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4-06-16 星期一信息·超市A22 广告部主办 责校:小燕 热线: 82113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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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址:西海都市报广告部（海悦酒店二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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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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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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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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房屋租售房屋租售

转 让

遗失声明

营业中酒吧
夏都大街营业中酒吧上下共约 500m2， 现外转
140万，有意者致电：15297014181�非诚勿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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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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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铺出售
七一路临街现铺出售，共
一至三层 1680m2 可分
割， 最小单层面积均为
500m2。 电话：8221366

行信息

海西路 5号旺铺出售
13997144598�刘先生

新房出售
海湖新区一号新房，150.19 平方米，
16/18 层，价格面议。电话 13709722505

旺铺出租
西门口繁华地段有 700m2

铺面出租。 18919319333

火锅店转让
海西州油田基地附近 380m2 火锅店转让，
精装，手续全，接手可营业。 15209777302

滨河路省医院旁。 18997089068
165m2 临街铺面转让

城西区冷湖路与昆仑路汽车装
潢美容转让。 18997137628

旺铺转让

修理厂转让
南川东路。 13897354946

家具店转让
居然之家 670m2。 13099757128

药店转让
国际村公寓建材巷。 13119787685

商铺出租
城南奉青花园 810m2 商铺对外整体出租， 共三层适合
宾馆、餐饮等，地段好，价格面议。 电话：13195791178

饭馆转让
昆仑中路群星路口高层一楼精装修，320m2

饭馆转让，低房租，大停车位。 15110942578

餐馆转让
万达广场旁火锅店转让，350m2， 送地
下室 70m2。 13897418917

库房出租
城中区南川东路元堡子村原砖厂，200m2-600m2

库房出租。 13997247409���13709712722

新型塑钢建筑模板
防水防火有韧性， 可反复使用 30次
以上，废板可回收。 13309772288

大型洗车行转让
海湖路 580m2大型洗车行转让， 非诚勿
扰。 电话：13997280908��18677889911

460m2焖锅（火锅店）转让
大通县，解放南路营业中焖锅（火锅店）
因家中有急事转让。 13897513033

海湖新区精品·现房写字楼售
13997266000�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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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座雅园团购房出售
位于盐庄， 户型 55m2、80m2、87m2、88m2、93m2、98m2、
100m2、119m2、129m2，买房送装修卡。 139970634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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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火锅、火吧转让
五四西路师大附近， 面积 1300m2整体转让，
接手可营业，有稳定客源。 13519744444

房屋出售
大通县安门路 320号，144.93m2，两套住房出售，每套 39
万元，一次付清。 联系电话：15297126722�单先生

商铺出租
海湖路 580m2 商铺出租，可
分割。 15897187788

蔬菜大棚承包
同仁县 200座蔬菜大棚对外承包，条件
优厚。 电话：18997129292�苑先生

饭馆转让
西钢新村二十一中学校对面，40m2 饭馆
转让，价格面议。 电话：15809787072

销售
承接各种标号混凝土， 另出租混凝土搅
拌车及泵车。电话：13709741523�马女士

厂房出租
13897251710

宾馆转让
互助黄金地段旺营中宾馆转让，房租低，合同
期长，有诚意者联系。 电话：15897053104

青海中扬汽车租赁
全新轿车、越野车、商务车、房
车租赁，长租优惠，并且以租
代售。 13299795666��郑

饭馆急转
因家中有事，南川西路 76m2 饭馆转让，转让
费 12 万，非诚勿扰。 18887039865

城东区团结桥营业中 200m2 左
右，餐馆转让。 18797337424

餐馆转让

餐厅急转
八一路旺营中 450m2 茶厅
急转。 18297175448

库房出租
彭家寨火烧沟库房出租， 另有房屋
数间，可居住，办公。 13997217823

朝阳东路精装饭馆转让
13997205675

黄金地段夏都大街 710m2 餐厅转让，适合茶
餐厅，洗浴，酒吧等娱乐。 13109788777

旺铺转让

现房出售
城东区区政府斜对面黄金地段，准现房 9.6折！ 起价 4786
元，预购从速！ 联系电话：0971-8297999��8297888

西门体育馆二楼，面积 2000m2 商铺出
租，人气旺，交通便利，地段佳，租金面
议。 15597089888���15597513999

招 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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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饭店转让
小桥大街 370m2。 电话：18209710058

