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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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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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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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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专业疏通下水
专业清理化粪池

18009787074
低价通下水抽化粪池
13299782218

办公用房出租
南大街锦园大厦七楼819.36m2对外出
租，适合办公。13997408999

城南旺铺出租
三园-新城佳苑，面积不等，交通便利，可做宾馆、
办公、餐饮等。6513543、13909724002

宁铁保安公司聘
保安人员若干名，男，高中以上，18至35岁，工资3000元，
交三金。7167981，13997285560 ,17709787567

东川工业园区企业招聘
保管，办公室管理，网络营销，后勤值班，车间普工，有
经验的优先8145528 18195600311。

保安公司聘
保安54岁以下2370一2600元(包食宿)，市内银行50
岁以下2300一2600元！5131511 18697118826

城北区小桥十字西诚聘
保洁一名，女，身体健康，有责任心 。
联系电话:13897673421

承接钢结构、网架、玻璃温室、彩钢工程

诚栋彩钢

18709783666 18997156789

专业生产彩钢板、钢结构
高薪诚聘

库管、店员，有驾驶技术者优先.月薪3500-
5500元，包食宿。8453588 13897466995

诚 聘
司机一名内勤一名市场业务员若干
名工资面议电话15609793666

诚 聘
监理工程师，房建，市政专业监理，石油，燃气专
业监理，要求持证上岗，电话18297022952

绿地集团开给靳亚亚购房收据遗失，编
号 3028537，金额 21000 元；编号
6167394，金 额 111128 元 ；编 号
4119148，金 额 10000 元 ；编 号
2191587，金额490000元，特此声明。

遗失声明

遗失声明
青海省化隆县甘都镇下四合生村46号
马师彦8人户口簿遗失，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青海贝正实业有限公司青A0233挂 的道
路运输证630104003803遗失,特此声明。

遗失声明
西宁银路城市燃气储运销售公司青A1129挂
道路运输证630104002818遗失,特此声明。

浩天建工集团有限公司于2018年8月承建了生物园三期道路（一期）路
灯箱变工程，该项目于2018年11月22日竣工验收评定为（合格）。

为了保障该施工项目相关债权人的合法权益，现通知债权人在法律保护
期限内将该项目相关合同和其他有效法律文件原件，自本公告见报之日起
15天内向本公司申报债权逾期未申报债权的视为自动放弃。

债权人申报联系部门：浩天建工集团有限公司
联系地址：长沙市芙蓉区人民东路仁和、堤雅境蒸蒸日上阁E栋1002房
联系电话：费 总 15809719511 黄经理 18697259420
特此公告

浩天建工集团有限公司
2020年3月12日

公 告

青海速凯工程建设有限责任公司建筑业
企业资质证书（副本）遗失，统一社会信
用代码：91630103310918183W，发
照日期：2019年6月17日，特此声明。

遗失声明

西宁某货运公司转让
公司证件齐全，名下有大小箱货车辆，货车性
能良好，价格面议，15354877407陈先生

大柴旦行政委员会人民医院的
公章：6328240000273 ，财
务 章：6328240000274 丢
失，特此声明。

遗失声明

西宁港汇商业运营管理有限公司2016
年8月29日给靖小平开具的晶石灵承
租订金收据遗失，票号：2195702，金
额：10000元，特此声明。

遗失声明

西宁市城西区五四大街37号彩虹巷1号
楼1-90号（张莉）营业执照正本遗失，注
册号：630104670051689，发照日期：
2012年5月10日，特此声明。

遗失声明

注册监理工程师、土建监理工程师、电气安装监理工
程师、给排水监理工程师、水暖监理工程师若干名，
办公室文员3名(熟悉办公软件)，有经验者优先。

人防监理公司诚聘

电话：13639785736吕先生，赵女士：6101611

青海省海西公路桥梁工程有限
责任公司的开户许可证（核准
号:J8590000066304, 账 号:
63001656637050001880,
开户行: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大柴旦支行）遗失，特
此声明。

