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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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专业通下水
15297091140
低价通下水
157197505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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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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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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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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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电 话 ： 0971- 6308997、0971- 6300721

吉祥搬家
8135666招聘搬运工
专业搬家

18697195444
82106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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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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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专业疏通下水
15110985496做防臭

专业管道水暖
通下水、改装上下水管、暖气、便池
地暖清洗77331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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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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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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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专业通下水清化粪池
13897634638有发票

正规注册、有发票、专业擦
玻璃、粉刷、保洁、油烟机、上下水改装、有保险。

福还家家政18297173909
15809723781

永春家政
家庭保洁、专业擦玻璃、粉刷、拉电、通下水、地板打蜡、
专业防水、洗地毯、外墙清洗、家庭酒店油烟机清理。

13997160778
15897248713

65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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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韩忠勇遗失青海省海东市循化县积
石镇天池路防疫站住宅楼二单元三
楼西的房屋所有权证，证号：循国
用（2005）第123号，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餐厅急转
虎台一巷营业中188m2餐厅急转，接手即
可经营，价格面议。电话：18697230399

北川湿地公园旁金水湖畔临街现铺对外招商
项目位于西宁市城北区宁张路湟水湿地公园核心区域，面积4136m2（实得面积
6500㎡），可做超市、餐饮、娱乐，配套设施齐全：天然气、排烟、上下水、集中供暖、
消防设施一应俱全，开发商一手房源可贷款（另有18m2～400m2临街商业租售），
独立产权、可租可售，欢迎来电咨询。联系人：胡先生 联系电话：13109789811

商铺出租
南大街2200平米商铺出租，价
格面议。电话15597386789赵

海西州拓鑫农牧有限责任公司瘦肉型生猪养殖基地建设项目民工工资支付情况
公示：海西州拓鑫农牧有限责任公司瘦肉型生猪养殖基地建设项目现已结算完毕，我
公司现对上述工程项目支付农民工工资的情况进行公示，如有拖欠农民工工资的情
况，请被拖欠人及时与我公司进行联系，并对被拖欠事实进行说明且提供证明材料，
说明及证明材料必须真实、有效，如因虚假说明所导致的经济与法律责任由做出虚假
说明者承担。自本公示之日起15日内（截止时间为：2020 年 1月 5 日）如有拖欠
情况说明，我公司将对拖欠事实进行调查、核实，经调查发现情况属实我公司工程部
（电话：028-87049050）

将协助被拖欠者及时拿到被拖欠工资，如未及时电话说明情况，公司不予受理。
工程部座机:028-87049050 联系人：杨经理 13568891041
特此公示！

四川信合源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2019 年 12 月 23 日

公 示

低价通下水抽化粪池
13299782218
8147090

为遏制监狱血腥暴力，中美洲国家
洪都拉斯 17 日宣布由安全部队接管监
狱。但据知情人士披露，截至 20 日安
全部队仍未能接管全部监狱，北部地区
一所监狱当天爆发帮派冲突，造成至少
18人死亡、16人受伤。

