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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商 求购
求购商铺
市中心， 繁华地段 3000-6000m2 临街
商铺。 电话：138972423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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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筹建中某州县黄金十字 2700 平
米（面积可增大）诚招大型综合
超市入驻。另有 2700平米诚招大
型餐饮或宾馆入驻。 地段绝佳，
水电暖排水齐全， 有停车场地，
无实力者勿扰。 13709758884

招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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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受西宁市中级人民法院委托，我公司定于 2014 年 9 月 25 日上午 10 时整在本公司拍卖厅
对以下标的进行公开拍卖。

1、 青海省黄南藏族自治州同仁县隆务镇泽库路 20 号 2 幢 211 室房产 （建筑面积：
160.51m2,双证齐全）；2、青 Ａ-81288 风神 ＥＱ7200-III 型轿车壹辆。
预展时间：自公告之日起
预展地点：标的现场（查看标的，费用自理）
竞买须知：1、本场拍卖会采取网络拍卖方式；2、凡参加拍卖会的竞买人员需携带有效身份证

件，并缴纳竞买信誉保证金：1 号标的拾万元整；2 号标的壹万元整办理竞买手续。
报名截止时间：2014 年 9 月 24 日下午：16：00 止

联系人：乔先生 王先生 联系电话：0971-8219611 13997198433 15500741662
���������查询网址：青海钰容拍卖有限公司（www.qhyrpm.com）

人民法院诉讼资产网（www.rmfysszc.gov.cn）
监督电话：青海省高级人民法院：0971-6163087���西宁市中级人民法院：0971-4119545

��������青海省工商行政管理局：0971-821306����中国拍卖行业 Ａ 企业

拍卖公告

青海钰容拍卖有限公司
2014年 9 月 3 日

受西宁市中级人民法院委托，我公司定于 2014 年 9 月 25 日上午 11 时整在本公司拍卖厅
对一台力士德 ＳＣ230.8 履带式液压挖掘机进行网络公开拍卖。

预展时间：自公告之日起
预展地点：标的现场
竞买须知：凡参加拍卖会的竞买人需携带有效身份证件，并缴纳竞买信誉保证金：伍万元

整办理竞买手续。 拍卖未成交者，保证金会后全额退还（不计息）银行手续费自理。
报名截止时间：2014 年 9 月 24 日下午：16：00 止
联系人：乔先生 王先生 联系电话：0971-8219611 13997198433 15500741662
查询网址：青海钰容拍卖有限公司（www.qhyrpm.com）

人民法院诉讼资产网（www.rmfysszc.gov.cn）
监督电话：青海省高级人民法院：0971-6163087�������西宁市中级人民法院：0971-4119545

青海省工商行政管理局：0971-821306����
�������������������������中国拍卖行业 Ａ 企业

拍卖公告

青海钰容拍卖有限公司
2014年 9 月 3 日

青海誉峰装饰装潢有限公司定于 2014 年 9 月 1 日起开始办理大通警
苑小区所装修房屋的交房手续，凡在我公司装修的业主请按我公司电
话通知日期到警苑小区办理交房手续。 联系电话：0971-2826599

青海誉峰装饰装潢有限公司
2014年 9月 2日

公 告

遗失声明
来 志 鑫 630104199009262517 的
二代身份证丢失，特此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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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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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期新品认筹，3828 元 /m2 起，多层 50~144m2 小
高层 92~124m2，通透板楼、低均价低公摊。 8218190

写字楼、商铺出售
南门体育场南侧，精装写字楼
（553m2�）带租约商铺（105m2�
-1134m2�）即买即用，即收益。
电话：138974607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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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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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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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 让

旺铺转让
因另有发展， 临街 120m2 商铺对外转让，现
旺营汗蒸馆，接手即营业，适合做任何生意，
价格面议。 13519739115��18997262481

在湟源安个家
湟源·香江花园现房销售， 面积 63m2 至
138m2，2688元 /m2起。 0971-2433333

餐厅转让
餐饮黄金段，七一路西宁宾馆旁 315m2 餐厅低
价转让，价格面议，非诚勿扰。 18397117381

现铺出售
城中区七一路临街现铺出售，共一
至三层 1680m2，可分割，最小单层
面积约 390m2。 电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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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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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商铺出租
城东开发区广场对面，八一路临街 223m2商
铺出租，租金面议。 152025585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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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房屋急售
南山东路三江汇怡小区二房二厅 93m2， 新房急售。
电话：18697181616

厂房出租
生物园区大型仓库对外出租， 半挂车
随意出进 ， 价格从优 。 电话 ：
13997036688 13139070966

低价转让
城中区国际村公寓建材巷 300m2 左右餐厅旺营
中急转，地段佳，人气旺，可做茶艺、酒吧、餐厅。
电话：13519782111 李女士

火锅店转让
朝阳西路 150m2，房租低，客源稳，手续齐全，接
手即可营业，价格面议。 15509785077

旺铺急转
因家中有事，同仁路旺铺急于转让，店面使用
面积 80m2。 13519763533

旺营奶茶小吃店低转
黄金地段，全国连锁，生意旺，人流量
大，整体转让。 152025990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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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旺铺转让
城中区七一路临街旺铺两间 （85m2、30m2）空
铺转让。 电话：18297125877

