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4-06-16 星期一 信息·超市 A23广告部主办 责校:杨冰 热线: 82113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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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庭式托管中心招收小宝宝
家庭式托管中心招收 4 岁以下小宝宝。
咨询电话：8214136��18997248136

北京今运阳光投资顾问青海分公司
主营青海各类公司注册（6万、8万、68万、99万、588万、888
万及 1000万以上）、财务代理、股权转让、营业执照变更、资
质办理等。 地址：西宁市城西区五四大街万通大厦 1号楼 1
单元 22层 李总：13897453337 董经理：18997162636

旺顺搬家
5222644���18997185279

更专注、更专业

顺通搬家
5363379��18997246506

正规注册 长途搬家

行业行风监督电话：15597009268、15597009820

�8211345��8211399�

15597009230 15597009820

·信息超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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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连续 12 年全省、西宁市发行量第一 广告量第一

0971-
地址:西海都市报广告部（海悦酒店二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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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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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597008982
155970089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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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千仙居陵园
青海省首家艺术陵园，双穴位 7800 元起；
殡仪馆北侧，6516708、15597009773

平 安 福 寿 园
绿色园林风水宝地新款高中档墓穴。 地址：平安县大红
岭 窑 房 村 电 话 0972-8684117、186972482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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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青海凤凰山公墓
环境优美，风水宝地，骨灰寄存，提供高、中、低档墓
电话：13195798035、18997041760
地址：南山公园东侧

海东殡仪馆
提供运尸、冷藏、火化、告别、骨灰寄存、灵堂布置、单间守灵、鲜花
拥灵。地址：平安县大红岭窑房村 18697248209�、 0972-8684117

殡葬服务

8114114

汽车钥匙 4S 店

小王开锁中心
专业开锁 匹配宝马、路虎、奥迪、保时捷、本田、丰田、大众等各种汽车遥控
智 能 钥 匙 ； 更 换 各 种 高 性 能 空 转 ， 高 级 防 盗 锁 芯 。

１１０开锁中心
低价匹配原厂汽车芯片钥匙遥控器 、更换超 B 级锁芯
６１１５１１０或直拨 １１０

金钥匙开锁8234588
换 天 下 无 贼 ，C 级 ，空 转 ，高 级 防 盗 锁 芯 。

火速开锁公司
6119119
更换金点原子 C 级空转边柱锁定防盗锁芯

开锁修锁

利速开锁
开保险柜、防盗门、换超 B级、C级锁芯、汽车遥控、芯片钥匙。

8111119
老张开锁6133433
专业开启保险柜、汽车、防盗门、换 C级锁芯。

开锁修锁
公安局备案开锁汽车锁保险柜换锁芯
百姓开锁
6111110家家洁家政6163654�

8272082
擦玻璃、家庭及单位保洁、油烟机清洗、
高空作业、粉刷、专业防水、水电暖改
装、便池改装、卫生间防臭、通下水。

仁缘家政
正规注册有发票、专业擦玻璃、家庭单位保洁、打
蜡、清洗油烟机，通下水，水电便池改装、粉刷。

8568462
6184750

十年老店、粉刷、高空清洗、擦玻璃、
单位家庭整体保洁、地板打蜡、清洗
油烟机、有发票、有保险、聘员工。

新旺家政18197254628
18709780105

家政服务

阳光奥美财务公司
青海省内各类公司注册（文化、商贸、投资担保、
小贷、典当行等行业）、股权转让、资质办理、营业
执照变更、财务代理等，特快加急办理。
马经理：18997018000���张经理：18997162959

一年四季家政
正规注册，高空作业，擦玻璃，家庭全面
保洁，内外墙粉刷，水电维修聘员工。

13897361544

老兵家政
正规注册，专业擦玻璃、家庭单位、宾馆整体
保洁、粉刷、搬家（聘员工）13709765342

5111324

正规注册、专业擦玻璃、地板打蜡、保洁、维修上下水、专业粉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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旺旺家政3638795�
8235389

美
誉
投
资

公司注册 100 万以上， 专业注册团队办
理公司注册，公司验资、增资、工程亮资。
个人与公司资金证明，过桥资金等 服务。
地址：城中区长江路王府井 A馆 19楼

