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4-08-13 星期三信息·超市B14 广告部主办 责校:瑞溪 热线: 8211345

公 告
原西宁市城东区大众街 27（25）号“花之林”茶餐厅现搬迁至新千
国际广场 20 号楼商业三楼，预计 11 月 20 号左右开业，望新老客
户周知，届时会员办理相关换卡及退费手续，本店与会员间所产
生的任何问题与花之林总部无关。 详情致电：13909726973

寻车启事
2014年 8 月 2 日陕 AX010E 车主张鹏的白色起亚狮跑越野车在西
宁市大十字饮马街被盗， 车架号：LJDFAA147C0227509 发动机号：
C5027345 如有知其下落者与 15358802222 联系，必有重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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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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屋租售房屋租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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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融城·假日阳光
10分钟直达西门繁华，91-121 平米阳光通透板
楼、准现房、低均价、低公摊。 8218190

地址：西宁市城北区祁连路（858 号）与朝阳西路十字路口高架
桥旁，现宾馆正在经营中，转让经营权及产权价格 1350 万元。

向宇宾馆转让
电话：13195793476���18997070685��13734689451

现房热销
城北区生物园区“紫金佳苑”最后 50
套，纯板式现房热销，三室两厅，南北
通透，采光超好，惊爆价 3980 元 /m2

起。 销售热线：6270333���6270777
商铺出售
二中，中医院对面，临街独立商铺对
外出售。 0971-2434666

茶餐厅转让或承包
海湖新区新华联附近，850m2精装修旺营中茶餐厅转
让或承包，接手可营业，非诚勿扰。 13519784819

大型水洗厂转让
营业中，客源好，接手赚钱。
15500756011���13299812277

宾馆租售
城南旺营中宾馆租售，地理位置极佳，无实力，无
酒店管理经验勿扰。 电话：15297216422

五一路旺铺急转
沿街一楼 50m2 急转， 沿街二楼 100m2

急转。 13997040816��13709723095

餐馆低价急转
因另有发展， 位于花园南街黄金地段 800m2 餐馆，
35 万转让，非诚勿扰，有意者请致电。18297187619

闹市 1700平米餐饮转让
南山路口 50 米临街 （西湖之
美），精装，设施全，接手可经营。
13519788893��13709789819

因本人需急用钱， 低价转让虎台附
近大型足浴店，接手可营业。 电话：
15500609298��13735329809

急
转

西门体育馆一楼 600m2、 二楼 2000m2

商铺招租，人气旺，交通便利，地段佳，
租金面议。 15597177733�宋主任

招 租

办公室出租
城西区黄金地段办公室对外招租 160m2-520m2，带全套办
公设备，精装修。 招租电话：13897280890��8217111

出
售

本人现有 40套全新火锅店餐
桌，椅子，餐具等整体出售。
电话：15597177733�宋主任

火锅店转让
因本人另有发展， 大通繁华地段，经
营中 550m2 火锅店转让，设备齐全接
手可营业，价格面议。 13897672295

西宁市城西区昆仑路，首家母婴儿童主题卖场，14m2-200m2。
招商范围：母婴用品，儿童服饰、鞋帽、儿童食品、药品、儿童
摄影、早教、游泳馆，月嫂中心、产后恢复、婴幼儿 DIY，休闲
餐饮等。 招商电话：0971-8804666��13997209921

