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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超市
连续 12 年全省、西宁市发行量第一 广告量第一

启事声明

马坊独院出租
两亩， 水电齐全， 路口 7 . 5 米的车型出入便
利。 电话：13619716454 ��� 13734603972

旺铺出租
城东区永腾小区社学巷，一、二层商铺 1100m2整体
对外招租，租金面议，非诚勿扰。 15209748999

黄金地段新装修 1700m2 火锅店转让，房租
低，内设大型停车场。电话：13974852000��
宋女士 15297175812��曾先生

火锅店转让

城中区 1000m2 洗浴现对外转让， 客源稳定，接
手即可营业，无实力者勿扰。 13360136789

旺营洗浴转让

采光瓦厂转让
18301968675

铺面转让
本有人 260m2 旺铺转让，可做餐饮，莫家街生产
巷。 13369315858

转 让
共和县 150 平米饭馆转让，新装修，位置佳，
可开中餐、火吧。 13619740463

香格里拉 40m2 铺面转让，价格面议。 18209715808
铺面转让

冷湖路口有经营中餐厅因无人经营，现对外转让，面积
280m2，价格面议。 13519705302

餐厅转让

火锅店低价转让可空转
胜利路 800m2。 18097079028

营业中火锅及茶艺一体店低价急转，1-2 层，共 600m2，
另有地下室及停车场接手可营利。 13897613531

火锅店急转
转 让

旺铺出租
西关大街永和大厦 200m2 旺铺出租。 18057678888

康南美地家园
准现房火爆销售
销售热线：7920166

两室全阳户型，三室南北通透，凡即日起订
购的业主均可享受房价优惠，欲购从速！！！

另聘置业顾问数名。 形象气质佳，沟通能力强。
电话：8253468��13997152810

销售、维修各类大中小型电子磅秤，装载机电
子秤，电话：0971-6331188��13997485199

西宁中正磅秤厂

厂院出租
院子 2 个（11 亩）、（5 亩）水电齐全，
带车间、住房，出租或转让。地址：城西
区火烧沟。 电话：18997198855

金都大厦现房出售
城中央学区房， 现房销售， 即买即住，
110m2 三房朝阳，117m2、118m2 两房两厅
极品文化人居。 售房热线：8221366

金都大厦现房出售
城中央学区房， 现房销售， 即买即住，
110m2 三房朝阳，117m2、118m2 两房两厅
极品文化人居。 售房热线：8221366

康乐医院附近 100m2-2000m2 商铺、 库房出租，
水电气齐全，交通便利。 13897487662

商铺出租

房屋租售房屋租售

3000m2 旺铺出租
城西旺铺出租， 共三层可分租，可
合作。 15297217510��小王

商铺出售
城东区政府马路对面沁怡龙华佳园 888.7m2，一、二层
商铺出售（门前有停车场）价格面议。 13897119963

出租
阴山堂附近一院内有铺面、库房、厂地出租，价
格面议。 13897425685��13897484693

出 租
平安县有一块工业用地 20 亩对外出租或转
让。 电话：13897312866

商铺出售
城南国际会展中心对面二楼商铺清盘特惠， 可做
办公宾馆，茶艺，网吧等。6511112��13997062681

出 租
大同街 64m2 精装，4/6F，水、电、暖齐全，生活、交
通便利，中介勿扰。 18797167028

旺铺出租
湟光十字附近临街 600m2 铺面出租，适
合网吧，办公、美容。 15500785888

出售苗木出售苗木

盆景园现货供应大规格苗木 13519767208

城西区东交通巷有 311m2 商铺出售。 13327673688���13897180039
商铺出售

大十字 700m2写字楼出租
地段好，停车位足，两部电梯，
暖气好，可按需分割（宾馆、餐
饮、 娱乐勿扰）18597011517�����
18697119797

单位团购房
城东区政府斜对面 4490 元 /m2 起
价，预购从速。 电话：0971-8297888

成熟小区住宅热销
城南新区入口宏达花苑
准现房，纯多层住宅热销
中，面积 89-113 平方米。
电话：6511388

高端商务写字楼，坐
拥西门繁华商圈，交
通便利， 停车方便。
另：旺铺招商。热线电
话：13119712918

现房清盘
南山路，地矿.南山庭院，
臻品现房，最后 20席，清
盘特惠，每套最高优惠 7
万元 ，118-139m2 经典
板式户型，即买即住。
售 房 热 线 ：4927608��
4927609

出租
海湖大道三江源汽配城部分铺面对外出租。 冷湖路杰森
花园 160m2复式楼出售。 8459767��13519700680

因本公司战略规划重大调整， 现拟整体出让三幢精装修高档住宅
楼。 住宅楼位置：西宁经济技术开发区生物科技产业园区经二路 12
号。 距园区管委会北约 1公里。 共 108套，建筑面积约 14100m2，土
地面积约 42亩。 联系人：梁女士 手机：13997298687