验资.增资

6284881��13897287070

信谊会计公司
西宁总公司：18697109986��8225993
海西分公司：15597410156��0977—8229966
海东分公司：13897638565��0972—8624283�
聘会计师、审计师及助理

专业承办：代理记账、纳税、工商注册、一
般纳税人认定、财税咨询。 聘会计师一名
长年聘会计师。 13897282859、6123688�

青海长信财税公司

青海瑞业财税事务所
会计师专业代理： 企业注册、 年检、验
资、审计、代理记账、乱账整理、纳税申
报、涉税咨询等。 聘会计 15009716316

青海信源财税事务所
（第一分所）（第二分所）工商、财税、同行业事务
办理及代理。 13997243599��www.qh12366.com

成实会计
免费代办公司注册
会计师团队代理记账，工商注册，纳税申报，验
资，审计，评估、财税咨询。 聘会计和助理
18297193783、8299821

财税刻章

合法快速刻制公章、 发票专用章等各类印
章，可上门服务。 8221548��15500773681�

西宁印章有限公司

代理记账、工商注册、乱账整理、财务疑难、
增资、审计。电话：6111844��18997030025�

双百财会

青海宗兴会计公司
打造青海第一会计品牌，承办：公司注册、变
更、注销、年检疑难事务，；乱账整理、账务处
理。 500/月。 聘会计师 7912999�

诚尚会计公司
公司注册免费、 会计代理记账、申
报纳税。 18997079986��51153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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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洁万家家政
正规注册、擦玻璃、高空作业、清洗油烟机家庭单位保
洁、通下水、便池改装、安装广告牌、聘员工、有保险。

