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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通下水
15297091140

通下水清化粪池
高压疏通、安装维修、上下水管道
6274987、15202563373

专业疏通下水
15110985496做防臭

专业疏通王
高压疏通、清理化粪池
城西、北：6150860、城中、东158971403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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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160777、8272888
爱家搬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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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3897588177 13007716995
地址：南山公园东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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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宁颐宁公墓
园林化设计、人性化服务

地址：城西区羚羊路直上山顶
电 话 ：0971- 6308997、0971- 6300721

汽 车 锁 、保 险 柜 、更 换 防 盗 锁 芯
百姓开锁6111110

公安局备案

老张开锁6133433
保险柜，汽车，换指纹锁，防盗锁芯

公安备案专业搬家

18697195444
8210666

低价通下水抽化粪池
15719750598

信源财税贴钱代办公司
打造青海财税优质品牌，打造高性价比

代账商标社保审计

40000-67-999 18997156699

专业管道王
通下水、安装上下水管、清理化粪池
8455559含州县

有发票

低价通下水抽化粪池
13299782218
8147090

青海千仙居陵园
风水宝地千仙居，人生百年后花园
4000130095 18697257890

擦玻璃、保洁、粉刷、清洗烟道、拆迁装修、改水
电、高空清洗，承接大小工程，有发票、有保险。

民惠家政5137679
183971154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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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行业行风监督电话：15597009182、1559700926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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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六至周日：90元/块·天，两天以上80元/块·天 （限22个字）
◆行信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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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市区免费上门服务 ★

西
海
都
市
报
二
维
码

掌
上
青
海
二
维
码

城西区 15597174154 城中区 15597009592
城东区 15597009268 城北区15597009592

专业管道水暖
改装上下水管、暖气、便池、清化粪池
地暖清洗18009715554

火锅店转让
海湖新区文成路230m2接手可营
业，价格面议。13195758208

连锁酒店承包
朝阳西路临街三层3000平米营业中连锁酒店
整体承包，接手可营业。186971006076500买写字楼，面积：116～

800平米，独立产权，面积越大
优惠越大，数量有限！抢购热线
15597173121 18697183723

写字楼出售

宾馆，酒店，餐厅用品等，空调KTV音响功放，
工程设备钢材，废铝，木料等，库房积压物品。
13099789899

高价回收

青海省扎麻隆至倒淌河公路改扩建工程房建工程ZDFJ-2标段，工程
合同价37271997元，工程总造价为37271997元。截止2019年11月6
日前，建设单位已累计拨付工程进度款35176190万元。本项目已完工，
为确保工程项目农民工工资及材料款资金到位落实，请与本项目有关的民
工及材料供应商，按照与项目部的对账签字相关手续，在2019年11月22
日前联系本公司完成相关登记手续，逾期未登记办理者，后果自负！

特此公告
中交建宏峰集团有限公司
联系人：范老师
电话：15213676233
日期：2019年11月8日

关于《青海省扎麻隆至倒淌河公路改扩建工程房建工程
ZDFJ-2标段》项目本次民工工资款及材料款拨付的提前通知

正规注册、有发票、专业擦玻璃、防水、高空、
粉刷、保洁、油烟机、上下水改装、有保险。

欣欣家政18997172510

西宁市城中区敏祥食品店的食
品经营许可证副本丢失，许可证
编号：JY16301030034469,
特此声明。

遗失声明

临街商铺出售
大通县桥头镇一号桥临街商铺出售，面积22-800平
米，可自营！周女士：15297096902

办公楼出租
黄河路小圆门五楼700m2办公楼，办公家具齐全，价
格面议。13909711807

遗失声明
苏辉购买的海宏一号A11-1263室的所有房款
收据丢失，声明作废。

青海聚富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开给
康俊明、陈光芳11-1152房的首付
款收据丢失，票号：8703502，金
额：353984元，特此声明。

遗失声明

遗失声明
青海省重工业职业技术学校工会委员会公章遗
失，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陕D69780、青BF6938、鄂A199Q9、陕AP5553、
青A36538、青CA7086车辆登记证声明遗失。 丁 士 元 ( 身 份 证 号 码

630104193301291510)因脑梗
在中医院lCU住院 情况危急望其
子女看到后与15500796515联系

寻人启事
青海赛亚华森汽车销售服务有
限公司遗失青海机动车发票1张
（报税联、注册登记联），发票代
码:163001820360，发 票 号:
00230266，金额:98934 元，
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旺铺出租
西宁西大街光彩广场商业繁华临街130m2商铺（三棵
榆对面），位置佳。13997121268 13997095228 西宁新华联房地产有限公司开给周