酷卓拉婴童世界隆重招商

旅行社转让
该社有正规经营资质，依法经营，无外债，接手
即可经营，价格面议。 18997072227��刘女士

旺铺转让
西门口营业中知名连锁品牌奶茶店，
因家中有事整体转让，利润保证，非诚
勿扰，价格面议。 电话：18309782760

招商 求购
承包或合作火锅店
本人从事清油火锅制作十几年， 现承包后厨或合
作经营，你给我平台，我给你创利。 18297195967

住房出售
金座雅园三期 9楼，142.53m2现房出售，中
介勿扰。 13897115666��15003661705

写字楼出租
城西区海怡大厦 12楼 90m2，220m2，36m2， 写字楼对
外招租，价格面议。 18309742222��15897113456

招
租

胜利路皇子豪廷大酒店一楼 20m2

铺 面 出 租 ， 价 格 面 议 。
0971-6339899��0971-6288459

某会所低价急转
纸坊街海一大厦 500m2 会所急转，
接手即可经营。 18609713448

餐厅低价急转
西关大街繁华地段二楼 430m2，精装修，
西餐厅转让，独立门面。 18194553051

某 KTV转让或承包
城西繁华地段 660m2 旺营 KTV 转让或承包，房租低，
精装修，接手即可经营，非诚勿扰。 13897653399

商铺出售
西宁大厦向东 200 米，555m2 临街商铺 4
间，可分割出售，非诚勿扰。 18997081978

车辆转让
1、北京旗铃厢货车转让，2、猎豹越野车转让，
3、车况好，手续齐全。 13997040844

小蚂蚁诚求合作
城南蚂蚁火吧，火爆经营中，现因扩大经营
寻求有实力者投资合作，非诚勿扰，另聘大
堂经理。 18797330000��15609718900

铺面出租
西宁大厦黄金地段临街铺面 1500m2，
可分租，有停车位。 13897406867

玻璃店转让
因家中有事无人经营，位于北山市场，设
备机器齐全，接手可营业。 139970736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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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0m2 超大楼间
距，85-135m2, 户型多样，超
值享受，另有临街旺铺出售，
诚聘置业顾问数名， 待遇优
厚。 5222688��8233577

夏都大街营业中酒吧转让，上
下两层， 实用面积为 500 多平
方米，价格面议。 18697140048

转
让

七一路繁华地段， 烟酒商行，接
手可经营，停车方便，客源稳定，
价格面议。 18095782609

转
让
饭馆转让
城西交通巷北口 260m2，精装修，价格
面议，无实力者勿扰。 13327644125

旺铺转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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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电话：15609713927

写字楼整体出租
省工商局对面， 临街商铺 1-3层面
积 1778m2，写字办公，会议室齐全，
价格面议。 13195790155�穆先生

位于城西区某旺营中品牌洗衣店因无人管
理急转，位置好，客源足，价面议，无实力者
勿扰。 电话：13299739080�朱女士

洗衣店急转

饭馆转让
城北 200m2 饭馆，停车方便设施全。 13897263127�
城东博文路 180m2 火锅店。 18728519188

库房出租
八一路团结桥 200-3000m2库房出租，砖
混结构，交通便利。18797382266�高先生

商铺出售
城西区胜利路东交通巷口旺和酒店隔壁商铺出
售，311m2，可分割，价格面议。 13897180039

房屋低价出售
麒麟湾公园对面高层，精装，复式 112m2，
贾小庄学区房，价格面议。 13997216162

家俱旺铺转让
五四大街 76 号 300m2 家俱旺铺转让，接
手即可营业，价格面议。 13619717355

全国连锁“包天下”中式快餐，品
牌技术设备和配套餐具低价转让。
18997216850��18997269001

诚心低价转让

纺织品商住两用房出售
13997384156

西关大街 430m2 旺铺出租
13709741304

新厂房出租
南川东路 400m2、1000m2 适用于小型加
工，水电齐全。 18609711833

精品户型二居室：87.8m2、93.5m2、100m2; 三居室：
110m2、112.6m2、116m2、116.8m2、130.5m2、欢迎选购！

乐都百和·锦庭房屋出售

地址：乐都高速出口东 200 米处（原桥南粮站片区）
电话：0972-8653399��8653339

西门大型网吧转让 非诚勿扰
133097155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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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旺营商铺急转
街面上下两层商铺，地段好，客源稳，房
租低，家有急事急转。 152097867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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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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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旺营餐厅转让
城西西川南路 310m2 旺营餐厅转让，精装修，
接手即可经营，无实力勿扰。 18809781781

