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4-05-06 星期二 观天下·人物 B13责编:盛望 主任:张平 责校:小丹 热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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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启事声明

遗失声明
朱自宝 630102196304012514二
代身份证丢失，特此声明。

地址:西海都市报广告部（海悦酒店二楼）

0971-8211399��8211345·信息超市
连续 12 年全省、西宁市发行量第一 广告量第一

行业行风监督电话：15597009268、15597009820

100元 /块·天，两天以上 90元 /块·天；
周六、日 90元 /块·天，两天以上周六、日 80元 /块·天（限 22个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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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元 /块·天，两天以上 90元 /块·天；
周六、日 90元 /块·天，两天以上周六、日 80元 /块·天（限 22个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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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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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失声明
湟中县李家山镇李家山村民李忠林的村民宅
基地使用权证（户编号 105）丢失，特此声明。

海湖星城 130m2 饭馆转让 （营业中）
6517580���18997104633

转让

11座旅游车转让， 手续齐全，价
格面议。 电话：13897439955

车辆转让

城西繁华地段 900m2 旺营洗浴养生中心转让，手续齐
全，有实力者面谈，接手即可营业。 18297177017

旺铺转让

城西 1100m2 精装酒店（火锅店）出租，
位置优，停车方便。 13369763413

出租

城西区冷湖路 50m2 旺营（清真）
牦牛壮骨汤转让。 13639753287

铺面转让

西宁一中新民街某老字号牛肉面馆转让，设施
齐全（天然气），接手即可营业。 13897411996

转让

大型商铺出租
城西新建商铺三、 四层共 3000m2 出租， 可停
车， 另有八套住房出租共 1000m2 可做家庭宾
馆、办公等。 13897266390��13897715332

房屋出售
国际村小区 118m2，6/6F，户型好，南北通透，层高
4.5米，送阳台、送阁楼，带家具。 13897189566

住房出售
新宁路盛世豪庭147m2，精装，带全套家具出售，
价格面议，中介勿扰。 15003667267

住房出售
广汇家园5/6F，114m2精装，对外出售，南北通透，价格面议
（二证齐全）18697888618��才女士 15597639999

售： 海湖新区 100m2（首付 30%支持按揭公积
金贷款） 团购房多套住房均价 5300 元 马上
装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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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万达商铺 20m264 万 40m2128 万 求
租求购各类房屋

好管家房屋 6334011���6338816

招 租
贵德县南大街天桥商厦整
体出租， 单层面积 1500m2，
其中负一层至三层为商场，
四、五层可经营宾馆，餐饮
等，有电梯。 13519788090

城西区古色古香四合院出租
装修古朴典雅，绿化精美，适合办公，艺术品
展馆，私人高级文化馆等。 130077777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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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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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城北生物园区 136�m2 三室两厅，南北通透，一
层临街商铺，面积 70-135�m2。 现房超低价销
售。 售房热线：6270333���6270777

紫金佳苑现房热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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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柴达木路金座雅园 2 号楼一单元 1233 室，
34/23F，138m2（精装低价转让）。 13997035940

转让

清真火锅店转让
城东区 1000m2左右旺营中清真火锅店
转让。 18997141188��18997269911

旺铺转让
五一路 75m2、50m2空铺转让，二楼 100m2、206m2KTV
转让，水电暖齐全。 13997040816���137097230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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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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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免房租铺面
130m2，上下水齐全，电暖齐全，有
意者面议。 13709740778�季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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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旺铺出售
祁连路 84�m2 商铺出售。 电话：18609711123
单位团购房
城东区政府斜对面 4490 元 /m2 起
价，欲购从速。 电话：0971-8297888

出售
本人在民和县玉龙新天地有住房及商铺
各一套，现急售。 18797210660

院子出租
城北区柴达木路院子带房屋出租，水电
齐全，交通便利。 13997034726

铺面出租
海湖路 580m2 商铺出租，可分割。
电话：13997280908��18677889911

康南美地家园
准现房火爆销售
五一期间特推出精品户型，活动期间购房，即享受
最高 25000元优惠及 3万元装修基金，仅限 25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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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销售热线：7920166

