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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超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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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
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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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
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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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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出租、出售、合作
湟源县黄金地段宾馆一栋，面积8000平方米，拥
有大型停车场。 15997079078,15695380599

写字楼出租
现有城西区五四西路22号写字楼4楼出租，320m2，
精装修，交通便利，价格面议。13897267755

营业娱乐会所转让
本人另有发展，将在营业中的娱乐会所低价转让，
地 理 位 置 优 越 ，证 件 全 ，接 手 即 可 营 业
18997007698许 13968597785裘(价格面议)

工程材料
厂家直销，盖土网，
遮 阳 网 。 电 话 ：
13997275768张

转 让

火锅店转让
城中区营业中 1000㎡火锅店对外转让，接手
即可经营，非诚勿扰。18609793333张女士

商铺出售
西宁市城中区，大十字地下商业街南002号，面积147.55
平米。房东一手出售。欢迎有实力的商家、厂家、个
人洽谈。联系电话13993135637，13993153007

8211345
8211399

金座昕艺园
海湖新区好房出售！团购均价 7000
元！详情致电15110999795李经理。

转让
黄河路银龙酒店南 50 米 67㎡烟
酒店整体转让。18697246444

转让
纸坊街海一大厦旺营中品牌牛肉面馆急转，165 平
方。无实力勿扰。也可空转。电话：18297192839

72㎡快餐店转让
城北区祁连路小学对面，位置佳人流量大，
精装修接手即可营业。18997080798郑

酒店转让
城南会展中心附近 1700平方酒店转让，租期
长、租金低，无实力勿扰。电话：18009788567

车位出售
海湖新区万达广场南区 2 号楼 B 座负二层 十个车
位，低价对外出售。电话:189 9705 7773。非诚勿扰

出租
城西区五四大街14号文泰大厦一楼商铺850㎡出
租，可分割成330一520㎡。电话:139970894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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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饭馆转让
城东 110㎡饭馆低价转让，含
7个月房租。13119765884

餐厅转让
海湖新区文成路有餐厅转让！可做摆
小龙虾，烧烤，小海鲜！13099773699

大型网吧转让
校区旁 1000㎡旺营中网吧转让，房租
低，证照齐全，可合租。13109751116

商铺出租出售
大什字文庙街 120㎡商铺出
租出售。电话:13709717043

火锅店转让
新华联家园文景街火锅店可带项目转让，设备齐
全位置佳，地段旺，客源稳定！18697141588

转让
交通巷（原口福街）70 平米餐饮店转
让，位置佳，地段旺。18697141588

新开酒店餐厅对外招租
香格里拉城市花园新开准四星级酒店餐厅（面积 1000m2-
2000m2）对外承包。电话：13099766799 18697240777

旺铺超市转让
火车站附近，临街130m2，旺铺超市转让，
客流量大，也可空转。13639781956

都兰县一加气块厂对外整体转让，
手续齐全、正在生产中。联系电
话:15909775434 非诚勿扰!

15597009286 15597009592城
中
区

城
西
区

空房出租
长宁镇殷家山村 1080㎡空房对外出租，可用作库房。详情
咨询陈先生：15897089206看房咨询于先生：13639753770

空房出租
冷湖路230㎡空房对外出租，详
情咨询马女士18797117169

转让或合作
城东区某门诊部转让或合
作。13709737146面谈。

快递公司转让
因本人急需用钱，现将经营中快递公司转
让，价格面议。18097202185

建材出售
某建筑公司因库房搬迁，现
将囤积建材、施工设备等物
清库处理，有意者联系洽谈。
电话：15500577616陈经理

饭馆转让
城中区文化街、玉井巷小学对面 40㎡饭馆转
让，客流量大，接手可营业。13299772161

旺铺出租
大通县城人民路与建国路交汇处120m2手机店铺（塞奇
蛋糕旁）出租。电话：13327681212 18997132247

出租
城西临街独门独院两层楼（510平方米）
出租，院内十车位。电话：13519787960

转让
城北区民惠城（肯德基）
旁边理发店转让面积
176平方米，可起二楼。
电话：18697141808

旺铺出租
新宁路新宁花苑一楼854㎡商铺出租，有全套
天然气设备、装修。杨先生 13997045244

遗失声明
新生儿马超，编号为 630048811 的

《出生医学证明》丢失，现声明作废。

启事声明

遗失声明
民和回族土族自治县峡门镇
社区卫生服务站遗失开户许
可证，开户行：中国工商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民和支行，账号：
2806036009200075672，核 准
号 ：J8522000179401，编 号 ：
8510-00088624，声明作废。