小青新华联广场沿街商铺16-10，票
号00005884，日期2014年7月31
日，金额600万元整遗失，特此声明。

遗失声明

廖波：
根据你我双方于2018年5月8

日签订的《速8酒店承包经营合同》约
定，现通知你，我公司即日起解除与
你签订的《速8酒店承包经营合同》。

西宁三鑫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2019年11月8日

公告

遗失声明
乐都林氏再就业经营部食品经营许可证
(JY16321230007920)声明遗失。

西宁万达广场投资有限公司开给祁
笋芳132-32、132-34的房款收据
遗失，日期：2017年3月27日，票
号：0041055，金额：6970954元，
代收费用收据：日期：2017年3月
27 日，票号：0041057，金额：
235197.60元，特此声明。

遗失声明
青海居悦房地产经纪有限公司财
务专用章（6301012220969），
发票专用章（6301012220970，
税 号 ：
91630102MA759GW43B） ，
法人（冶延财6301012220971）
印章遗失，特此声明。

遗失声明
青海西北房地产开发建设有限公司开
给1#-1201室曲政维房款收据遗失：
①2013年9月5日，票号：2291026，
金额：262285元；②2013年 11月
22日，票号：1985218，金额：20000
元 ；③ 票 号 ：3367556，金 额 ：
240000元，特此声明。

遗失声明

西宁市城西区奇奇猴儿童乐园遗失
《个体工商户营业执照》正本，注册
号:630104670130828，发照日
期:2015年1月28日，特此声明。

遗失声明

土耳其总统雷杰普·塔伊普·埃尔多
安 6 日宣布，抓获极端组织“伊斯兰国”前
头目阿布·贝克尔·巴格达迪的妻子。

【轻“踩”美国】
埃尔多安当天在安卡拉大学发表讲话

时证实抓获巴格达迪的妻子阿斯玛·福
齐·穆罕默德·库拜西，继而话锋一转，揶
揄美国高调宣传巴格达迪死讯，土方却没
因抓获巴格达迪妻子而“大惊小怪”。

德新社报道，巴格达迪有四名妻子，
库拜西是“大老婆”。

巴格达迪 10 月 26 日在叙利亚西北部
美军行动中自杀身亡。

一名不愿公开姓名的土耳其高级官员
说，土耳其警方 2018 年 6 月 2 日在东南部

边境省份哈塔伊展开抓捕行动时，抓获 11
名“伊斯兰国”嫌疑人。

那名官员说，土方“很快查出”其中一
名女子是巴格达迪妻子库拜西。库拜西
当时自愿招供“关于巴格达迪的许多信息
和‘伊斯兰国’内部工作情况”。土方据此
在其他地点实施一系列抓捕行动。

【有意“展示”？】
土耳其方面近期频繁公布抓获巴格达

迪家人的消息。两天前，土耳其军方在叙
利亚西北部边境抓获巴格达迪的姐姐拉
斯米娅·阿瓦德一家。

“叙利亚人权观察组织”主管拉米·阿
卜杜勒·拉赫曼认为，土耳其情报部门一直
知道阿瓦德的藏身地，此时抓捕有所考量。

美联社报道，土耳其有意借助抓获阿
瓦德，显示土方打击叙利亚库尔德武装的
同时，不会坐视极端组织趁机死灰复燃。

鉴于数以百计“伊斯兰国”成员和家属
仍居住在土耳其控制的叙北部地区，拉赫曼
预期土方今后数周会拘禁更多“伊斯兰国”
成员，以展示土方“积极打击恐怖主义”。

土耳其军队 10月初进入叙东北部，打
击土方视为恐怖组织的叙库尔德武装。
叙利亚政府就土耳其擅自越境展开军事
行动予以谴责。

【下周访美】
土耳其总统办公室证实，埃尔多安和

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 6日通话，重申埃
尔多安定于 13 日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与特

朗普会面。二人在通话中就双边问题和
地区局势交换意见。

美国国会众议院上周表决通过两项议
案激怒土耳其，外界一度猜测，埃尔多安
或取消访美。

两项议案分别认定土耳其在奥斯曼帝
国统治时期大规模杀害境内亚美尼亚人
构成“屠杀”，同时就土耳其在叙东北部采
取军事行动寻求制裁。土政府至今否认
存在“种族屠杀”。

土耳其和美国同为北大西洋公约组织
成员，只是围绕土方采购俄罗斯 S－400型
防空导弹系统、土方越境打击叙利亚境内
库尔德武装等事宜，两国对立加深。

据新华社电

土耳其抓获巴格达迪妻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