房屋租售房屋租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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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售苗木出售苗木
盆景园苗木供应
西宁彭家寨盆景园供应各种绿化
苗木。 13519767208

出售
城西区冷湖路广电小区，学区房 94平米，
房屋出售。 13209783467

西宁市南川西路福路巷 9号，独院房屋
约 4000m2，99间房，有库房等，现整体
对外招租（可经营商场、餐饮、宾馆、茶
楼、写字楼等）13107582202��绽先生

独院（三层）对外招租

厂房、库房出租
电话：13997247409
库房出租
城东开发区有彩钢大棚库房出租。
电话：13519777288��马先生

城西车间场地出租
三千余平钢构保暖车间办公室， 宜办汽修和各
类加工业，健身茶园仓储等。 13997038538�

大同街附近 60m2，7 楼，住房出租，水电暖（热水）
家具齐全，拎包入住，1800元 /月。 13709722207

房屋出租

售 房
城东开发区 107m2，三室二厅一卫精装，交
通、生活便利。 13007763869��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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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100m2，
土地面积约 42亩。 联系人：梁女士 手机：18661066100

精装修高档住宅楼整体出让公告

现有 01 年别克商务车转让， 手续齐
全，车况佳。 15500556789

商务车转让

房屋出售
景岳公寓小高层14楼100m2，带车库，低价出
售。 18097473111

整幢楼承包或出租
南山路附近850m2，二层独院整体承
包或出租。 138975878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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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整院出租
七一路整院出租（厂房、三层办公楼，共 2600m2）
适合宾馆、茶餐厅、办公等。 18797295059

写字楼出租
西门口王府井 B馆楼上 1260m2，出
租或出售。 13909716723

城东区 135m2 营业中餐馆低价急转，价
格面议，非诚勿扰，手续齐全，客源稳
定。 15297126239���15202585151

餐馆低转

城东区共和路 200m2 棋牌室转让，可做
餐饮、茶艺、办公等。 13139098845

转 让

精装修，交通便利，接手即可营业，也可
作私人会所、宾馆。 13195776383

私房菜转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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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火锅店转让

