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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 让

售房
海德堡二期 100m2 送 66m2 天台，户型合理，
交通便利，价格优惠。 18997186560石

出租
西钢高速路口附近，有 18 亩大院出租，水电齐全，交
通便利，有意者 13897449946���18397117089

临街商铺出租
五四西路临街商铺 (毛家饭店)760平米出租，
价格面议，非诚勿扰。 电话 181016968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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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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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商铺招租
西钢盛世华城商业步行街一
楼，二楼，商铺招租（可分
割）。 电话：18297125819

旺铺转让
海湖路 8号二楼旺铺 660平米出租， 适用餐
饮、娱乐、办公、水会。联系人：18997121666

干洗店低价转让
因家中有事现有海湖新区一干洗店低价转让。设
备齐全，客源稳定，非诚勿扰 18997070159

商铺投资
北区中心绝版地段，产权旺铺 20-100m2

专业运营统一招商。 18997033363

商铺首付 10万起
15-150m2精装旺铺带租出售，两
证齐全，可按揭。 15597023469

旺铺出售
25m2-90m2铺面带租出售，
可银行贷款。155007789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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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099778070

旺铺转让
柴达木巷小桥铺面转
让。 152972168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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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火锅店转让
石坡街营业中 320m2火锅店转让， 房租低， 地段
佳，适合各种行业。 13897450802、18997177082

火锅店转让
天峻桥景岳公寓东门 290m2 火锅店低转， 精装
修，设备全，低房租，接手可营业。 17797095843�

某早教中心优价转让。
电话：18697121363

旺铺转让
（夏都大街） 临街商铺 700m2 精装修低
价转让或转租价格面议。 13897240565

场（厂房）地出租
养殖场总占地面积 30 亩，空地 18 亩，
可分割出租，招投资。 13897671615

庄廓出售
贵德县医院往西有一新建庄廓（二层，四分地），交通方便，环
境好，适合住家，宾馆，办公，种菜，停车。 13897041006��

好管家房屋
售：新宁路59m245万建研巷82m256万海
晏路 102m265 万 141m270 万海西路电力
小区 68m235万 91m253万 139m265万永
兴家园 73m238万 虎台 65m260万68m263
万 95m287万凤凰城 144m2108万海宏一
号 136m265 万 电力小区 101m256 万
140m269万求租求购各类住房

6334011
6338816

火锅店转让
西宁南门体育场旁边有一清真火锅
店转让，面积 680m2。 18997422331

转让
海湖新区新华联购物中心一楼
33m2店铺转让。 138974894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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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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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真饭馆转让
小桥医院旁 70m2 饭馆因家中有
事急转，价格面议。13897654456�

食堂对外承包
青海省第四人民医院职工食堂对外
承包，详情面谈。电话：13997078036

商铺出租
胜利路繁华地段一层 500m2，
1000m2商铺出租。13997221018

农业基地转让
市周边有一农业设施基地，温室 300 栋（现种植各
类蔬菜）及 2000m2渔塘，现整体急转。18697262955

转让
八一中路 1300m2火锅店整体
精装低转。 18609715260

金松华府现房出售
精装修，11/11F，111.2m2，南北通透两室两厅，拎
包入住，价格面议，中介勿扰。 15897180893

餐厅低价急转
城西西川南路 930m2 豪华精装餐厅
低价急转，价格面议。 15297216824

铺面急转
园树巷临街 50m2 铺面因家中有事
急转。13369768700、153097153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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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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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饭店转让
城东区 1800m2 营业中饭店低价转
让，繁华地段，精装修，设施齐全，有
停车场，非诚勿扰。 18997230139

宾馆转让
资金周转，将位于青藏高原农副产品集散中心对面宾
馆转让，设施齐全，位置优越，电话：186971231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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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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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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租

本单位在尖扎县最繁华地段建有临街商铺
1200m2 欲整体出租。 电话：139971642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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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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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房出售
南川东路 “融城假日阳
光”现房即买即卖，27-96
平米精品户型，3980 元
/m2，售房热线：8452221

城北某中西医诊所对
外承包。15509719830

南大街办公超低价租
大十字南大街 500m2 精装修写字楼
出租，纯办公用房，教育、宾馆、娱乐
勿扰。 14709783888、18697119797

售 房
朝阳东路《金叶·阳光》准现房
发售，115 m2、138 m2 精品户
型，价位 4000-5000 元 /m2 之
间。 售房热线：0971-6517221