房屋出售
冷湖路杰森花园 160m2复式楼出售， 非诚
勿扰。15897182107邱 13519700680�白

出 售
海湖世纪丽都， 团购房，116m2-138m2 起
价，4100元 /m2。 电话：18797116212

出 租
香格里拉路 9 号怡景苑小区现房低价
销售 140m2-220m2。 15719716668

商铺住房出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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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营业中旅馆转让
青藏农副产品批发市场附近 1000m2， 客房 37
间，水电暖齐全。 电话：13734681519

房屋出售
夏都大街都市绿洲多层复式房六楼出售 （楼下
176m2，楼上 55m2）价面议。 13997261889�范

城西旺营中家庭宾馆转让。 13709711448
转 让

牛肉面馆转让
五四西路繁华地段品牌牛肉
面馆转让。电话：18697235660

城西区私房菜馆转让
精装修，设备齐全，停车方便，房租低，买菜近，
有固定客源，可传授相关经验。 15709786688

城南某酒店餐厅对外承包及转让
手续齐，接手可营业。13299888885�何总

准现房热销
柴达木路新苑小区，夏都名邸
板式准现房， 临街全天候采
光，小区内 80 米超大楼间距，
85m2-135m2，户型多样，超值
享受， 另有临街旺铺出售。
5222688��8233577

精装写字楼出租
城西繁华地段精装写字楼出租另
有商铺出租！ 电话：18297131175

招商 引资
诚招加盟
诚征货架工程青海代理商。
13006676099

转 让
南山路口向东 100 米处， 西湖之
美餐饮会所整体转让（1700m2）精
装修，手续齐全，接手可直接经
营， 非诚勿扰。 13519788893�
芦先生 13709789819 朱先生

宾馆转让
大十字附近旺营中宾馆转让，非诚勿
扰。 15897082555��13519760116

现有西宁市城北区小桥大街 1 号永宁白金公
寓 1 号楼商铺，现对外公开招租（框架结构
一楼一部分，三、四楼 5500 平方米）。
联系电话:13709719196��2014 年 6月 16日

旺铺招租
饭馆转让
八一路汽车站附近 130m2 新装修
清真饭馆转让。 18697170104

出 售
市中心，二层独院 360m2，南苑
小区 130m2。 18997489771

绝好美甲摊位转让
月租金 780 元， 月净利 1-2 万
元，可实地考察。 13997062083

现房发售
名扬华府现房发售 94-140m2 任
你选择。 电话：18309787289�张

餐厅低转
西关大街临街 2楼精装，高档，餐厅转让，
430m2有独立门面。 电话：18009780330

铺面整体出租
小寨宁诚佳苑临街 2、3层， 共计 6400m2对外整体出租。
联系电话：15909711988��8149892�（此广告长期有效）

餐厅低转
国际村公寓 300m2 左右茶厅低价转
让，非诚勿扰。 13519782111�李女士

房屋出租
虎台杰森花园 180m2，6/7 精装房屋出租，价格
面议，适宜办公。13139081410��13897480136

好房出售
本人在五一桥林家崖有一套 108.8 平米，三
室两厅一厨一卫，南北朝向，五楼毛坯房现
出售。 联系电话：13519765683�非诚勿扰

城西区营业中 280m2 火锅店低转。
15110944950

城南网吧转让
因家中有事。 13389755245

求租住房
城中或城西 100m2 左右住
房一套。 13709721815

旺营大众洗浴转让
地段好，生意稳，合同长，天然气锅
炉，另聘男女搓背工。 13897362088

铺面转让
莫家街内新装修上下两层共 114m2，
中介勿扰。 4120672�15597019545

通 知
因相关部门系统升级， 凡购买西宁房地产集团金北方房地产开发有限公
司新民家园商品房未开具不动产发票的住户， 自 2014 年 6 月 16 日至
2014 年 6 月 30 日期间，请携带商品房买卖合同、房款收据、本人身份证，
至西宁房地产集团金北方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开具不动产发票。 逾期如
不及时办理，公司将停止开具不动产发票，一切后果由住户本人负责。

西宁房地产集团金北方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地址：西宁市城中区新民街 42 号（西宁市第一中学后门） 联系电话：8232132