因本人家中有事，昆仑阳光城 175m2 旺营中酒吧
转让，价格面议，非诚勿扰。 13709784236

酒吧转让

城西区 430m2旺营中茶艺转让，精装修，交通便利，
停车方便。 13519757151���15509789699��郑先生

转让

城中某 1000多平米 KTV对外转让，
房租低，面议。 13997069887

旺铺转让

厂房出租
城南新区有两栋钢结构厂房出租 3400m2， 可分
租，有航车动力电，可进出半挂车。 18697112633

城南新区人民广场 190m2 上下两层饭馆
急转，有意者面谈。 15695385402

饭馆急转

小区 100m2 生活超市转让， 带体彩，
客源稳，生意好。 15597022766

转让

宾馆转让
城东区繁华地段 800m2 宾馆转让，有停车
场地，非诚勿扰。 电话：18797177469

饭店转让
地理位置佳，房租低，面积 600m2，无
实力者勿扰。 13099755456

西宁宾馆西侧旺铺 225m2，
上下三层。 15297021386

转让

旺铺转让
力盟商业巷步行街 50m2， 可做餐饮。
13897643509

家有急事，特将足浴整体转让，手续全，接手
可营业。 18209780610���18797115701

足浴转让

100m2 餐馆转让
位于商业巷旁边青海剧场, 设备齐全， 顾客稳
定，地段佳，非诚勿扰，价格面议。18309714722

转让
小桥 700m2 旺营自助火锅城转让， 生意
好，客源稳定。 电话：13109799868

火锅店转让
胜利路 800�m2，旺营火锅店，有稳定客源可承包
或转让，价格面议，非诚勿扰。 13997158811

因急用钱整体衣柜橱柜家具厂转让，带
所有设备，板材。 15209715597�叶经理

转让

低价急转
因家中有事，现低价转让上海（大众）
拉面馆。 联系电话：15821434401�

转 让
城中区盐浴转让，精装修，个人原
因急转！ 电话：15597177733

转 让
浴池转让
城中区繁华地段 800m2 浴池转让，烧天然气，最适合宾馆
等，无实力者勿扰。 18597018862����13997298496

350m2 饭馆转让，昌运世纪村。 18797371617
急 转

火锅店急转
城南新区会展中心对面 220m2， 营运中，
火锅店外转，设备齐全。 151599085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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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997199111�

西宁宾馆附近 1600m2 饭馆因另有发展， 现低价
转让。 18297127149��13452347887

饭馆转让

繁华地段 450m2 火锅店转让， 房租
低，接手可营业。 18997060237

火锅店转让旺铺出租
城西永和大厦临街 130m2 旺铺出租。
联系电话：18697166339

民 主 街 60 m2 旺 营 中 商 铺 转 让 。
18009713962

旺铺转让

房屋出售
大新街单位房 7 楼，79m2，南北向，单位
集中供暖，交通便利。 18197447999

平安繁华地段新装修 480m2 火锅店转让，
接手即可营业，可空转。 13099740367

火锅店转让

库房出租
南川东路南川商场附近，现在 252m2 标准
库房出租。 13119762937��王先生

铺面出租
西门口天星地下商城旺铺出租，价格
面议。 13997175210

住房出售
海湖九号公馆 14 号楼，11/25F，142.10m2，
南北通透，4580元 /m2。 13997286639

厂房出租
高速路韵家口 7 公里处，5000m2 厂房出
租。 电话：18909788200���13109720888

现铺出售
城西区 30m2-150m2， 两证齐全。
18797198250��李晓倩

遗失声明
赵 桂 芝 （632124197006181728 ） 二 代
身 份 证 丢 失 ， 特 此 声 明 。

遗失声明
青海九康中药销售有限公司的食品流通许可证
SP6301021210775644，不慎丢失，特此声明。

遗失声明
黄石 320625196911191111 二代
身份证丢失，特此声明。

遗失声明
曹秋鸽 630105196606090648
二代身份证丢失，特此声明。

遗失声明
韩忠旺个人私章（6321000050609）
不慎丢失，特此声明。

遗失声明
青AD0329张文虎的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
（630123001416）正、副本丢失，特此声明。

遗失声明
西宁城东安诺食品百货商店，张丰宇的个体工商户营业
执照（副本）630102690031499不慎丢失，特此声明。

遗失声明
城北区祁连路 838号 2号楼 6单元 631室的汪维雄不
慎将房屋所有权证（42007057791）丢失，特此声明。

遗失声明
户主杨军，西宁市城中区瑞源路 4号 1号楼 3034室号（身
份证号 512930197108041156）户口本不慎丢失，特此声明。

公告
声明青海全动力影视制作有限公
司原办公室主任刘安在 2014年
1月 24日已离职，自离职之日起
刘安的一切行为均和公司无关。

2014年 5月 6日

遗失声明
西宁银梦网络会所张均平的食品流通许可证 （副）
SP630103095060235不慎丢失，特此声明。

遗失声明
西宁银梦网络会所张均平的个人独资企业营业执照（副
本）630103070038597不慎丢失，特此声明。

遗失声明
青海九零六地质工程公司企业用户密
码锁不慎丢失，特此声明。

遗失声明
格尔木中道乐生堂医药广场法人为杨红的税务登记
正本（6328011975010415号X01）遗失，特此声明。

声明挂失
城南新区南京路 39号 4号楼 5单元 532室曹建刚的土
地证，证号：宁国用 2010第G-018325号，声明挂失。

遗失声明
田玉胜的残疾人证（63012119700415071612）
不慎丢失，特此声明。

遗失声明
朱兵的青海省国家税务局通用手工发票（佰元）（票
号：00108926）遗失，特此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耿凡朕（身份证号：630102198806091610）青海畅兴
消防工程有限责任公司安全员证书丢失，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青海方成建筑安装有限公司于 2008年
9 月财务专用章三枚 （编号为：
630101012267， 税 务 登 记 证 号
633201710565583； 编 号 为
6301010122678）不慎丢失，特此声明。

