寓
整层 916m2出租、 出售， 适合各
种业态，价格面议。13709788406

旺铺出租
国际村精装修 500m2 餐饮
店出租。 13709739043

清真餐厅出租
昆仑东路 21 号 1500m2 清真
餐厅出租。 13997019440

火锅店转让
小桥大街 800m2 新装火锅店转
让，也可空转。 15009716485

转让
西门繁华地段 450m2 空铺
低价转让。 13709739043

旺铺转让
同仁路电信局斜对面大连海鲜钻石店
楼下 150m2旺铺转让。 13709719196

旺铺转让
胜利路财校东 100米有 72m2 旺铺
转让，价格面议。 13709744579

火锅店转让
博纳广场 215m2精装火锅店转让（火锅加盟代理也可
一起转让），停车方便，也可做其它。 18197357117

出 售
本部位于西宁火车站南滨河路延伸段
200 米南侧 ， 商铺每层面积均为
1470m2，一层临街售价 2.6万元 /m2；二
层售价 1.3万元 /m2、 负一层售价 0.62
万元 /m2，另有几套住宅出售，楼层采
光充足，售价：4400元 /m2，以上价格均
为一次性付款。 18697250600彭

旺铺出售
城北区， 精装铺面带租出售 25m2、40m2、75m2、
120m2两证齐全，可做银行贷款。 15597030229

旺铺出售
25m2-90m2铺面带租出售，可
银行贷款。 13299783446

商铺 10万左右
15-150m2精装旺铺带租出售，两
证齐全，可按揭。 15003688988

商铺投资
北区中心绝版地段，产权旺铺 20-100m2

五业运营统一招商。 1389761562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