新装火锅店转让
新装火锅店对外转让， 全一楼，设
备齐，停车方便。 18697154671

酒店整体转让
胜利路临街精装酒店整体转让，约
1700m2，价格面议。电话：18409784900

房屋出售
城北区生物园深圳印象小区，112m，3楼，南北通
透，精装修，价格 56万，电话：13909716887

仓库出租
西钢附近有大型仓库出租，交通便
利。 13909718519、13519705561

旺铺出租
西门华德步行街临街旺铺，面积 120m2 左右，
无转让费，位置佳，交通便利。 18697232611

土产店急转
国际村临街 65m2 五金土产店带货整体转让，（空
转也可）。 15609785123��13734669777

转让
学校食堂对外承包， 学生
200 人。 13709729955

商铺急转
海湖西关大街成熟商圈，临青百超市、万达广场,600
至 1400m2可任意分割，各种经营。 139972703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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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旺铺出租
湟光 1100m2 负一层商铺
出租。 135197880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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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急 转
因家中有事，现将临街旺营中的川菜馆急转，带停
车场，临近小区客源稳。13897637212（非诚勿扰）

急 转
城西区二类修理厂，三证全，设备齐，交通便利，有
客源。 15202507772�����13309750421

转让
城西刘家寨小区 352m2临街旺铺低价转， 租金每平
米 40，价格面议，各种经营。 电话：18697269363

私房菜急转
设备齐全，接手可经营，厨房设备，餐桌椅及麻
将桌等可分转。 电话：15209719093

旺铺饭店转让
小桥市场附近临街营业中 380m2，精
装修，接手可营业。 13139073148

出租
北大街南玉井巷 2 号 183m2， 一至二层整体出租，
年租 7.6 万，可办公、棋牌、餐馆。 13909783787

旺铺转让
互助巷医院斜对面，36 平方黄金旺
铺转让，餐饮勿扰 18297179998

转让
海湖新区新华联商场对面， 金座C区，270平可做餐
饮、茶艺等 。 房租 55元 /m2。 15297138505

铺面出租
冷湖路 2 号，杰森大厦沿街铺面一楼 100m2；
一楼 49m2， 二楼 464m2； 二楼 100m2， 三楼
100m2；六楼（写字楼）717.68m2，集中对外出
租。 电话：18797117169���15003665707

宾馆转让
滨河南路 78号旺营中 1100平米，32间房， 接手
可营业。 18797188488����0971-4926111

招 商

500元（货款）轻松入代理，不收取任何代理
费，在家即可操作。 18797380119（杜）

斋和堂阿胶招代理

中泰百货一楼、负一楼共 1500ｍ2 临
街商铺对外招商，可分割为 20-40ｍ2

专厅，人流量大，地段繁华。
电话：18893180096、6369310

天王鞋城招商

值机员（监控室）、客服员、保安、保洁、水电维修工数名，
大厨一名，有相关专业和经验者优先。 13997273342

海湖新区物业公司聘
店长、店员、市场营销员（女），上班：早 9点至晚 6点，
工资 2500+提成+资金+全勤。 13327666700

茶行和鞋行诚聘

设备操作工、库管、销售渠道经理、行销、企划、巡查、专
员、质检员。 0971-5112066�����13897284345

百年酸奶诚聘

彩票销售员一名，40岁一下， 有工作经验者优
先。地址城东区青藏花园。电话 15809713241

彩票店诚聘
某工程咨询设计公司诚聘建筑设计师:
结构设计师若干名;水电暖专业设计师 2
名:土建:安装预算员各 2名:现场监理工
程师若干名:会计 2名:办公文员 2名。
联系电话:13897454971:郑先生

诚聘青海时代新能源公司招一名川菜厨师、 工资 4500左右，地
址：城南新区、南川工业园联系电话：15897218397谢先生

诚 聘

总经助理，行政助理，平面设计，
计算机管理。 13519760476

东川企业聘

财务人员、保安督察管理人员，年龄 45岁以下，
工资 3000元左右。 6303464���6318110

某保安公司诚聘

社区服务专员， 部门主管各 10名，25-50岁， 上午班， 底薪
3000元+福利+双休。 电话:15719750169白经理

上市公司急聘

25至 45岁，大专，待遇优厚，半日制，
高薪双休。 郭老师13709741484

诚聘车险售后服务人员

业务经理一名，3-5年酒类销售经验；业务员
若干， 快销品经验者优先， 工资面议。
13897441256何经理、18897059599李总

金星啤酒聘
某装饰工程公司高薪诚聘办公室文员，男、女不限，擅
长收集资料，熟悉标书整理装订。 电话：6361750

诚 聘
终端业务员 10名、 底薪十提
成十三金，13897231335。

某食品公司诚聘
保安员，男性，45 岁，巡查人员，35 岁，工资 2000--2500
元，另招外联人员,监控员，女性。 电话：13734600211

雄瑞保安公司聘

青海慈铭现诚聘：销售经理数名，年薪三十万。 销售精英数名，年薪二
十万。 加入我们，您将：具有薪资福利待遇：无上限薪资 +业绩提成 +
周末双休 +法定节假日 +年度体检。 岗位要求：1：具有良好的语言表
达能力，逻辑思维；2：市场营销、临床医学及护理等相关专业或有工作
经验者优先录用。 联系人：王女士 联系电话：18597108322

