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彩 钢

厚金彩钢
承接各种彩钢（钢结构）工程！保质量
价低,可先施工后结款！18897169716

兴业彩钢
最低价承接各种彩钢、钢结构工程，生产各种彩
钢板材。电话：15209784444、15500775959

业达彩钢
本公司承接各种彩钢，钢结构工程！低价格生产各种
板材！保质保优！可部分垫资！电话：13997480326

疏 通 搬 家

18309717024含
州
县

化粪池清
理通下水

老字号
大山专业搬家

8226123、5130541聘搬运工数名

6112088 18997246506

顺通搬家
正规注册、长短途搬家

万家乐搬家
6130616 6111281设备搬运

低价通下水
15719750598

通下水6251229安
装
便
池专车抽化粪池18797335674

上
下
水
管
道

通下水
6282644

专业管道王

城西北：8455559
通下水、改装上下水管道、更换便池、暖气、专车清理化粪池。

城中、东、南：13099778856

专业疏通王

高压疏通、清理化粪池
城西、城北6150860城东、城中15897140392

友谊印刷厂
德国进口海德堡四色印刷机，二十一年专注印刷。地
址：西宁市学院巷6号 0971-6139584、13997159159

印刷、装饰

温州中港印刷
土特产包装，酒盒，药盒，食品复合袋，
不干胶，防伪商标，广告扑克，电子票据
等。聘设计18597019022 8279332

13519773660
通下水专

车清理化粪池

含州县

专业管道水暖
通下水，改装水管，便池，暖气，防水，清化粪池，清洗地暖。
7733133 、18009715554

超特低价钻孔
18809715970
专业钻孔、破碎砸墙，防水工程、上下水安装

(

含
州
县)

低价钻孔切割
131 0975 3198
专业钻孔、墙体切割、开门开窗、破碎拆除、水泥地开槽等。

钻 孔
特超低价钻孔
13897426827
专业钻孔、墙体切割、破碎砸墙、开门开窗、防水工程、上下水安装（含州县）。

清理化粪池、高压疏通
含州县
有发票6114333

4110110
青海化粪池清理有限公司

高压疏通
含 州 县

4115115
通下水、清化粪池

高压疏通
含 州 县

如意搬家
8296000

专业水暖
上下水，暖气的安装及维修，便池改装，疏通下水，地暖清洗。
15297219435

专业通下水

8147090 财富搬家
8171222

家政服务
光明家政
十年老店，专业擦玻璃，全面保洁、打蜡、
钟点工、保姆介绍（免费聘保姆、月嫂、护
工）婚姻介绍，聘员工，有保险。5110887

152097880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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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年老店，高空清洗、擦玻璃、全面保洁、打蜡、清洗油烟
机、地毯、保姆月嫂，有保险、有发票、聘员工，年薪4万。

为民家政6108816
8459995

青海省家政协会会员单位

疏 通

电器维修
彩电、酒店制冷、换压缩机260元，保修1-3
年，维修安装空调、冷库、修洗衣机。

13139089074专修冰箱、冰柜

液晶、彩电、冰箱、洗衣机、微波炉、热水器、
电灶等、厂家批发液晶。13997088536

老百姓电器低价快修

液晶、冰箱柜、洗衣机、热水器、燃气灶、油烟机。
鸿鑫家电上门快修

8250053、6365101、8802075

冰箱、冰柜、制冰机、冷库、空调、
酒店制冷设备设计安装，维修。

胜杰制冷上门快修

18697168032

各类品牌电灶及家庭电工线
路维修。18997268526

专业电灶维修 青海省西山公墓
6304521 6303763

绿色园林，新款墓穴
地址：西宁行知路动物园西侧500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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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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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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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897588177
地址：南山公园东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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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00130095 131-3909-3599

