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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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业行风监督电话：15597009182、15597009268★
地址:西海都市报广告部（海悦酒店二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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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房屋租售

城南新区奉青花园多层住宅出售
96m2-135m2经典两房三房，成
熟社区，即买即住，数量有限，
欲购从速。另有旺铺及库房
（车库）出售。电话：8269186

写字楼出售
位于城东区经济技术开发区昆仑东路53号
荣豪花园临街写字楼第9层550m2,毛坯，带
18个车位，可做办公或宾馆，手续齐全，整体
出售。电话：13997000888、18097237777

铺面出租
海晏路有铺面三间。163.1-220.4m2，租金
130元/平方米。13997288256 盛先生

营业中火锅店转让
小桥大街沈那桥附近临街火锅店转让，设施设
备齐全，接手可营业。15297134354（喻女士）

城北生物园区临街135m2、155m2

饭馆(无转让费)；500m2餐厅转让，
接手可营业。13519757856

餐厅转让

宾馆转让
互助县靠近旅游景点一精装修商务宾馆、整体
转让、非诚勿扰。联系电话：15500626262

房屋出租
大同街繁华商业地段，闹中取静，
65m2，南北向通透，四楼，精装修，带
家具，水电暖齐全。15202596629

商铺出租
城西胜利路华润万家超市旁265m2商
铺出租。联系电话：13709742101

写字楼出租
位于城西区五四西路22号写字楼（三、四、六、九层）对外
出租（每层320m2），价格面议。联系电话：18997200231

力盟步行街大型火锅店转
租。18697266669(吴)

旺铺出租
万达广场对面三楼600m2临街旺铺出
租。18709715558、17797181517

厂房 库房出租
南川西路海山桥附近路边有厂房库房对外出租，三相电、水、路交通良好，
另有120吨长21米电子磅秤对外出售,价格面议。电话：13195791178

旺铺空转
纸坊街海一大厦一楼 138m2 临街旺铺空
转，非诚勿扰。电话：15897187623

宾馆转让
城西区旺营中宾馆因贷款到期急用钱现低价转让，手
续齐全，设施完善，非诚勿扰。电话：13909746488

转 让

黄金地段黄金屋 经商办公皆可租
我单位在西宁市西大街世贸大厦 13楼有 311.71m2（使
用面积）的写字楼、设施齐全、装修适宜、可进行各种组
合。为经商、办公的首选之地。联系人：陈先生 电话：
0971-8457598 宋先生 电话：0971-8457725

整体出租
某商业楼对外整体出租，共六层，带独立院子，院内可停车60多辆，1-2楼
面积 2030m2，可用作餐饮，商场等。3-6楼面积 3804m2，共计 72间房，可
用作宾馆、医院等。地下负一层1583m2，可停车或可经营超市。楼层均为
毛坯房，水、电、暖、气均独立，位置在城东区商业圈中心，靠近新千国际广
场，五三六医院对面，地理位置优越，有意者可面议。电话：15500548888

海湖新区品质中小户型
团购价出售
电话：7927636、18797167210

商铺出售
海晏路文化公园 167m2，昆仑阳光城 44m2，均
为一层，已出租，价格面议。13997275569

商铺出售
力盟商业巷餐饮二楼600m2出售，已
出租，价格面议。18402033688

商铺出租出售
昆仑阳光城三楼 1000m2整体出租、2000m2整
体出售，适合培训，办公，餐饮。18697100607

商铺出租
城东区临街商铺对外出租，精装修，接手可营业，370m2

（可分割出租）。电话:15297131518、0971-6274999

网咖转让
大十字繁华地段网咖转让，也可
空转。电话：13897188415

商铺出租
城中区五一路口临街1000m2商铺出租
（上下两层）。适合餐饮、宾馆、办公等，价
格面议（泰和园隔壁）。18697175855

城西某网咖转让
城西临街600m2精装网咖整体转让，接手即可营业，
客源稳定，地段位置佳，非诚勿扰。18697108769

餐厅转让
城北景岳公寓东门300m2菜馆转让，接手
即可营业，非诚勿扰。13997088578

餐厅转让
因本人外地发展，五一路旺营中200m2餐厅转让，
房租低，地理位置优越。电话：13519788052

旺铺出售
市中心产权商铺，带租金销售，25
万/套。电话：18597083178

苗木出售

门面房出租
100m2两间门面房对外出租，一间已装修，
可做餐饮。地址:青藏高原农副产品集散
中心对面德霭宾馆楼下。13997198967

苗木出售
柳树处理(胸径1-2.5厘米，单价1-2元/株。有意
者请打电话：13997237591李、13897468865李

钢化玻璃厂转让
接手可营业。电话：15111716506

宾馆转让或承包
城南会展中心附近1100m2新装宾馆转让或承包，
客源稳定，接手即可营业。电话：13897440068

商铺出租
七一商业街（七一路西宁宾馆东西沿街）现有
90m2-450m2旺铺出租。联系电话：0971-
8465039、13519788330、13997109003