6121311
8168656

兄弟高空清洗拆装
专业高空清洗、拆装、单位、家庭
保洁，聘员工。 电话：6168356

阳光家政
正规注册、有发票、专业高层擦玻璃、
清洗门头、装修后保洁、粉刷、上下
水、清洗地毯、搬家。 聘员工

6109671

美都家政
正规注册、有发票、粉刷、专业擦玻璃、高
空、保洁、油烟机、水电便池改装、通下水、
有保险。 聘员工。

6113624
8218543

电话：5133117、13389715117
快捷专业搬家

大众专业搬家
专业拆装。 6260926 13099783172

搬 家

8266780慧美家政
专业高空清洗，单位，家庭擦玻璃，门
头清洗，全面保洁，通下水。18997043207

疏 通

吸粪车物业签约
通下水（疑难杂症）管道设计安装（含州县），
打压，防臭，不明漏水处理。 15297216606

大
型

疏通钻孔王
高压清洗吸污车疏通下水清理化粪池，
钻孔、 墙锯切割、 上下水暖安装维修，
聘员工会开车优先。 13007777912

安装维修上下水，暖气卫生间洁具
改装，通下水，切 割 门 窗 ， 清 理
主 井 ， 聘 司 机 。 13327669098

安装维修上下水 ，暖气卫生间洁具
改 装 ，通 下 水 ，切 割 门 窗 ， 清 理
主 井 ， 聘 司 机 。 13327669098

疏通钻孔 管道大王疏通钻孔 管道大王

诚信专业疏通下水
清理化粪池（有车）

城西：6107882
城北：
城东：

13897426827

廉价钻孔
专业钻孔、墙体切割、破碎砸墙、开门开窗、防水工程、上下水安装，含州县。

十年技术，疏通下水、改装上下水、大型专车清理化粪池。
城西、北：13099778856���城中、南：13195783228

专业管道王

清理化粪池、疏通下水、清洗管道（含州县）
8809789、13389789567

吸粪车、高压疏通车

平价钻孔
专业钻孔、开门开窗、破碎砸墙、防水
15297138790

专业水钻开洞、开窗、地面破碎、墙面切割、拆除等工程。
18209719611

低价钻孔

专业钻孔
专业钻孔、 墙锯切割门孔（开门洞）窗
孔、电梯孔、破碎、拆除等131�0975�3198

乐效搬家
长途搬家 专业搬家
家具安装 8561362

金蜜蜂搬家
����8580055 15003688688

正规注册 长短途搬家

要搬家找 58
专业搬家、长短途搬家。
聘搬运工，司机。 8226456

百姓搬家
8126924���13389713026
正规注册、家具拆装。

家家乐专业搬家
聘司机。 6260249���8274060

军民专业搬家
城中：8224808��城西：13519740086

正规注册

吉顺搬家8266988
军事化管理、专业化服务

另聘搬运工，司机数名。 18297218219

温州中港印刷
土特产包装，酒盒，药盒，无纺布袋，食品复
合袋，不干胶，防伪商标，布标，会员卡，广告
扑克，电子票据等 18597019022���8279332

西宁天天印刷厂
书刊画册、宣传单、海报、手提袋、联单及各种印刷品
0971-6338531���15111710799

门头制作
玻璃、吸塑、铝塑板、马赛克门头等，另有
ＬＥＤ 显示屏、发光字、穿孔、芙蓉、水晶
字、工地围栏广告。 电话：18709780441

钞票不印，剩下全印
德国进口海德堡印刷机， 高品质印
制画册、企业简介、宣传页，聘 4 开
单色，海德堡助手。13997159159

家悦装饰
保姆式家装、设计、预算全免、高透明度为您
打造精品空间。 13997153091 13139086023

西宁金雅彩印包装厂
绝对低价 德国进口海德堡印刷机，画册、海报、宣传
页、手提袋、联单等。 另聘平面设计、印刷工数名
8127777 15909711234

彩印装饰

神斧装饰公司
做工精，价格低，服务好。
6130697��13997130196

家美家政
专业单位，家庭粉刷及全面保洁、专业擦洗玻璃、清洗
油烟机，单位家庭水电安装，地板打蜡 钟点工若干

13309789837
5119700

顶尖专业疏通 专车抽化粪池
城东、南：13709737799水管改装
城西、北：6132333��（含州县）

光明家政
十年老店，专业擦玻璃，保洁、油烟机、打
蜡、通下水、搬家、有保险，保姆介绍（免
费聘保姆、月嫂、护工）聘员工。 5110887

15209788089

6100657欣欣家政
正规注册、有发票、专业擦玻璃、高空、
粉刷、保洁、油烟机、水、电、便池改装、
通下水、防水、有保险。82210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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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下水 大型吸粪车清理
城西、北 13897634638
城东、南 13519773660

专业安装彩钢
专业安装设计钢构厂房、钢构大棚、单双层活动
板房、牛羊大棚、高技术，低价格。 13709753046

东方红学校电脑培训
近期学费优惠:办公 / 维护 / 平面 /3D/ 网
页 /CAD/ 建筑漫游 / 职称考试国家证书
- 推荐工作 - 大专本科毕业 8230806

兰州大学招生
经青海省教育厅批准， 现在青海招生上课。 大

专、专升本学制 2.5年。国家承认学历，春秋两季招
生，现 2014年秋季招生报名开始，2014 年 6 月 28
日入学考试。 联系电话：0971-6108236、6155236、
3998569��格尔木报名电话：13369799611

网络教育

艺术课招生： 钢琴、古筝（5岁以上）
吉他（8 岁以上）；儿童画（3岁以上）

国画（7岁以上）；素描和书法（8 岁以上）
咨询热线：18997162980�18997162975

智立方教育

顺发彩钢·钢构
建厂十周年厂庆酬宾， 诚信★低价★优质回
报新老客户，欢迎来电垂询，真挚合作。
地址：南川东路 71号 电话：6272289�13897469456

老万采光板、彩钢
沈家寨、招工。

出售玻璃丝棉
5310299�
13734688994

专业街舞爵士舞开课啦！
13997235431��8266556

龙腾彩钢
彩钢厂房、活动房、雅致房、轻钢结构、设
计安装一条龙，同行最低。 15297135151

彩 钢

蓝网钢构、彩板
钢结构、防尘网、栓钉焊、网架、彩板、采光
板、玻璃幕。总承包一级、设计甲级。有大型
抛丸设备。 厂址：城南高速路口旁 280 米
0971—8563888、 18709784888、
18709784999

