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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西区联系电话
职场天地 信息超市

15597174154

城中区联系电话
职场天地 信息超市

15597009592

城东区联系电话
职场天地 信息超市

15597009268

城北区联系电话
职场天地 信息超市

155970095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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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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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一至周五：100元/块·天，两天以上90元/块·天 （限22个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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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市区免费上门服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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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理化粪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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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997156699 40000-67-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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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专业搬家

18697195444
8210666

专业疏通王
清理化粪池、高压疏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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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专业通下水清化粪池
13897634638有发票

化粪池高压疏通
13897119749

专
清

（含州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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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青海省家政协会会员单位

专业擦玻璃、单位家庭开荒保洁、擦玻璃每
平米一元，有保险。电话：13619717544

志远家政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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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遗失声明
朱 丽 霞 二 代 身 份 证 遗 失 ，号 ：
622925199111021547，特此声明。

青海力盟海怡文化旅游产业开发有限
公司 2019 年 7 月 8 日开给田丽华
20- 1346#（三楼）收据遗失，号：
0214850，金额2000元，特此声明。

遗失声明

遗失声明
祁如生湟中县上五庄镇峡口村庄廓证遗
失，号：17-010-001，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青海爱艺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公章遗失，
号：6301010252005，特此声明。

西宁房地产集团有限公司给张建军开具的房款收据（城中区长江
路103号3号楼1单元197室，198室。金额:697000元，收据号
0083275，金额：395元，收据号0094272.金额：935000元，收据
号：0015496，金额：5000元整，收据号：0094451）遗失，特此声明。

遗失声明

遗失声明
王生虎的驾照632124198711274019
遗失，特此声明。

不顾美国政府“遣返所有非法入境者”
警告，又一拨数千名中美洲移民试图穿越墨
西哥、北上进入美国。墨西哥承受美方压
力，不得不充当赴美移民潮“挡板”。

来自中美洲国家洪都拉斯、萨尔瓦多和
危地马拉的大约 3000 名移民 18 日上午抵达
危地马拉和墨西哥的天然边界苏恰特河，在
连接两国的鲁道夫·罗夫莱斯跨境大桥上与
墨国民警卫队边防人员遭遇。

墨方预期移民涌入，提前在跨境大桥连
接的墨方城市伊达尔戈城增派边防人员。
18 日早些时候，部分移民试图“闯关”，与墨
方士兵产生肢体冲突。一名墨方士兵用喇
叭告知移民，没有合法入境文件不得入境，
警告对方“别让人贩子盯上”，“美国不会批
准避难申请”。

对峙情势晚些时候得到缓解。国民警
卫队将领文森特·埃尔南德斯站在桥面一堵
墙上，向移民喊话：“保持秩序和尊重，所有
人都有机会进入墨边境。”

法新社报道，截至 18 日上午，还有大约
1500 人留在桥头、坚持要入境墨西哥，其他
人已经掉头返回危地马拉境内的移民收容
中心。

墨西哥国家移民局官员说，大约 800 名
移民已经同意正式提出在墨合法居留申请
并寻找就业机会。

墨西哥总统安德烈斯·曼努埃尔·洛佩
斯·奥夫拉多尔 16 日说，墨方将向这批中美
洲移民提供 4000个就业岗位，以说服他们放
弃北上美国。

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主张严控非法
移民，坚持在美墨边境修筑“边境墙”，同时
向边境派遣将近 6000名边防军人，拘留并遣
返大批非法入境者。特朗普去年 5月以大幅
提高关税为威胁，施压墨西哥政府采取措施
阻挡北上赴美移民潮。

应美方要求，洛佩斯政府已向墨南部边
境部署 2.7万名国民警卫队士兵。

（新华社特稿）

赴美“大篷车”又至 墨西哥难当“挡板”

经历一个月过渡期，也门反政府胡
塞武装针对也门中央银行所发行新钞票
的禁令 18 日正式生效。多家媒体报道，
胡塞武装与也门政府开辟“新战场”，也
门国内有出现“两种经济”的风险。

急“废钞”
胡塞武装去年 12 月中旬宣布，将废

除也门央行最近 3 年发行的本币里亚尔
新钞票，这一武装所控制地区的民众今
后不得持有或流通新钞，过渡期一个月。

胡塞武装承诺，过渡期内将为交出
新钞的民众兑换旧钞，或兑换由这一武
装发行的“电子货币”。

“废钞令”18日正式生效。按照胡塞
武装先前说法，在禁令生效后继续使用
新钞的民众将面临惩罚，包括监禁。

胡塞武装 2014年占领首都萨那和部
分南部地区，迫使总统阿卜杜拉布·曼苏
尔·哈迪前往沙特避难。也门政府同年
转移至南部港口城市亚丁办公，现在控
制亚丁和西部沿海一些地区。

胡塞武装指认也门政府“无节制”地
印刷新钞，“废钞令”旨在控制通货膨
胀。也门政府则指认胡塞武装在搞“经
济破坏”。

民众“苦”
也门民众日常消费中，纸币占很大

比重。多家媒体报道，“废钞令”实际上
产生“两种货币”。

路透社报道，也门民众再一次处于
“交叉火力攻击”之下，也门政府和胡塞
武装控制地区的居民都在抱怨生活中不
便之处。

在胡塞武装控制的地区，不少民众
急于将新钞换成“皱巴巴”的旧钞，导致
旧钞供不应求，每天“限量”供应。

在也门政府控制的地区，里亚尔新
钞普遍流通，但兑换美元汇率大大低于
胡塞武装控制地区，媒体报道后者为 582
里亚尔兑 1 美元，前者为 642 里亚尔兑 1
美元。

对往来于双方控制地区的商人而
言，他们必须买进和卖出“不同纸质、不
同大小”的两种里亚尔纸币，做生意的成
本大大提高。

也门政府去年 12 月底说，胡塞武装
的“废钞令”让其控制区域内的不少银行
机构“瘫痪”，影响数以千计民众，许多人
无法拿到薪水或退休金。

（新华社特稿）

也门胡塞武装发起“钞票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