遗失声明

某公司食堂聘
川菜厨师一名，厨房杂物人员若干，持上岗证及健康
证者优先。0971-6277085 18697102232

遗失声明
城北区柴达木路130-2号 3号楼3单
元351室门牌证遗失，特此声明。

遗失声明
湟源县巴燕三级电站法人郎涛出纳祝恺
邑私章遗失声明作废。

回收 15597026788
宾馆、酒店、空调、桌椅、厨房、库房、学校、火吧KTV、
办公用品、机电设备、工程设备等一切积压物资。

遗失声明
西宁城西苗莉食品商店营业执照正副本：
630104620003486丢失，特此声明。

遗失声明
龚 发 录 的 土 地 确 权 使 用 证 ：
632525100208000027J丢失，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新生儿姓名赵学亮，编号为：0630239087
的《出生医学证明》丢失，声明作废。

赵志锐购买三榆龙湖花园2号楼一
单元 1291室收据遗失，收据:2013
年 7 月 10 日，凭证号 99114，金额
5万元整；2013年 7月 14日，凭证
号 99120，金额 7211 元；2014 年
11 月 24 日，凭证号 98430，金额
12万元整。特此声明。

遗失声明

沙特阿拉伯国家石油公司（沙特阿美）
11 日宣布，沙特将把原油极限产能从当前
的每天 1200 万桶提升至 1300 万桶。自 4
月起，沙特的原油供应量将大幅提高至每
天 1230万桶。

俄罗斯先前就双方产油决策争执释放
对话信号，沙特突然决定增产，被视作“回
绝”俄方继续商谈的建议。出于对长期低
油价冲击市场的担忧，一些产油国呼吁沙
特与俄罗斯尽早恢复合作。

产量再加码
沙特阿美在 11 日的声明中没有提及

增加产能的具体时间表。这家企业的首席
执行官阿明·纳赛尔 10日说，沙特 4月原油
日供应量将达到历史最高纪录，比沙特当
前最大产能高出 30万桶，暗示可能动用储

备确保供应。
俄罗斯能源部长亚历山大·诺瓦克 10

日说，俄方准备好与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
克）就当前增产措施展开磋商。按照俄官
员说法，俄石油企业可能将日产量增加 30
万桶，最高日增 50万桶。

消息人士告诉路透社记者，俄能源部
准备 11日召集国内油企巨头，讨论与欧佩
克的合作可能。

不过，沙特能源大臣阿卜杜勒·阿齐
兹·本·萨勒曼反应冷淡，称产油国本该及
时达成共识，采取限产措施应对低油价危
机，如今才准备开会协商对策已不算明智
做法。

短期难和解
市场分析人士认为，沙特与俄罗斯正

展开一场比拼“谁更能耗得起”的竞赛，哪
一方最先妥协将成为输家。目前来看，这
场对峙有持续数月的可能。

欧亚集团能源分析师罗伯特·约翰斯
顿认为，俄罗斯一直着力于对抗美国在全
球扩张影响力，其石油战略不仅关乎产量
和价格，还会考虑如何打压美国页岩油产
业的市场竞争力；价格战对俄罗斯有风险，
但俄方似乎有心理准备。

《莫斯科时报》认为，俄罗斯经济应对
低油价冲击的韧性可能被低估。以包括外
汇储备在内的国际金融资产储备为例，沙
特截至 1 月底的储备规模为 4950 亿美元，
俄罗斯截至 2月底为 5700亿美元。

多国拟斡旋
墨西哥财政部长阿图罗·埃雷拉 10 日

证实，墨西哥和其他产油国正寻求建立第
三方渠道，斡旋沙特与俄罗斯的能源政策
分歧。

伊拉克官员说，增产将加剧原油供应
过剩局面，导致油价长期低迷，对所有产油
国不利。

沙特是否就增产决定事先与盟友美国
“通气”不得而知。沙特发布增产消息当天
早些时候，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与沙特
王储穆罕默德·本·萨勒曼通电话。白宫随
后证实双方通话，但没有披露具体谈话内
容。

彭博新闻社报道，美国政府如何维护
本国石油产业利益，将对特朗普连任前景
产生关键影响。

（新华社特稿）

俄沙陷“油争”多国拟劝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