精装修高档住宅楼整体出让公告

兴鼎安商铺招租
位于西宁市城北区小桥大街
171号兴鼎安大酒店 17层（整
层 500m2）与一层（共 1600m2）
对外招租， 价格优惠。 电话：
13997172668��（邓先生）

出 租
城南工业园区 3-6 层办公楼（可分割）宿舍出租，
有电梯，停车场。 13997222961���13997279822

出 租
城东开发区，底层净化车间，1500m2 带防静电地板，
有停车场、食堂。 13997279822

旺铺出售
互助县高速路口东， 现有一、二
层旺铺出售。 13099723344

4000平米商铺整体出售
朝阳西路临街 1-4层，全部已出租，2-4层为连锁酒店，1层
为零售，可贷款，价格面议。 13195781717���18697100607

城东经济技术开发区半岛步行街附近 410m2，八一路临街
旺铺出售，可办房产证。 联系电话：13897630009

旺铺出售

现房热销
城东经济开发区“锦泰佳苑”，纯现房热
销，110 m2-136 m2 各种经典户型，超低
价格，超值享受，售房热线：8810733

现房热销
城北生物园区“紫金佳苑”纯板式现房热销，三室两厅，南
北通透，采光超好。 惊爆价 3980/m2 元起。
销售热线：0971-6270333���6270777

房屋急售
本人在民和县帝豪花园及玉龙新
天地有房屋及铺面急售， 价面议。
18797210660��马

房产推介
现有东关大街人民银行家属院（义乌旁）约 70m2

二手房，新宁路 11 号（口福街西口虎台学区房约
65m2），另海宏一号住宅 34 层，168m2(新房)，现对
外出售。 电话：13897490620（卢先生）

低价房屋出售
青海宾馆对面麒麟湾精装修复式 112m2，贾小庄
学区房，12/32F，116万可面谈。 13997216162

房屋整体出租
本人在原日用化工厂有新建宾馆 64间， 公寓房
21套，另外有办公用房 500m2、库房 1600m2和铺
面 7间（每间 60m2），水电齐全，可经营商场、餐饮、
宾馆、茶楼、写字楼等。 海山轴承厂向南 30米，南
川西路福路巷 9号。 联系电话：13107582202

旺铺出租
西大街某商场空摊位出租，适合服
装。 13997045973

出 售
现出售海湖新区财政厅家属
院顶层复式 220m2、平层 140m2

住房两套 ，另出售人民街商铺
220m2， 价格面议， 中介勿扰。
13997042488 ���靳先生

转让
八一路清真火锅转让，地段佳，价格面议，
诚意者致电：13897436886

售：海湖新区 136m2（首付 30%支持按揭
公积金贷款） 团购房多套住房均价
4500/m2 元 ; 口福街 87m250 万 ; 冷湖路
81m254万;金座晟锦 154m284 万 九号公馆
141m259 万 （首付 30%�） 海西路 78m238
万 125m268万。 求租求购各类房屋

好管家房屋6334011
6338816

1、黄河路青海宾馆门口（麒麟湾省旅游局楼
下）临街新商铺出租，一楼、二楼共 180m2。 2、
海湖新区电力小区门口 120m2，新商铺出租。
电话：15003692063��18997037009

商铺出租

460m2 火锅店转让
大通县解放南路营业中精装修火锅店因家有急
事转让。 13897513033

370m2，房租低，共两层。 电话：18209710068
城北繁华地段餐厅转让

叉车转让
低价转让 2013 年合力 3 吨叉车一台。 电话：
15297016973

泡沫厂转让
城北区生产中泡沫厂 （占地
18 亩，钢结构车间 3700m2）整
体或分体转让，独院，手续齐
全，带变压器。 13997123698

有车间院子或租，合作承包，接手即可生产。 电话：
13519718835

机械设备制造厂转让

城北旺营超市转让
上、下两层，120m2，房租低（公产房）
电话：15209786758���5318974

纸坊街二楼转让
200m2 空铺转让，房租低，餐饮娱乐勿扰，适合办公，售
后，美容和影楼（从一楼铺面上二楼） 18997199111�

城北区汽车修理厂整体对外承包或转让， 车间
1000m2，设备齐全，接手可营业。 18697109016

修理厂转让或承包

铺面转让
五四西路假日王朝楼下临街 200m2 铺面转让。
13109796988

药店整体转让
富康连锁，70m2，有海西医保。电话：18997176209

城西 1100m2 精装酒店（火锅店）
出租、转让，也可分割租，位置优，
停车方便。 13369763413

出租

出 租
城东区建国路有 15000m2商铺，一层，可分割
不同面积分别出售、出租。 13519768080�韩

因工作调动房屋急售
夏都府邸 166m2、康乐医院 110m2、
海湖金座 152m2。 18997196100

停车位低价出售
国际村公寓地下停车位一间， 面积 12m2左
右，易停放，低价格出售。 15597192655

整栋楼承包/出租
南山路附近，有 850m2二层独院整栋承包或
出租。 13897587898

出租
平安某生态园对外招租。 15809720566

通告
青海众信建筑安装有限公司拖欠职工三金问题现已进
入司法程序，原众信公司职工（含已退休）请于 2014
年 5 月 22 日前与下列人员联系。

特此公告
联系人：陶女士 13709790486������蒋女士 18909792577
�������������������������������青海众信建筑安装有限公司工会