商铺出租
西关大街190m2商铺出租。15110950919

商铺出租
东大街 3100m2商铺整层出
租。15110950919

招商租赁
东湖宾馆（同仁路）有少量面积 30-400m2合适公司办公、
培训、健身、娱乐等场所。0971-7655365、13997149449

旺铺出售
城东区七一路口与建国路口交岔处 106m2、35m2

临街旺铺出售（带租金）。13709753247林先生

饭馆转让
因无人经营南山路十字路口89m2营业中饭馆
转让，房租低，地段好。电话：15297083295

行信息
城东南小街临街理发店转让，可空转。15809718093

铺面转让
黄河路测绘局，临街铺面转让，面积
150m2。联系电话：15897087133鲍女士

火车站豪龙宾馆茶餐，尚品宫自助转让，日均
1.6万，接手可营业，宾馆大厅200m2旺铺对外
出租，可做土特产，超市等，另有300m2-700m2

办公写字楼出租(精装)。电话13109794800

转让

胜利路青旅大厦办公室170m2出
租。联系电话：15500749999陈

旺铺转让
城东区九眼泉小区门口 160m2临街旺
铺转让，价格面议。13897261987

旺铺转让
翠南路金翠苑小区门口 95m2 旺铺转
让，价格面议。13997088281

商铺出租
南关街阳光宾馆负一层，面
积530m2。13897660649

招商

招商公告
中国石油青海销售公司就加油站合作开
发“咔咔”汽车快修换油、美容保养，加盟

“昆仑润滑油”销售店、“昆仑换油中心”、
“昆仑好客便利店”等项目向全社会公开
招 商 ，有 意 者 联 系 ：黄 先 生:
18997096769 、田女士：15897198991

饭馆转让
新华联广场旺营中饭馆低价转让，客源
稳定，接手即可盈利。17725274615

铺面转让
兴海路300m2旺营中临街铺面转让，房租低，地段好，
非诚勿扰。电话：13997084199、13897114189

店面转让
城中区南山路家乐购超市一楼巴布豆童鞋转让，拎包进驻经
营即可。18997127765（闫女士）、18693080505（王先生）

清真茶餐厅转让
西关大街黄金地段，房租低，700多平米，接
手可营业，低价急转。13997314777

茶艺酒吧急转
城西繁华地段临街610m2，租金低，37元/m2，客源
稳，接手可营业，忍痛低价急转。18997031919

办公室出租
五四西路 16 号临街五楼 165m2办公室出租。
电话：6321226、18697188275 马先生

商铺出租
西关大街 1100m2 商铺整
体出租。15110950919

湟源县民政局地名命名公告
根据国务院《地名管理条例》、民政部《地名管理条例实施细则》、《青海省地名管理实施办法》

和《西宁市地名管理办法》的规定，对青海为胜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承建的“翡翠家苑”小区予以命
名，经命名的名称为标准名称，并具有专有权，其合法权益受国家、省、市地名法规保护，特此公告

命名名称：翡翠家苑
汉语拼音：FEICUI JIAYUAN
范围特征：商住小区
含 义：“翡翠家苑”预示着我们的业主在自己的家园，对美好生活的追求，预示着我们劳动

人民的善良、健康、平安
命名理由：新建
规 模：3栋小高层
建筑面积：37856.99平方米
地 点：湟源县城关镇建设东路56号

湟源县民政局
2017年3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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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租
互助中路黄金地段4层独楼，设施全，适合宾馆、
学校、网咖等。联系人：朱女士13897188799

棋牌室急转
泰宁花园146m2，家有急事，低价转
让，价格面议。13195794988

遗失声明
马占龙的二代身份证遗失，号:
632127198102150458，特此声明。

注销公告
互助县林丰种苗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63212667918495XM】
经研究决定依法解散，现拟向登记机关申请注销登记，并成立清算组。
组长：黄宗平，成员：星全奎、陶明福、雷有成、刘运来，请债权人自 2017
年3月21日起45日内向本公司清算组申报债权、债务，特此公告。

互助县林丰种苗有限公司
2017年3月21日

注销公告
互助县树德养殖中心【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63212607457551XH】
经研究决定依法解散，现拟向登记机关申请注销登记，并成立清算
组。组长：贺永德，成员：星全奎，请债权人自 2017 年 3月 21日起
45日内向本中心清算组申报债权、债务，特此公告。

互助县树德养殖中心
2017年3月21日

遗失声明
宁夏中房集团西宁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开给王海龙夏都府邸
南1#-2103室购房收据遗失，（1）、2012年9月19号，票号：1089781，
金额：110000元；（2）、2012年9月13日，票号：1089746，金额：100000
元；（3）、2012年 10月 23日，票号：8019138，金额：884.0元；（4）、2012
年9月19日，票号：1089800，金额：771元，特此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青海群瑞商贸有限公司公章（号：
6301050013748）遗失，特此声明。