挑战高薪等您来

美容美体、艾灸、中医按摩师、服务生数
名，待遇优环境优。电话：13519740022

养生馆诚聘
格尔木盐浴会所高薪诚聘盐浴、 水疗技师
数名，有保底工资。 电话：18797298111

高薪诚聘

高薪聘西医，儿科大夫，B超，心电图，工作
地点：尖扎县康杨镇。 13909732296

招聘

业务经理 2名，业务员 10名，工资待遇：高底薪+高提
成。 联系电话：0971-6286272���17709784945

奇迅商贸招聘

手工工艺员工资 4000--6000 元，薪金按
件现金结算，免费领料，可在家制作。 长
期有效。 13997380060�����6157829

金色阳光聘

招 聘

服务员 6 名 ， 配菜 3 名 ， 包吃住，
3000�元 / 月。石女士 15110948192��

主题火锅店诚聘

收费员，资料员，28-45岁，高中，3000-5000，五险一
金，双休节假日，15309786122,18997155984

诚 聘
诚聘：会计：底薪 2600 起，五金 + 月奖 + 年
终奖 +午餐。 电话：6275081���6275082

青海龙泉中心陵园有限公司

富康医院是一所非营利性二级甲等综合性医院，现诚聘以下人员：体检营销人员若
干名（年龄 40岁以下，高中以上文化程度，有较高的公关能力）外科主治医师 1名、
外科住院医师 1名、骨科医师 1名、妇科住院师 1名、口腔科医师 1名、功能科Ｂ超
医师 2名、中医医师 1名、放射科技师 2名、消化内科医师 1名（能熟练操作胃镜）
电话：0971-5264999、13734689518（刘主任）地址：西宁市城北区朝阳东路 49号

富康医院招聘

餐饮酒店
领班，3000 元 / 月＋奖金。 收银，2500 元 / 月～
3000＋奖金。 有工作经验者优先。 18709789002

重庆家福火锅招聘

前台销售、厂地运营、店长、机
修维护。 电话：13997139320

欢乐英雄动漫城聘
新品市场研拓、招有经验业务员若干名，底薪 2500
元+高提成，一年后交三金。 电话：18997086539

百岁山诚聘
煤炭化验员 1名、 煤炭工
人 2名， 月薪 4000，45岁
以下。18909773868刘总

某公司诚聘

收费员，资料员，高中，28一 45岁，工资 3400一 4500十福利十
医疗十养老，有双休。 电话:13997038360，13519747929

诚 聘

水电维修工一名，保洁员 2名，要求 50岁以
下。 民院东侧翠雍天地小区 880676

三立物业聘

客服接待，男女不限，30岁以下，大专以上，品正
貌端，善沟通，月薪 2600元；保安，限男性，45岁
以下，上 12小时休 24小时，管食宿，月薪 2500
元， 以上岗位除月薪另+绩效工资+工龄工资
+福利+社保+年终奖。 地址： 香格里拉小区
电话：0971-6269403、18797015030

香格里拉物业公司诚聘

内外勤人员，年龄 25-50岁，高中以上学历，待
遇：底薪+提成+福利+双休。18697152063

招聘
漆工、钣金工、库管数名，工资面
议。 15597193219、13195755034

某修理厂诚聘
招聘学员，熟手美容美体师数名，
工资面议。 13996362909熊女士

招聘
司机、车间女工。 地址：二十
里铺村 15719718871

水洗厂诚聘
店长、收银、理货，有工作经验者
优先，工资面议。 13997096542

塞翔连锁超市诚聘

终端业务经理 5名， 市内送货司机 3名，每
周单休，底薪加补助加提成。 15897083101

正大食品诚聘
社区售后人员及主管，25-50岁， 高中以上学历，双
休，三险，可照顾家庭孩子。电话：0971-7738175郝

急 聘
筹备室经理 10名，工作半天，女士优先，愿有志挑
战高薪者加盟（双休+旅游）。 18797158777高

世界 500强企业诚聘

现面向社区招聘售后服务人员、资料员，25-50
岁，有双休，三险。 13997041097王女士

招聘
物业客服、电脑维护、保洁，工
资+工龄+社保。 6244365

物业诚聘

水暖维修工 2名，司机 2
名。 电话：13519752885

某公司聘
通信施工人员，男性，年
龄 35 岁以下， 待遇优
厚。电话：18797169508

诚聘
优秀大堂 1名，工资面议；优秀
服务员 5名，底薪 3000元 +各
项福利。 电话：13139060666

百合餐饮聘

前台收银、客房服务员、工程维护人员（35-50
岁）、保安。 15110946123、18697115797

交通商务酒店诚聘
会计、 销售、 收银。 电话：
18609711028、15110946123

吉诺眼镜诚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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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职场天地

82m2 房屋出售
人民公园海西西路口 82平米住房，带地下室，
简单装修，2/6楼，40万。 137097890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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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