新房出售
城南新区单位集资房 125m2，高层，价格
面议。 电话：18697252368

大十字房屋出租
中环首府新楼，新装修 130m2三室二厅二卫，可办
公商住两用，租金面议，电话：15897127999

现铺出售
昆仑路现铺 20m2-100m2 面积不等， 两证
齐全，可贷款，已有租户。18209710634马

遗失声明
玛沁县教育局的组织机构代码证 01505876-6 的副本丢
失，见报声明。

遗失声明
青海金科开发有限公司给潘江开具的房款收据 004252
号，金额 2 万元整，丢失，特此声明。

遗失声明
互助土族自治县五十镇人民政府的解放牌小型普通客车
青 B70086 的机构车辆登记证书遗失，特此声明。

公告
乐都县元礼种植专业合作社于 2014 年 5
月 8 日经股东会决议解散合作社， 并于同
日成立了合作社清算组， 请合作社债权人
与本公告发布之日起 45 日内，向本合作社
清算组申请债权。
联系人：辛元礼 联系电话：18209721934
遗失声明
长江东路孙延祖的丘（地）号 0085 的
房屋权证丢失，特此声明。

遗失声明
高文君的西宁市城中区天星地下商城 D 区 62 号的营业执
照正本（号为 630103630027222（1-1））遗失，特此声明。

大型库房出租
城东区八一路 200m2-3000m2库房出租， 砖混结
构，另有鱼塘对外承包。 13709785678高先生

转让出租
城南别墅私房菜对外转让或出租，接手即可营业。
联系电话：18997171330

出售
城北紫恒帝景花园 102m2 多层房， 海湖新区紫微丽都
33m2公寓出售，低价急转。 电话：18997171330

出租
小桥供电局一室一厅 49m2， 水电暖带家具，
南北走向，停车方便。 电话：13997190508

商铺出售
中南关街繁华地段，成熟商圈，框架结构，上下层
共 107m2，双证全。13897018689��13997167522

现房出售
城东区区政府旁，准现房 43.39m2-145.63m2，起价 4786元 /m2，订房
立减 2万元！ 预购从速！ 联系电话：0971-8297999��8297888

单位团购房出售
盐庄单位团购房出售，现价 3770元 /m2 起，坐北朝南，87m2、88m2、119m2,户
型一流，首付 40%可贷款，无任何转让手续费。 联系电话：15009718765

火锅店转让
五四西路假日王朝火锅 、 火吧
1300m2，接手可盈利。 13897460088

别墅餐厅转让
位于红叶谷景区的别墅餐厅急转，价格
面议（租金低、客源稳）13808070741

转 让
因本人急需用钱， 小桥三田童
装旺铺转让。 13909785986

李家峡砂石厂，设备手续齐全，接手即可营
业，价格面议，电话：18909712866

砂石厂转让

铺面转让
城西繁华地段 900m2 旺营洗浴养生中心转让，手续齐全，
无实力者免谈，接手即可营业。 15597679997

转 让
湟源丹噶尔古城 1500m2 独幢新建仿古楼， 左侧有 150
多平空地，独立变压器，无转让费，电话：15597196888

城东区博文路营业中 180m2 火锅店
低价转让。 18728519188

火锅店转让

国际村公寓老城墙附近旺营中茶餐厅转让，
300m2 左右，接手可营业。 13519782111

茶餐厅转让

现房出售
城南卧龙别墅面积 340m2，独门独院，
环境优美，非诚勿扰。 13519786777

西关大街临街 2 楼 430m2，独立门面，精装
修高档餐饮店转让。 电话：18009780330

餐厅转让

旺铺转让
海晏路 50 平米临街商铺转让，适合餐饮、美发。 电话：13519781288

转 让
海湖星城 130m2 饭馆转让。
6517580���18997104633

新海湖批发市场对面 200m2 小型洗浴因无人经营转
让或承包，有意者面谈。 13897235086

洗浴转让或承包

转 让
绝好美甲化妆铺面转让，月租金 780 元，月利 1-2
万元，可暗中调查 13997062083

转 让
八一路某汽车展厅转让或
出租。 13997034126

旺铺转让
人民街黄金地段 50m2 精装美发转让，房费
低，地段佳，餐饮勿扰。 15897166166

西海都市报竭诚为您服务 欢迎刊登西海都市报分类广告

西海都市报广告部聘
广告业务人员、内勤若干名 ，
要求 ：内勤 ，大专以上学历 ；
业务，35 岁以下，有良好的沟
通能力和团队精神。 地址：西
海都市报广告部 （海悦酒店
东 侧 二 楼 ） 电 话 ：0971 -
8211345 8211399

饭馆转让
城西区繁华地段营业中饭馆转让。
电话：1890978181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