津顺防火彩钢
彩钢复合板（岩板、泡沫）；大
型厂房、活动房设计安装；新
型花纹彩钢西宁总经销（津
顺彩钢厂）宁张公路 12公里
6102666、8827718、18797166333

建筑幕墙 钢结构 网架
甲级设计、一级施工、对外设计、施工投标
山东天幕集团西宁分公司。 18697295888

闽祥彩钢
专业生产全规格彩钢及配件，承接：各种大
小彩钢工程。 电话：5315999、15297157999

江苏金山彩钢
轻钢结构厂房、 活动板房、 设计安
装、质量好，价格低。 13639750458

活动房制造厂
可多次使用， 拆装式活动
房。 13007777776

课外辅导
课外辅导小学、初中所有课程，可 1 对
1�，针对性强，保证成绩。 15111715597

心理咨询师、营养师
人力资源管理师培训
职业资格 2、3 级考证培训，过关有
保障，证书全国通用。
青海锦铭职业培训学校：82252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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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具安装、擦玻璃。
蓝丁搬家 6273609

5119066

专业防水堵漏
正规注册，专业做各种厂房、屋面、地下室防水及
堵漏，卫生间不砸磁砖做防水。 18194551032

嘉瑞会计
公司注册、代理记账、乱账整理、增资、
审计。 15202556783���15110906827

鑫达搬家
正规注册：6316850

专业家庭、单位搬家
专业拆装，大件搬运

常发防火彩钢
彩钢复合板（岩棉、泡沫），设计、安装。 15897100898

鑫增泰彩钢
地址：西宁城北区宁大公路二十里铺北海公园对面.
电话：0971-5512962

江苏吴江彩钢
专业彩钢岩棉活动房、净化彩板房、轻钢结构安
装设计一条龙，全省最低价。 13897431788

生产彩钢板，钢结构，活动房，
厂房，设计安装。 13897252280

苏青彩钢厂

工程咨询

13997126300��6107765�胜利路申宝大厦 1072室

佳铭工程造价咨询
工程预决算、工程造价咨询

工程造价咨询、工程标书、预算、决算编制、
聘技术员。 6127217、18997031889

西宁联友工程造价咨询

工程预算及结算，标书，可行性研究报告，效果图设计制
作。 8820567�18797344411（地址：南小街 19-5号）

工程预算工程标书

工程标书 工程预算
建筑、路桥、水利、园林等工
程的技术服务和测量。

动力公司

8175956、13709762834 东大街湟光义东 9楼

电器维修

冷库工程
批发各种制冷设备配件，安装维修制冷
工程。 0971-5211508���13519766917

液晶、彩电、冰箱（柜）、洗衣机、微波炉、
热水器、电灶、背投等。 13997088536�

老百姓电器低价快修

精修冰箱、冷柜、空调、酒店、工业各类制冷
设备及冷库设计安装维修。 5505705�

海阔专业制冷低价快修

彩电、空调、冷库、酒店制冷设备、洗衣
机、换压缩机 260元，保修 1-3年。

13139089074专修冰箱、冰柜

各类品牌电灶及家庭电工线路维
修。 3670681、18997268526

专业电灶维修

彩电、液晶、冰箱（柜）、洗衣机、淋浴器、油烟
机、燃气灶。 8250053、6365101、8802075

鸿鑫家电上门维修

安装维修空调、冷库、冰箱、冰柜、维修工业、商业
酒店各种制冷设备、家用电器。 18997049905

东成空调维修专家
金色快车电脑维护

8183898、6252492、5138255

抢救您的电脑

6104599 13139087088

幼儿园成套玩具直销
游乐设施，桌面玩具，辅助用品

13997242431

千变娱乐
最新扑克魔术分析仪，桌面无需任何道具，可
知每家点数大小，各种扑克，麻将一体机。

千胜
牌具

无磁四点程序机，单人扑克分
析仪，扑克麻将透视镜，感应
同子二八杠，色子、道具。

15897164888

酬 宾

专业安装四口程序机，新款扑克分析仪、语音
筒子庄闲通杀，透视镜，色子，无光一对一透
视扑克麻将等，包教包会。

18697187888�千王牌具

专业程序
最新程序机、色子无磁、无支架、专业安装
四口程序；二八杠感应同子、感应扑克、新
款扑克分析仪、透视扑克、麻将、色子等。

139097894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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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维板业
专业生产 C型钢、角驰Ⅲ、楼层板、岩棉板、夹心
复合板等全规格彩钢产品、 承接大中小型彩钢
工程。 地址：宁张路花园台收费站南 50米路东。