80m2 旺铺转让
南气象巷商铺转让，餐饮勿扰，价格
面议。 18097337680��13109756808

西门互助巷黄金地段饭馆转让， 价格面议，
非诚勿扰。 13099785565��13099728219

旺铺转让

黄金地段，知名品牌小吃店整体转让，人流
量大，生意旺，价格面议。 18097079915

旺铺转让

铺面转让
夏都大街 170m2精装旺铺
转让。 18697147557

私房菜转让
西门附近精装修 140m2 私房菜转让，
手续全，接手可营业。 13909712182

消毒公司转让
另聘司机。 18697178509

旺铺转让
胜利路 280m2酒吧，地段佳，生意旺，手续全，接手
可营业。 电话：13519751812�张 13897232353

铺面出租
星级酒店一楼 29m2 铺面出
租。 13639757736��6339899

品牌瓷砖店及总代理权转让
联系电话：18997066513

城西旺营网吧转让
18809780077�孙女士

七中学区房急售
中华四巷七中学区房，三楼，
65 平米，两证全，可落户，中
介免。 电话：15209789838

转 让
五四大街气象巷口临街 240m2 铺面
转让，非诚勿扰。 13897285114

宾馆出售
城东区某宾馆出售， 非诚勿
扰。 13997065417

遗失声明
西宁皓宁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开给张国珍的金额为 80000，
80000，38414，6312，57682， 票号分别为 2006647，7008015，
7008109，4022305，4022293 五张收据遗失，特此声明。

遗失声明
青海省宗喀实业有限公司开给张胜邦的金额为
10000 元，票号：0093508，金额为 66160 元，票号为
0093494，以上两张收据遗失，特此声明。

声 明
下列车辆，陕 K71078/ 陕 KJ541 挂，
陕 K71169/ 陕 KJ768 挂 、 陕
K74605/ 陕 KK726 挂， 陕 K74776/
陕 KK492 挂、陕 K74570/ 陕 KK741
挂 、 陕 K74775/ 陕 KK730 挂 、陕
K74738/ 陕 KK765 挂。 由于司机原
因至今不能正常完善年审等手续，
如私自动车或拉货， 由此产生的任
何事情与车队无关，特此声明。

方晓东
2014年 6 月 16 日

遗失声明
青海世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开具给刘国兵，代
启先 ， 世通国际 78-36 商铺的收据 （票号 ：
3360868，金额 855684 元）丢失，特此声明。

遗失声明
葛桂英骨灰寄存证（五楼三十排
三十一号）丢失，特此声明。

茶艺转让
尖扎县繁华路段 400m2精装，临街铺
面转让或合作经营。 13119739395

115m2餐馆转让
位于果洛路延伸段，精装，停车方便，设备齐
全，接手即可营业，可空转。 13107581880

餐厅转让
城东区一餐馆转让，含一年房租，设施
齐全，接手即可营业。 13007784900

独院出租
七一路七中东校附近，上下二层 360m2，简装，
办公，家庭宾馆，价格面议。 15809717962

宾馆出租或出售
城东区共和路全新装修宾馆及一楼茶餐整
体出租，出售。 8820837��15110945688

大型库房出租
有大型库房出租，另有一批机床出售，地址：西宁城东
区玛珂河省物资驾校训练基地旁。 18797149511

院子、库房出租
生物园区库房（150m2),院子(900m2),现对外
出租，适合储存货物。 电话：13909782414

摊位转让
城东义乌商贸城旺营中化妆品，摊
位转让，价格面议。 18997159153

彩票店对外承包。 13997481974
文化街二楼 130m2 商铺出租，餐饮勿扰。 15500774448
大堡子市场 180m2 火锅店转让。 13897284414
冷湖路清真加盟连锁面馆转让。 15597676006
海湖新区王婆大虾 220m2 铺面转让。 13897586983
力盟沃玛亚广场服装店转让。 18097332836
城南 135m2小炒店转让。 13997281602
城中旺营烟酒超市转让。 13997050052
泰宁花园 300m2 餐厅转让。 13734600319
香格里拉步行街 120m2 茶艺转让。 18997128395
西杏园车站旁小炒店转让。 13709714545

小桥茶艺转让
420m2茶艺转让， 房租低，合
同期长。电话：13519737022

宾馆转让
宾馆设有停车场、电梯、新建房，接
手可营业， 有实力者面谈， 非诚勿
扰，长期有效。 电话：138972388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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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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