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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西区联系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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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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步步高搬家电
话6110110

28年老品牌
城西：5505777 城中：6111555
城东：8171222 城南：82288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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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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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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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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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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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商铺招租
西宁市城东区金和路36号有整层（二
楼）商铺对外出租，适合办公、网咖、超
市和餐饮等，建筑面积920m2，水电暖
齐全，有2个独立安全出口，价格面
议。电话：13639751093（李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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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排档餐饮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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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电信诚聘
10000号客服代表若干名（35岁以内），要
求普通话标准、表达清晰流畅、具备一定的
计算机操作技能，有意向者请于3月20日
9:00参加面试。电话：0971-8144503，
地址：城东区昆仑东路77号水电四局10楼

中国电信诚聘
114客服代表若干名（35岁以内），要求普
通话标准、表达清晰、具备一定的计算机操
作技能，有意向者请于3月19日9:00参加
面试。0971-8148208，地址：城东区昆
仑东路77号水电四局10楼

蒙牛公司青海代理商招聘
配送司机5名、业务6名、工资面议，开票员3名，工资面
议。电话:冷女士13897252869 邢部长:13299769555

招聘搬运工
有驾照优先，工资 4500 元，长期有效。
13909711448

保安公司聘
保安54岁以下2370一2600元(包
食 宿)，市 内 50 岁 以 下 2300 一
2600元，特保40岁以下，上一休二，
月3100元(一日三餐)门卫值守。
5131511 8453724 18697118826

土产百货半价出售
天峻桥某大型小区内土产店百货半价
出售。13524556095王先生

遗失声明
青H53452登记证书丢失，青B88115
行车证丢失，特此声明。

遗失声明
西宁瑞辰汽车服务有限公司财务专用章遗
失，号：6301012148456，特此声明。

住房出租
湟中路嘉盛花园，106平方米，两室两厅，2楼，家电齐全，周
围学校，高速出入口，汽配城，交通便利，13639749449

遗失声明
刚察县牧森商贸有限公司财务章：
6322240003383遗失，特此声明。

西宁恒大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给
23-1263号房业主郭建勋开具的
编号为 00075411; 00075504
发票遗失；特此声明。

遗失声明

建筑公司诚聘
二级建造师：市政、房建、机电，施工员，资料员，材料
员，预算，质检员，项目经理。13209748222

一 些 伊 拉 克 政 府 官 员 和 国 民 议 会
议员 12 日告诉路透社记者 ，如果国际
原油价格持续走低，伊拉克政府将不得
不搁置大多数开发项目和能源工程，同
时举借更多外债来发工资和购买外国
食品。

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与以俄罗
斯为首的非欧佩克产油国 6 日就原油限
产政策“谈崩”。沙特阿拉伯随后宣布将
增产并大幅下调官方原油售价，国际油价
随之暴跌。市场分析人士认为，俄罗斯与
沙特正在比拼“谁更能耗得起”，对峙可
能持续数月。

作为欧佩克成员之一，伊拉克 95％的

收入来自原油出口。如果俄沙“油争”持
续，伊拉克可能“耗不起”。

“油争”发生时，正值伊拉克政坛出现
真空之际。伊拉克多地去年 10月起爆发
示威。国民议会去年底批准时任总理阿
迪勒·阿卜杜勒·迈赫迪辞职，由于各政
治派别难以达成一致，新总理人选迟迟没
有商定。伊拉克总统今年 2 月任命前通
信部长穆罕默德·陶菲克·阿拉维为新一
届政府总理。阿拉维 3月 1日宣布放弃组
建内阁。

各政治派别持续角力致使国民议会
先前未能通过 2020 财政年度政府预算
案。伊拉克总理办公室经济顾问穆迪尔·

萨利赫告诉路透社记者，国际原油价格为
每桶 56美元时，伊拉克政府提交 165万亿
伊拉克第纳尔（约合 9726亿元人民币）的
2020 财年预算案，当时预期的财政赤字
是 50 万亿伊拉克第纳尔（2947 亿元人民
币）。

萨利赫说，油价暴跌“意味着赤字翻
番，伊拉克唯一的出路是求助国际债权
人。”

伊拉克国民议会金融委员会主席海
萨姆·朱布里同样认为，借外债是伊拉克
挺过油价暴跌所致财政困境的唯一办法。

一些伊拉克政府官员和国民议会议
员预期，面对油价暴跌，伊拉克政府将不

得不削减支出，暂缓推进关键能源项目，
包括开发南部油田、建设出口基础设施。
一些改善伊拉克供电状况的项目同样可
能停工。

伊拉克贸易部分管食品进口的两名
官员以不公开姓名为条件告诉路透社记
者，伊拉克现有足够大米和小麦，但进口
食用油、糖等食品困难。其中一名官员
说：“我们本来就缺少足够的财政拨款来
买食品。没有钱，政府必须找到解决办
法，否则我们将面临复杂问题。”

路透社报道，上述情况恐将加剧伊拉
克分裂。示威者持续数月抗议公共服务
不力、失业率高。 新华社特稿

俄沙“油争”持续 伊拉克日子难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