商铺出租
胜利路 14号 150m2 铺面出
租，水电暖齐全。 8175036

商铺出租
海湖新城一楼 1200m2， 三楼 600m2 商铺
出租，可分割，价格面议。 13309723002

出
售

产权旺铺出售 30m2，两证齐，
即买即租。 18997033363李

团购房出售
盐庄 3770元 /m2起价，比开发商每平米便
宜 300-500元，54-129m2， 另有临街商铺
写字楼出售，均价 1万。 15809715342��郭

转让或承包
湟源县经营中砖厂急转或承包，
详情面议。 13997355388�倪

共和县某中餐厅转让
营业中 550m2，另带库房，火锅，中餐，设施设备
齐全，接手可营业。 电话：15597097626�伊女士

火锅店低价转让
城西区繁华地段 450m2火锅店转让，
接手即可营业。 18997060237

到贵德安个家
贵德·惠安小镇，贵德县首座水景豪
宅，2588元 /m2 起。 面积 91-135m2，
总 建 筑 面 积 20 万 平 方 米 。
0974-8558055���18709747108

房屋出售
冷湖路杰森花园 160m2复式楼出售，中介
勿扰。 13519700680��白女士 8459767

商业巷北旺营中美容院对外转
让，价格面议，无实力勿扰。 电
话：13897417675��王女士

转
让

仓储出租
距韵家口 6 公里处 10000m2 仓储对外出
租，联系人：马先生 13109720888

城西 90m2 铺面转让
省党校对面，七一路和黄河路交叉口，向
东 20 米路南。 电话：0971-6143828

招
租

青峰机械维修租赁 30 亩，现
对外招租 。 18797389599��
13139075666

库房出租
城南有标准库房 1200平米， 水电齐
全，交通便利。 电话：13997220131

茶餐厅急转
国际村公寓建材巷 300m2 左右营业中茶餐厅
急转，可做酒吧，餐厅，茶艺。 13519782111

旺铺转让
国际村临街 120m2 饭店转让， 房租低，可
做茶餐厅，饭馆，酒吧。 13897422526

出
租

七一路西宁宾馆
东侧旺铺出租，面
积 180m2。 联系电
话：13709760344

房屋出售
十一中附近 87m2 学区房，2 室 2
厅 2卫，南北向。 14797020849

旺营饭馆转让
虎台 2 巷 130m2 旺营饭馆转让，接手即可营
业，价格面议。 18697149855��15597010404

建筑二级资质、承接各类土建、安装、土石方、水利水电工程、并提供
各类工程地勘、设计、测量等服务，另聘文员一名。 18897150321

承包工程

转
让

纸坊街某茶餐厅，五十万元投
入，现半价转让，精装修，内有
停车场。 电话：18697158360

设备转让
平安县有一整套冷库设备转让，价
格面议。 电话：13309728980

饭馆转让
海湖新区 100m2，清真饭馆，因家中有事，现急转，客源
稳，位置佳，无实力者勿扰。 电话：13209786288

城东某餐厅转让
城东区某 120m2 精装修餐厅转让，
客源稳，具体面议。 18797344411

某湘菜馆旺铺转让
价格面议。 电话：18697151938

旺铺出售
五一路泰和园底框铺 100m2

（现富康药店）出售，价格面
议，非诚勿扰。
15381077764��18268877013

网吧转让
营业中网吧，手续齐全。 18709713555
超市转让
互助中路小寨 112m2 营业中超市带货
整体转让，价格面议。 14797020885

商铺出售
城 北 区 朝 阳 西 路 38m2、121m2、356m2、443m2、
1400m2、3000m2 商铺出售，全部已出租，可贷款，
柴达木路金座雅园对面两套 162 平米商铺出售，
已出租。 13897180076���13195781717

招
租

贵德县南大街天桥商厦整体
出租，单层面积 1500平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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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旺铺出租
西关大街 195平米旺铺出租，
餐饮免谈。 13519788090