遗失声明
青海省新绿洲医药连锁有限公司百信
大药房的机构信用代码证不慎丢失，代
码：Ｇ1463010200305870Ｋ，特此声明。

遗失声明
青海省新绿洲医药连锁有限公司百信大药房在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西宁八一路支行的开户许可
证（副本）不慎丢失，账号：100376883520010001，
核准号：Ｊ8510003058701，特此声明。

遗失声明
青海玖鹰（集团）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开
具给王永海的购房定金收据：0001914，
金额：10000 元，房款收据：0002061，金
额：71336元不慎丢失，特此声明。

遗失声明
西宁万达商业管理有限公司开给青海和
融餐饮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的质量保证金
收据（票号：SY0010903，金额：10000元），
物业保证金（SY0010902，金额：38581.40
元），装修保证金（票号：SY0010408，金
额：20000元）丢失，特此声明。

遗失声明
西宁金座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雅园
二期项目部，开收据时间：2015 年 7
月 18 日，票号：3850338，姓名：赵永
强，房号：雅二 4—1074，收据金额：
7228元购房收据丢失，见报声明。

遗失声明
西宁金座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雅园
二期项目部，开收据时间：2014 年 7
月 10 日，票号：1661811，姓名：赵永
强，房号：雅二 4—1074，收据金额：
213628元购房收据丢失，见报声明。

菜馆转让承包
本人在石坡街有一饭馆转让或承包，饭馆
客源稳，交通便利，接手即可营业，联系电
话：13086257116、17797161212

因家中有事要去外地现将繁华地段营业
中电影院转让或转租，中介勿扰。联系
电话：18009783069、13997081216

转让

旺铺转让、出租
同仁路 110m2，146m2，总面积 256m2可分割，
也可整租，(餐饮免)。15500749999陈

法国检方 18 日说，初步调查显示，当
天早晨在巴黎郊区 93 省和巴黎奥利机场
袭击警察和值勤军人的男子是名惯犯，是
警方和情报部门的“老熟人”，可能是在入
狱期间被极端主义思想洗脑。

巴黎检察官弗朗索瓦·莫兰在当天晚
上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说，这名已被击毙
的袭击者名为泽耶德·本·贝勒卡西姆，现
年 39岁，出生于巴黎，居住在巴黎北郊。

贝勒卡西姆有多项犯罪前科，罪名包
括持枪抢劫、走私毒品和偷窃。他 2001年
因持枪抢劫被判坐牢 5 年，2009 年又因贩
毒被判 5年监禁。

莫兰说，有迹象显示，贝勒卡西姆 2011
年至 2012年入狱服刑期间被极端化。2015

年，警方以涉嫌与极端组织有关为名搜查了
贝勒卡西姆的住所，但没有找到证据。

莫兰说，与其他“土生土长”的极端分
子不同，贝勒卡西姆貌似没有出国与极端
组织接触过。

在贝勒卡西姆的邻居们口中，他是一
个表情严肃、独来独往的人，邻居们对他
的事几乎不了解。一名名为哈米德的邻
居后知后觉地说：“我最后一次见到他是 3
天前，他当时一脸决然，好像是铁了心要
跟家人或同事打一架。”

另一名邻居哈蒂杰则说：“有时候我
们在电梯里碰到。他经常穿运动服，他有
一张可怕的脸，真是一个恶魔。”

贝勒卡西姆的父亲和两名兄弟被拘

留接受调查，前者 19日获释。贝勒卡西姆
的父亲接受媒体采访时称，自己的儿子

“绝不可能”是恐怖分子。
他说，贝勒卡西姆做蠢事是受“酒精

和大麻的影响”。警方正进行尸检，以确
定他行凶前是否喝酒或吸毒。警方在他
家中搜查时发现可卡因。

调查人员 18 日厘清了贝勒卡西姆当
天作案的始末。当地时间 6时 55分左右，
贝勒卡西姆在巴黎郊区 93 省向要求他停
车接受检查的执勤警察开枪，导致一名警
察受轻伤，而后逃走。

他逃到距离奥利机场 10公里的一处酒
吧，言语威胁那里的顾客并开枪，但没有造
成人员受伤。贝勒卡西姆之后驾驶一辆抢

劫来的汽车来到奥利机场南航站楼，袭击
一名女性执勤军人并企图抢夺她的武器。

贝勒卡西姆一度用一支 9毫米口径的
左轮手枪抵住这名女军人的太阳穴，与其
他军人对峙。女军人在与贝勒卡西姆扭打
的过程中成功挣脱倒地，她的同事获得机
会开枪将贝勒卡西姆击毙。警方随后在他
的背包中发现一个汽油罐。

奥利机场 18日发生袭击军人事件后，
警方一度封锁机场。机场管理方提供的
数据显示，当天，奥利机场有 178个航班被
取消，34架班机临时改降巴黎戴高乐机场
或巴黎博韦机场，数千名乘客的出行受到
影响。奥利机场 19日恢复正常运营。

据新华社电

巴黎机场袭击者身份浮出水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