俄罗斯总统弗拉基米尔·普京 15 日身
穿蓝色牛仔裤，驾驶橘色卡车，穿过克里米
亚大桥，庆贺大桥汽车道 16 日正式开通。
这座大桥横跨刻赤海峡，连接俄罗斯本土
与克里米亚半岛。美国和欧洲联盟继续谴
责俄方借建桥巩固对克里米亚的“非法占
领”，重申“克里米亚属于乌克兰”。

普京当司机
一身休闲夹克加牛仔裤，现年 66 岁的

普京现身克里米亚大桥汽车道，登上一辆
俄罗斯产“卡玛斯”牌自卸卡车。车头两侧
后视镜插着微型俄罗斯国旗。

俄国家电视台播出的画面显示，普京
在驾驶座上目视前方，一边熟练地换挡、打
方向盘，一边听身旁两名工程人员介绍大
桥建设情况。

普京所驾卡车领头，后面跟随 30 多辆
同款卡车、吊车、混凝土搅拌车等工程车，
从大桥一端俄罗斯南部克拉斯诺达尔边疆
区的塔曼半岛出发，一路驶至大桥另一端
克里米亚半岛刻赤市，全程耗时 16分钟。

抵达克里米亚一侧后，普京观看歌舞
表演，祝贺建桥工人成就“历史性一天”。

据大桥建设工程方网站信息，大桥汽
车道当地时间 16 日 5 时 30 分正式开始双
向通车，最高限速每小时 90 公里。通车时
间比预定计划提前半年。

欧洲最长桥
据俄罗斯卫星通讯社报道，克里米亚

大桥是一座铁路、公路两用桥，全长 19 公
里，包含大约 17公里汽车道和 18公里铁路
轨道，跨海部分长 6 公里。建桥工程整体
造价大约 228亿卢布（约合 37亿美元）。大
桥日通行能力为 4万辆汽车、47对列车，列
车年载货量可达 1300 万吨，年载客量 1400
万人次。

铁路轨道尚未完工，计划 2019 年底交
付。另有一段连接刻赤市到克里米亚首府
辛菲罗波尔的公路预定 2020年完工。

法新社报道，克里米亚大桥建成后，将
取代葡萄牙首都里斯本的瓦斯科·达伽马
大桥，成为欧洲最长大桥。

位于克里米亚半岛的乌克兰克里米亚自
治共和国和塞瓦斯托波尔直辖市2014年3月
举行公民投票，超过九成投票者支持两地脱
离乌克兰、加入俄罗斯联邦。普京随后以签
署条约形式确认这两个地区“俄罗斯联邦主
体”地位。乌克兰、美国和欧盟指责俄“非法
吞并”克里米亚。欧美因克里米亚问题和乌
克兰东部冲突对俄罗斯施加多轮制裁。

美欧受刺激
普京高调庆贺大桥通车，惹恼乌克兰、

美国和一些欧盟国家。
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希瑟·诺尔特说，建

造克里米亚大桥说明俄罗斯“乐于持续藐
视国际法”，称大桥“象征俄罗斯企图巩固
对克里米亚的非法夺取和占领，同时因为
对过往刻赤海峡的船只大小有所限制而阻
碍航行”。诺尔特警告，美国将继续制裁俄
罗斯，“直至俄罗斯将（克里米亚）半岛的控
制权归还乌克兰”。

欧盟外交政策高级代表办公室一名发
言人说，俄方建桥通车“再一次侵犯乌克兰
主权和领土完整”。

英国外交国务大臣艾伦·邓肯说，英方
将继续与伙伴一起反对俄罗斯“吞并”克里
米亚，包括继续制裁。

过去，人们从俄本土南部前往克里米
亚半岛主要靠渡轮，常见渡口车辆大排长
队；如遇风暴天气，渡轮停运。最便捷的交
通方式是坐飞机。

法新社报道，为缓解乌克兰封锁和欧
美制裁对克里米亚民众生活的影响，俄罗
斯需要向克里米亚地区运送大量食品。大
桥通车后，可有效减轻克里米亚地区物资
进出对海运的依赖。 新华社专特稿

新华社北京 5月 16日电 朝鲜 16 日
凌晨宣布取消原定当天的北南高级别会
谈，同时要求美国考虑朝美领导人会晤
前景，理由是韩国和美国 5天前启动大规
模空中格斗演练。数小时后，朝鲜外务
省第一副相金桂冠警告，如果美国坚持