殡葬服务

开锁修锁

民芳开锁
汽车钥匙、指纹锁、高端锁芯专卖

6117119
老张开锁6133433
保险柜，汽车，换指纹锁，防盗锁芯

公安备案

换 各 类 锁 芯 高 档 防 盗 锁 芯 指 纹 锁
百姓开锁6111110

公安局备案

肖师傅开锁
高档防盗锁芯批发

5111114
公安备案

财 税

打造青海第一会计品牌
宗兴会计
1、免费代办公司，快速出照；2、承接同行会计、财税业务。
4000-5000-39 13897456708

成实会计
1. 免费工商注册 2. 创业政策咨询 3. 工商、财
务、商标、上市等一站式创业服务平台。

18097333800 4006-11-4006、

信谊会计公司
西宁总公司：18697109986 13519788337
海西分公司：15597410156 0977—8229966
聘会计师、审计师及助理

贴钱注册公司
打造青海财税第一品牌、打造最高性价比
青海信源财税事务所 18997156699

只要财务委托 免费代办一般纳税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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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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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597197888

千王牌具
语音程序机，自动教打牌，五分钟安装，普通扑克分析
仪，二八色子透视镜，实战绝技，包教包会，零元消费。

18697187888

酬 宾

军民专业搬家
专业长短途搬运 正规注册

电话8248756 13519740086

招 生

专业生产聚氨酯冷库板、PU
封边岩棉（玻璃丝棉）板。
13997183907、17071346666

新型节能聚氨酯

永胜彩钢
以最低的利润厂家直销，彩钢、阳光
瓦、防火岩棉板、钢结构、大棚工程、保
证质量。电话：18097348999

维 修

家多邦房屋修缮
房屋维修，水电暖安装、维修、改造，防
水工程，电气设备安装，壁挂炉销售。
热线：0971一7175161 13897648042

空调安装维修保养，及各种家用电器，上
门维修。工时费半价。15500509241

专修冰箱、冰柜、冷库

保顺搬家8135888
军事化管理
专业化服务

快捷搬家
5133117聘搬运工数名

老字号 专业搬家

爱家搬家
8160777、8272888

正通管道安装

13327669098
安装修上下水，暖气管道钻孔，高压疏通，清理化粪池

通下水

18097336678

17725262877
通下水、水电维修

疏通管道、清理化粪池

正规注册，专业擦玻璃，高空，粉刷，保洁，油烟机，
水电便池改装通下水，有保险。18909715260

亮晶晶家政8216623

通下水5220752
大小车专清化粪池18697262094

高
压
疏
通

有
发
票
含
州
县

e族防水堵漏
本公司引进美国UGL-背水面渗漏修缮
服务体系。修缮范围：建筑工程、地铁隧
道、地下综合管廊、彩钢厂房、物业维修、
酒店维护等各种渗漏问题。一级资质注
册公司，并销售各种防水堵漏材料。
电话：0971-6516607、13195790218

陕西省高教系统中等专业学校招生
中专、初中起点五年制大专、专科

学校地址：陕西西安市雁塔区翠华南路13号
电 话：029-89123030、88739350
网 址：www.sxgjxx.com

高级护理、药学、医学检验、
口腔医学技术、医学影像。

高价回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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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宾馆，酒店桌椅等，空调KTV音响设备，
钢材木料，工程设备，库房积压物品。
13195786661

高价回收

回 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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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城北区现房火爆销售
青海大学旁准现房团购认购中，
3600元/m2起售。18997273205吴

房屋出售
宏觉寺街 9 号院 160m2住房低价出售，多
层。电话：13897187088、13709712913

出租
城西区盐湖巷某办公点出租，面积 300 平方米，
水电暖齐全。非诚勿扰。电话：13997076933

转 让
旺铺急转
莫家街马忠食府对面餐饮旺铺急转，
设备齐全，详情面议！15809788409

营业中网咖对外转让
客源稳定，装修豪华，设施配备完
好无损，全场960+970配置，接手
可经营。18997272875(赵经理)

70㎡旺铺转让
长江路黄金地段精装修，低价转让，价格
面议，此广告长期有效。18997211319

旺铺转让
位于南小街（全民健身中心附近）黄金旺
铺转让，非诚勿扰。电话：13519752161

行信息
湟光华联对面旺铺转让。13997280042

写字楼出租
冷湖路 2 号 3 楼 600m2，4 楼 700m2 写字楼出租。
电话：18797117169马经理 0971-6154620

旺铺急转
城中区翠南路临街旺铺 194m2急转，接手
可营业，价格面议。17797111085

转让
化隆宾馆附近有一宾馆转让。
电话：18797186488

信息超市
8211345
8211399

15597009216

城
中
区15597009268
城
北
区

15597008982

15597009592

城
东
区

15597009286
15597009182

城
西
区15597009117

09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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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遗失声明
青海同安泰生物工程有限
公 司 公 章 丟 失 ，号 ：
6301210019793，特此声明。