现房住宅出售
南川东路南川商场 163平米、180平米， 多层 6-7
楼跃层住宅出售。 18697100607���13997175569

商铺出售
新华巷昆仑阳光城一层 100m2已出租，
现预出售，价格面议。 13997175569

库房出租
平安县棉纺厂附近 6300平米库房， 可分割或整
体出租，交通便利，水电齐全。 18697100607

厂房出租
柴达木西路 3000m2 厂房可分割或整体出租，交
通便利，水电齐全。 13897180076

商铺出售
海晏路文化公园对面一层商铺 100m2、165m2，已
出租，现欲分别出售，价格面议。 13897180076

地下室出租
南川东路南川商场附近 1000m2负一层地下室整
体出租，适合仓储。13997175569��18697100607

柴达木路金座雅园对面一、二层商铺两
套，均为 162m2，已出租欲出售。 价格面
议。 13897180076��18697100607

商铺出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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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城中区禄家寨 2000-5000m2 厂房，库
房可以分割。 电话：18997482222

库房出租

朝阳西路二层中式古建，9间包间，适
合私房菜，现对外合作、出租，也可办
公。 电话：13139066242

出租

朝阳某旺营中火锅（因扩大经营）对外转让，价
格面议。 电话：15509785077���13897425174

转让

日本媒体 5 日报道， 日本知名
作家渡边淳一 4 月 30 日因前列腺
癌在东京家中去世，享年 80 岁。

渡边曾获日本多个文学奖项，
是描情写爱的高手。

渡边淳一 1933 年出生在日本
北海道，1958 年毕业于札幌医科大
学，医学博士，曾是整形外科医生，
在母校担任整形外科讲师， 授课行
医多年。

渡边淳一青年时期弃医从文，
开始文学创作，1970 年以小说 《光
和影》获第 63 届直木文学奖，1980
年以描写日本名医野口英世的小说
《遥远的落日》和《长崎俄罗斯游
女馆》获第 14 届吉川英治文学奖，
2003 年获日本出版大奖菊池宽奖。

上世纪 80 年代起，渡边淳一连

续发表描写爱与性的小说， 例如
《化妆》《雪舞》《化身》 等。 他
1997 年 2 月出版的 《失乐园》在
《日本经济新闻》 连载时引起极大
反响，销量突破 260 万册，并在国际
上颇受欢迎。 此后，他被称为“日本
现代情爱文学大师”。

渡边淳一的作品十分唯美，专
注于人物感情描写。 他的小说在题
材、 手法和观念等方面为日本文学
开辟了新的思路。

作为日本现代浪漫小说的著名
作家，渡边淳一一直创作至晚年，至
今已出版了各类作品 130 多部。

渡边淳一因《失乐园》成为中
国读者非常熟悉的日本作家。 晚
年，在接受中国媒体采访时，渡边淳
一曾回忆起 2004 年他在上海复旦

大学的一次演讲。
他说， 学生们对他的演讲反应

非常热烈，不断有同学提问。他对自
己的作品拥有这么多中国读者感到
高兴。

对于历史， 渡边淳一有自己的
反思。

他曾发表文章《一百种理论不
如一份良心》， 回忆中国和朝鲜半
岛民众因日本侵略遭受的非人待
遇。

渡边淳一在文章中说：“同样
一件事， 加害者和受害者理解的方
式会有天壤之别……加害者的任何
理论、任何辩护都是苍白的。 因此，
日本决不应该企图用暧昧的语言逃
避现实。 ”

据新华社供本报特稿

“情圣”渡边淳一驾鹤而去

渡边淳一资料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