商铺出售
新华巷昆仑阳光城 100-165m2 出售，已出租，文化公园对面
101m2、167m2出售，已出租。 13997175569��18697100607

铺面转让
莫家街某古玩玉器城内有一店
面低价转让。 15597675188

因业务发展，城中区南大街营业中精装
修 400m2 茶餐厅对外转让， 客源稳，无
租金，价格面议。 电话：13327662278

转
让

邻街铺面转让
五一路营业中 200m2 餐饮转让，手续齐全，接手即营
业（含四个月房费）。 18919890413��15009710232

行信息

好房急售
文化公园旁 87m2、 多层、3 楼、地
暖、天燃气、落地窗。15597494603

五粮液福喜迎门酒特惠诚征
您要发财吗？ 您要出人头地吗？
那就请加盟五粮液股份
公 司 生 产 的 福 喜 迎 门
酒！ 该酒品质优异，是中
国酒协特别推荐产品，尤
适合婚宴寿宴喜庆宴。
价位低，利润空间高，有
央视及赠车、广告费、业
务员工资等优厚市场支
持，正特惠诚征!
全国县市级以上总经销商！
网址：www.wlyfxym.com
加盟 QQ:159815698
028-68988888�18811182888

商铺招租
小桥大街 1 号永宁白金公寓 1 号楼商铺，现对
外公开招租（三、四楼 4000 余平方米左右框架
结构，可分租）。 联系电话：13709719196

2014年 8月 13日

遗失声明
青海顺丰速运有限公司的青海增值税普通发
票：00229655，金额：44.00 元丢失，见报声明。

遗失声明
博源物资公司机构信用代码证 ：
G1063010500253860T 丢失，见报声明。

遗失声明
贵德县河阳镇郭拉村三社孙玉兰的房产证，贵
私房权证（2010）字第 5022 号丢失，见报声明。

遗失声明
贵德县融祥房地产估价所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组织机
构代码证：（正本）71049898-2 副本丢失，见报声明。

遗失声明
马原伟 632125197404040038
驾照丢失，见报声明。

启事声明

遗失声明
青 E10928 的营运证 632521104836 丢失，见报声明。
遗失声明
城中区莫家街 22 号 1 号楼 3 单元 342 室的寻建明的土地证号：
青国用（2006）第宅-11717 号的土地使用证丢失，见报声明。

遗失声明
西宁市第二职业技术学校的何楷的毕业
证 0906016 和本人档案丢失，见报声明。

寻亲公告
2014年 7月 20日清早 7点左右，本人在甘河滩镇坡家中学附近
自家门口捡到一个女婴，她身上包有红色毛毯，内有一个奶瓶。
现本人欲收养该女婴，望其亲属在此寻亲公告刊登 60 日内，与
本人联系，逾期本人将依照相关程序收养该女婴，情况属实。
联系电话：13734668300��联系人：谢德强 2014年 8月 13日

湘菜馆出租或转让
位置佳，客源稳，60 多平米带全
套设施。 0971-7929023

转 让

宾馆转让
城东区南小街 370m2 营业中宾馆转
让。 13086258690��0971-8176211

精装饭馆低转
昆仑中路群星路口，临街高层一楼，336m2，结
构好，房租低，大停车位。电话：13897185056

火锅店转让
城西区繁华地段， 精装修 700m2

火锅店低价转让。 15528497960

铺面出租
西大街某商场空摊位对外出租，适
合经营服装。 13997045973

餐厅转让
七一路西宁宾馆旁 300多平米营业中餐厅低价转让， 位置
佳，接手可营业，非诚勿扰。 18397117381��15202586022

房屋出售
位于黄河路 50m2 学区房出售，
价格面议。 13519742627

库房出租
海湖大道 500m2仓库出租。 18097217222

旺铺转让
香格里拉商业街 180m2，适合办公，
临街商铺餐饮勿扰。 15897086547

餐厅转让
城西繁华地段临街 380m2 精装餐厅对外转
让，接手即可营业，价格面议。 13997131188

铺面转让
城西冷湖路 71.5m2铺面转让，价格，租
金面议，餐饮勿扰。 13709754909

大型汽车城招商、招租
西宁市城南大型汽车城招品
牌汽车 4S 店进驻，位于城南
西久公路主干道旁， 可按汽
车品牌厂商要求建设店面。
水、电、气齐全，价格优惠。
欢迎垂询：13997124136