信息·超市

城北区90m2小炒店急转。
电话：15500745663

出售
西川南路 1200m2商铺，长江路 4000m2写字楼出
售，价格面议。电话：8239775、13897408096

火锅店转让
城东区昆仑东路与博文路十字
附近 200m2火锅店精装，门口有
停车位，适做汽修、诊所、药店、
网吧，价格面议。18797323090

酒店招租
朝阳西路黄金地段某星级酒店负一
楼至五楼招租，每层 1400m2，毛坯
房，可分租。电话：18909712333

洗车行转让
海湖新区洗车行转让，小区门口。精装
修，两个洗车工位。15500611119

精品写字楼出租
胜利路1号招银大厦。联系电话：18909715861

工程标书 工程预算
建筑、路桥、水利、电力、园林
等工程的技术服务和测量。

动力公司

8175956、13709762834 东大街湟光义东商贸9楼

旺铺写字楼出租
1 层商铺 21m2，17 层写字楼
537m2，价格面议。地址：城北区
小桥大街171号兴鼎安大酒店。
电话：13997172668（邓先生）

医院转让
本人有一医院转让，地址同仁县、
床位 50 张、面积 800m2，有新农合
医保报销、城镇居民医保报销、黄
南州全州均可报销，诚招有实力
者。来电：吴13897244807

足浴店转让
海湖新区万达繁华地段足浴，生意稳定，现对
外找合作伙伴、承包者。13086258790张先生

旺营火锅店转让
莫家街旺营火锅店（140m2，楼上库房，带操作间）转让，客
源稳，设备齐，接手可赢利。13519774482、13997032833

转让
万达、新千旺铺低价转让（可做餐饮）价
格面议。联系人：晓经理13997239143

商铺租售
湟源二中旁 90-140m2精装修现房，交通便
利，可贷款。电话：13709714003

麻辣烫店转让
黄南州同仁麻辣烫 55m2现
转让。13997044640

住房出售
滨河南路78号城市先锋小户型43.8m2，精装
修，面朝阳，现32万外售。13909712341张

出租
城北生物园海湖大道加气站后面15000m2地建12座
温棚出租，三通凝化路。电话：13997257207石

川菜馆转让
西关大街气象巷附近川菜馆转让，黄金成熟
地段，适合餐饮、超市、美发等。15297133988

出租或转让
城中区生产厨房设备厂，欲对外出租、转让，
价格面议。13997149702、13709729567

院子出租
城北区大堡子拥军路口东侧50米，有一厂院
3000m2，房屋6间，价面议。13897483926

出租
南大街锦园大厦 5楼、6楼精装修
办公室对外出租。13099790006

餐厅转让
海湖星城、西城名邸旁，300m2 餐厅(上下两层宿舍
库房设施齐全)接手可营业。电话：15110995085

旺店急转
八一路客运站十字路口 200m2，是品牌牛
肉面烤羊肉的绝佳位置。18797399898

宾馆转让或出租
力盟步行街旺营中宾馆转让或出租，装修豪
华，设备齐全，接手即可营业。15110911111

餐厅出租
五四大街临街一楼 580m2的精装餐厅对
外出租，可分割。电话：18197396777

旺营面馆急转
新华巷旺营中面馆 70m2整体急转，可空
转，邻近二医院二中。13997153419

小炒店转让
城中区法院街 75m2小炒店转让，精装修，
人流量大，价格面议。电话：13897447724

声明
青A43672现车主由于你自购买该车（发动机号：3006070-DH；
车架号：LKHCHIAH33AK27309）后一直未与原车主马元庆办
理该车的车辆过户事宜，请现车主在信息见报 15日内与原车
主联系13519701484办理该车辆过户，否则一切后果自负。

七一路旺铺转让
170m2，省军区对面，黄金地段，房
费半年一付。电话：13519737007

启事声明

信息·超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