原多维彩钢

13007799636

四通搬家
大件搬运，单位、家庭长短途搬运，
另聘搬运工。 联系电话：6181716

家明家政
专业擦玻璃、全面保洁、洗油烟机、粉刷、疏通上下水
管道改装，介绍保姆（聘保姆、护工、钟点工）有保险

6151335

巧媳妇家政
正规注册、擦玻璃、保洁、油烟机、水、
电、暖、便池改装、粉刷、通下水、洗地
毯。 聘员工。 18997260783�

6138898�

福临门搬家
擦玻璃 6363920、13997242343

兴旺搬家
6142590、5138555另聘：司机、搬运工

吸粪车 化粪池大
型

专
清

专车清理化粪池、高压疏通车、清洗管道、下水井（含
州县）大小型车有 6 台。 6117788 13997138211

伊友拆除公司
专拆楼房，平房，厂房拆装潢，拆烟囱，砸墙，
地平，废铁回收。 联系电话：15297131122

招生培训

王亮高价回收
废旧铜、铁、机电设备、电瓶、变压器、积
压物资、报废厂矿等。 13997288159

中港拆迁公司
拆钢门、钢窗、锅炉，积压物资等，
回收木料及废铁。 18209716053

废旧铜、铁、电机、焊机、电瓶、废机电设
备、建筑材料、积压物资。 13139089330

金属回收

回收服务

13327661555

宾馆、酒店、餐厅、桌椅、
空调、办公室用品、钢材
木料、库房、电器、工程设
备、暖气片、房屋拆除等。

高价回收

高价回收
宾馆、酒店、桌椅、空调、办公室用
品、钢材木料、库房、电器、工程设
备、暖气片、锅炉、房屋拆除等 。

13195786661
高价上门回收
废旧铜、铝、铁、不锈钢、电机、电瓶、焊机、机电设
备、电线电缆、变压器、建筑材料等。13897631276

专业拆除回收
各种房屋拆迁、锅炉、钢门、钢窗、回收各种废
旧钢材、建筑材料、积压物资等。 13099760527

专业拆除 专业回收
13099760527

高价回收
宾馆、酒店、桌椅、废铁、冰柜、空调、
电器、工程设备等。 13897113605

通下水 大型吸粪车清理
城西、北 15809716961
城东、南 15809717657

暖气防水 18797182373
改造安装暖气、地暖、土暖、专业防水、上下水安装。

疏通下水、钻孔
吸粪车专清化粪池， 安装维修上下水电、破
碎拆除、钻孔。 24小时电话：13007797731

专业通下水
专清化粪池

8141440
含
州
县 13997480595

爱民专业疏通下水
城西：6118686城南、中：3947324
城东：8806023清理化粪池、安装上下水

诚信专业疏通下水
维 修 上 下 水 管

6161362
8270240

13309783567
专业钻孔

管道专家 疏通下水
专业安装维修水电、便厕、管道疏通、化粪池
清理、防水。

专业水电暖、太阳能、通下水
7155587���13997052466

通下水6282644
清化粪池15297091140

通下水
专清化粪池

6319531
含
州
县 13897119749

城西
城北

通下水
清理化粪池
13327657015

钻孔通下水
13327656567
13099792611

通下水 吸粪车清理化粪池大
小

城西、北 13007775480
城中、南 18697262094

通下水
专车清理化粪池，有发票

6284081

诚鑫会计
6315488���15309786880

钻孔最低价
13997480557

上门服务、系统安装、只收 50元，精修各种电
脑、修不好不收任何费用。 15297154920�

跨世电脑维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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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