“利比亚模式”，试图逼迫朝鲜“单方面”
弃核，朝方将重新考虑是否参加朝美领
导人会晤。

暂停朝韩对话

朝鲜中央通讯社 16日凌晨发表公报，
指认板门店宣言墨迹未干，韩美却启动

“2018超级雷霆”联合空战演练，是“军事
挑衅”，给朝鲜半岛向好局势“开倒车”。

公报认定韩美联合演练旨在“对朝鲜
实施先发制人打击”和掌握制空权，规模

“空前庞大”，反映美韩坚持对朝“极限施
压”和制裁。

除了指认韩美“公然挑战”板门店宣
言，公报指责韩国政府放任保守派在野
党在国会“诋毁朝鲜最高尊严和体制”

“诽谤中伤”金正恩与韩国总统文在寅 4
月 27日在板门店会晤后发表的这份和平
与和解宣言。

以韩美“侵朝战争演习”以及韩国
“对抗骚动”为理由，朝方宣布暂停定
于 16 日在板门店韩方一侧“和平之家”
的北南高级会谈。韩国媒体报道，这次
部长会谈计划讨论南北离散家属团聚、
跨境铁路公路项目合作、南北共同参加
亚运会等议题。

朝方把会谈暂停、北南关系面临困难
和障碍“完全归咎于”韩国政府，同时要
求美国重新考虑“提上日程的朝美峰会
的命运”。

反对弃核模式
韩美研判朝方所言究竟何意之时，朝

中社 16日上午播发第一副外相金桂冠的
媒体声明，发出更明确警告。金桂冠说，
包括特朗普的国家安全事务助理约翰·
博尔顿在内，一些白宫、国务院高级官员
最近大谈所谓“利比亚模式”，寻求“完
全、可验证、不可逆”的无核化，要求朝方

“完全解除核武器、导弹和生化武器”并
且“先弃核、后补偿”。

金桂冠明言反对“利比亚模式”。按
照这名朝鲜资深外交官的说法，美方官
员所说弃核方案暴露“险恶”用心，企图
把利比亚或伊拉克的悲惨命运强加给朝
鲜，令人怀疑美方借助对话和谈判改善
朝美关系的诚意。

“我们国家既不是利比亚，也不是伊
拉克。”金桂冠说，而且，利比亚弃核时核
项目处于初步阶段，与今日朝鲜不可相
提并论。

“如果美国企图把我们驱赶到死角，
迫使我们单方面弃核，我们对这类对话
将不再感兴趣，并且只能重新考虑是否
继续推进朝美峰会。”

寻求安全保证

金桂冠同时说，如果特朗普政府真心
致力于改善朝美关系，为领导人会晤准
备“有诚意”的提案，朝方将作出“应有回
应”。他在声明中说，朝方已经表明朝鲜
半岛无核化意图，多次明确表示，无核化

“前提”是美国终止反朝敌对政策、核威
胁和讹诈。

韩联社解读，金桂冠重申，朝鲜要求
美国作出安全保证。从这份声明看，朝
方更看重这一点，而非经济补偿。

美国国务卿迈克·蓬佩奥 13 日说，
如果朝鲜完全放弃核武器项目，美国将
对朝作出“安全保证”，同时作出经济
补偿，允许美国私人资本投资朝鲜基础
设施建设。

按照金桂冠的说法，如果只是经济
利 益 换 弃 核 ， 朝 方 不 感 兴 趣 。“ 美 国
说，如果我们放弃核武器，会给我们经
济补偿和好处。但我们从来没有想过把
经济发展寄托于美国，那样的交易也永
远不会发生。”

会晤筹备不停

韩国时间 16 日上午，韩国外交部长
官康京和与蓬佩奥通电话，就朝中社公
报交换意见。根据韩国政府声明，康京
和说韩方将“坚决”落实板门店宣言并敦
促朝方恢复对话，蓬佩奥说，美方将关注
朝方反应，同时继续筹备美朝首脑会。

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希瑟·诺尔特早些
时候说，美方尚未从朝鲜或韩国政府那
里得到任何显示美韩空战演练或者朝美
领导人会晤筹备工作“不会继续”的消
息。

一名美国政府高官告诉美国有线电
视新闻网，特朗普已经得知朝方关于可
能取消领导人会晤的警告，白宫正准备
作出回应。

韩国统一部 16 日上午发表声明，对
朝方单方面决定无限期推迟南北高级会
谈表达“遗憾”，认为这一举措有违板门
店宣言的宗旨，希望朝方早日重启会谈。

朝鲜宣布暂停北南高级别会谈
警告或取消朝美领导人会晤

普京“大桥卡车秀”刺激乌美欧

55 月月 1515 日日，，俄罗斯总统普京俄罗斯总统普京（（前右前右））
开着卡车在桥上行驶开着卡车在桥上行驶。。 新华社发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