国际村茶艺转让
上下两层(200m2）非诚勿扰。 13299782227

房屋出租
海湖新区安泰华庭三室二厅出租，可办公，住
家 4/28F（带简单家具）。 18997156131

商铺出售
八一路新师大附中对面 410m2 临街旺
铺出售；莫家街、仓门街 81m2 临街旺
铺出售；开发区半岛步行街 1200m2 半
成品酒店出售，电水暖齐全，以上均可
办房产证。 商业巷美食城 4 楼 360m2

西餐厅出租。 18209713737�李

遗失声明
青海聚多发商贸有限公司的税务登记证（证号：税西字
630104091636820 号）正本不慎丢失，特此声明作废。

餐厅转让
生物园区 128m2 餐馆转让，
非诚勿扰。 13997220063

380m2 餐厅低价转让
南山路繁华地段，客流量大，接手可营业，带地下
室，价格面议。 13897258932��13734603882

减资公告
经西宁吉强钢结构制造有限公司注册号：630102090024248，法
定代表人：侯宏强，股东会决定，本公司注册资金从壹仟万元减
至贰佰万元，自本公告之日起四十五日内，债权人有权要求向本
公司清偿债务，或者提供相应担保请求，特此公告。

商铺招租
现有昆仑中路 93号（南山路小学对
面），三层商铺对外招租，可整体租，
可分割租 。 联系电话：8063658�
13519731909���18009780754

好房急售
康乐十字附近 64m2，手续齐全，价
格面议。 13305279330

房屋出售
城西锦绣江南，新房，精装，新家具，6500
元 /m2，26/30F，南北朝向。 13369781220

现房出售
海湖新区九号公馆 5 楼，144m2，4200 元
/m2，中介勿扰。 18946883658

遗失声明
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的车辆交
强险保单， 发票号：00040172 交强险保单号：
QBBI1400019214 不慎丢失，声明作废。

商铺转让
国际村钟楼临街 126m2 商铺转让，黄
金地段，价格面议。 13897264220

洗车钣金喷漆店转让
洗车钣金喷漆店 100m2 低价急转，设备
齐全，客源稳定。 电话：18797149231

启事声明
遗失声明
丁艺，女，40 岁，身份证号：5102211974010226622 保证
金票据丢失，票号：639020112000000101 特此声明。

遗失声明
保海峰居住在柴达木路马坊茂源海湖阳光 17 号楼 111
室的房产证（宁房字第 052661）丢失，特此声明作废。

北小街 50 多平米饭馆转让。 13099728056
汽车修理厂诚聘钣金，机修工和学徒。 13897497682
招聘退休司机终端业务员。 13195790900
虎台 1 巷 40m2 小吃店转让。 13997061240
招内科大夫，退休优先。 13007789576
南关街 50m2 精装玉器店转让。 13099782888

繁华地段 190m2 餐厅转让。 13997257733
城北盐庄小区路口 200m2 餐厅急转。 13897424038
朝阳二巷饭馆低转。 13997293030
团结桥超市转让。 18297118654
共和县火锅店出租或转让。 18697269279
某社区招聘大夫，证件齐全。 电话：13109793948
聘汽车修理工，漆工，工资面议。 13997084907
聘司机，搬运工各两名。 13709723877

五四大街气象巷口，750m2洗浴转让或出租。 13007780000

家中有事城东旺营中清真饭馆转让。 13897716786
西川南路一小炒店因无人经营，低价转让。 15297195127

西宁吉强钢结构制造有限公司
2014年 8 月 13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