再现监狱暴力
洪都拉斯北部港口城市特拉一所

监狱 20 日爆发血腥帮派冲突，至少 18
名在押人员死亡，16人受伤。政府部门
随后说，安全部队已进入监狱恢复秩
序。

这是洪都拉斯近期发生的最严重
监狱暴力事件之一。

由于近期频繁发生监狱谋杀和暴
力事件，洪都拉斯总统胡安·奥兰多·埃
尔南德斯本月 17 日宣布全国监狱进入
紧急状态，由安全部队接管监狱，为期 6
个月。

一名不愿意在媒体报道中公开姓
名的高级军官 20 日告诉路透社，安全
部队还没来得及正式接管位于特拉的
这所监狱，狱中便爆发黑帮冲突。

拉美地区经常发生监狱暴力以及
越狱事件。

巴拿马首都附近拉荷伊塔监狱 17
日突发枪战，至少 12 人死亡、13 人受
伤，警方缴获至少 5 把手枪和 3 支长管
枪械，尚未查明这些枪械如何流入监
狱。

墨西哥中部莫雷洛斯州一所监狱

今年 10 月 30 日发生帮派冲突，致 6 名
囚犯死亡、2名囚犯受伤，墨西哥当局出
动大约 350名警察和士兵平息冲突。

美国难逃干系
洪都拉斯监狱早就人满为患，街头

帮派竞相争夺监狱内“控制权”，导致狱
中暴力斗殴乃至枪战屡见不鲜。

在各大帮派中，“野蛮萨尔瓦多人”
臭名昭著。这一跨国黑帮起源于美国
加利福尼亚州洛杉矶地区，上世纪 90
年代遭打压后，众多成员被驱逐到洪都
拉斯、萨尔瓦多、危地马拉三个中美洲
国家，并在那里重新壮大，使得中美洲
北部成为全球最暴力危险的地区之一。

美国政府部门 20日宣布，在美国纽
约、马里兰州巴尔的摩等地和萨尔瓦多
抓获超过 230 名疑似“野蛮萨尔瓦多
人”帮派分子。其中，多达 96 人逮捕自
美国纽约长岛，这一地区被视为该黑帮
的一个大本营。

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 20日晚些
时候经由社交媒体“推特”发帖，庆祝这
一打击成果。

墨西哥同样饱受监狱暴力和黑帮
冲突等问题困扰。墨西哥方面估计，犯
罪 团 伙 所 持 武 器 超 过 八 成 由 美 国 流
入。墨西哥总统安德烈斯·曼努埃尔·
洛佩斯·奥夫拉多尔今年 10 月与特朗
普通电话时提及此事，呼吁美国“断
供”。

（新华社特稿）

洪都拉斯一监狱爆发黑帮冲突
造成至少18人死亡16人受伤

澳大利亚东部沿海地区遭遇罕见热浪，
新南威尔士州 21日面临最高级别“灾难级”林
火预警，首府悉尼被林火团团围住，笼罩在烟
雾之下。

假期出行受阻
圣诞节假期已经开始，受火灾风险升高

影响，从悉尼出城去往南部、西部方向的主要
公路 21 日一度关闭，政府建议公众推迟出行
计划。

先前的天气预报预测，新南威尔士州部
分地区当天最高气温可达 47摄氏度。新南威
尔士州是澳大利亚人口最多的州，首府悉尼
有 500万人口。

新南威尔士州农村消防局局长沙恩·菲
茨西蒙斯说，悉尼当天情况没有想象中糟糕，
这或许要归功于最近几周笼罩城市上空的烟
雾。这些烟雾构成一个隔离层，使气温没有
进一步升高。

新南威尔士州农村消防局的数据显示，
截至 21 日傍晚，新南威尔士州共有大约 3000
名消防员和急救人员奋战在救灾一线，火场
数量接近 100处，6处火情属“紧急”级别，2处

“紧急”级别火场在悉尼周边。
健康风险未知

悉尼东濒塔斯曼海，眼下北、西、南三个
方向均有火情，最近的一处距离悉尼城区大

约 130公里。
悉尼西北部的戈斯珀斯山过火面积累计

达到 4600 平方公里。人们担心，上述火场可
能与悉尼以西、蓝山山脉的格罗斯谷火场连
成一片。

21 日晚，悉尼上空的烟雾更加厚重。“几
乎所有新南威尔士州人都长时间吸入烟雾，
因为我们以前没有经历过这种情形，不知道
会造成什么样的（健康）隐患。”当地医生洛·
基姆告诉记者。

悉尼以西 140 公里处的利斯戈 21 日有 1
人下落不明。两名志愿消防员 20日晚在悉尼
以南地区命丧火场。至此，新南威尔士州已
有 8人死于今年的林火。

两名消防员的死讯一出，正在美国夏威
夷州休假的澳总理斯科特·莫里森宣布提前
结束假期，定于 21日晚飞抵澳大利亚。

在南澳大利亚州，距离首府阿德莱德 40
公里处的山火导致 1 人死亡、1 人重伤，15 处
房屋烧毁，全州 20 日过火面积累计 400 平方
公里，23名消防员当天受伤。

在维多利亚州，20日以来火场数量达 142
处。澳大利亚全国范围内，10 月初进入林火
高发季以来，共有 700处住宅、1.2万平方公里
未开垦林区被烧毁。

（新华社特稿）

澳林火肆虐 悉尼被火包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