遗失声明
青海省宗喀实业有限公司开给季成发收据：
0015746，金额：72000元（2009年 7月 27日）；
0012231，金额：108758元（2008年 9月 22日）；
0012359，金额：100元（2008年 8月 10日）三张
购房收据丢失，特此声明作废。

城东某饭馆转让
城东区 120m2 精装修饭馆因无人经营，
现转让。 18797344411

饭店转让
城中区建材巷 120m2 旺营中清真饭店转让，
有意者请来电。 13897422526�马女士

厂房，厂地水泥地平，水电齐全，现接手可生产木线门
板。 13897244123��13997088379

库房 厂房 厂地出租

饭店转让
多巴 200m2 铺面转让，精装，手续齐，
客源稳，非诚勿扰。 189973302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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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饭店转让
因家中有事，南川东路旺营中 200m2 饭馆转让，
客源稳，价格面议。 电话：18309715198

院落出租
4亩校院，可办公办厂等，价格优惠。
13389758128 15597037840

家具店低价转让。
13099757128

转让
城西区万达广场对面刘家寨门口营业中
280m2 石锅鱼低转。 15110944950

转让
800m2 独立四合院，上下两层，25 间房，租金低，现低价转
让（凤凰山路 195 号）18097337680 13109756808

转让或联营
城西区 800m2 旺营中餐厅转让或联营，房
租低，面议。 电话：13086254191

出租或转让
本市一大型餐厅出租或转让， 有意
者请联系。 13909717573

出租
海湖新区 86m2 旺铺出租， 无转让费，简
装，餐饮勿扰。 15202551377

好管家房屋
售：小桥 80m2，42 万；海晏路电力小区 80m2，39 万；省委小区
90m2，52万；景林佳苑 115m2，89万；冷湖路 81m2，54万；凤凰城
138m2，90万； 杰森花园 87m2，52万； 海湖电力小区 101m2，53
万；海湖省委小区 139m2，65万；海宏一号 136m2，69万；海西路
68m2，35.5万；景岳公寓 170m2，68万。 求租求购各类房屋

6334011
6338816

商铺出售
海湖电力小区临街 76平米商铺出售。
电话：13519781288

旺铺招商招租
黄金旺铺---位于西大街 18 号 2000m2 一、二、三层
空铺对外出租，可整租或分割租，适合经营黄金、玉
石、土特产、旅店、西餐厅、品牌服装类，价格面议。
电话：13709720588���13709769870

农家大院出售
总寨农家大院 1.5亩出售，院内 2面
楼房 20间。 13897110136 王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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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童游泳、早教基地、月嫂中心、产后恢复、亲子 DIY，
休闲餐饮等。 招商电话：0971-5361717��13997209921

酷卓拉婴童世界全城招商

房屋出售
朝阳制药厂 78m2，5/6Ｆ，房屋对外
出售，40万可议。 15003698188

临街商铺转让
城东区八一路商铺 250m2，现整体转让。 13007775077

网吧转让
城西繁华地段 1600m2 网吧转让， 设备齐全，
接手可营业，无实力者勿扰。 18209716908

厂房库房出租
13119710008��13997247409

转让
城中繁华地段 800m2 洗浴转让，烧天然气，最适合经营宾馆等，
转让费 26 万，含 3 个月房租。 13997298496���18597018862

城西区精装修，客源稳，停车方便，接手即
可营业，非诚勿扰。 15809718791

270m2 川菜馆急转

城北朝阳东路 300�m2,精装修，客源稳定，房
租低，接手可营业。 电话：13299817353

私房菜转让

城西 6000m2 大型洗浴转让或寻求合
作。 13997105638 18195785374

咖啡简餐转让
夏都大道 387m2 简餐转让，地段佳，客源
稳。 联系电话：13709784211�崔女士

库房出租
宁大路 14 公里处数万平米仓
库对外出租。13639785863�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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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川南路一小炒店因无人经营，低价转让。
电话：15297195127 王女士

小炒店低价急转

养殖厂房出租
本人在总寨有一（牛、羊育肥）养殖厂房
出租，交通便利。 18609711833

旺铺转让
城西区繁华地段旺铺转让，有意者面谈。
电话：13997278500

生物园某宾馆整层出租
两 层 （2000m2� ） 可 用 于 办 公 。
15597195015���15003613465

低价出租
东部华盛批发城一楼内 2间 12m2

商铺。 电话：15597387932����
地址：东火车站小商品批发部

出租
八一东路在水一方小区东侧
旺铺出租。 13519761925

办公室出租
新华巷昆仑阳光城三楼 400m2，精装修，价
格面议。 13195781717 186971006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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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旺营餐厅转让
城西 300m2 营业中时尚餐厅低价转让，设备齐全，接
手即可经营，价格面议（非诚勿扰）13709787350

厂房场地出租
位于海南州桥头汽车修理厂，厂房面积 1200m2，场地面
积 5300m2。 联系电话：13289748992 13897540899

1600m2 四合院餐饮转让
城北朝阳西路（适合中餐，四季茶园
火锅）租金便宜。 13389788295

宾馆转让
城东区繁华地段某宾馆转让，客房 30 间，手续
齐全，接手可营业，非诚勿扰。 13299801126

饭馆转让
城东区繁华地段清真牛肉面加盟店转让，含 9 个
月房租，手续齐全，接手可营业。 13299801126

西川南路 1 号（省广电局斜对面），
面积 310m2。 电话：18797388169

临街旺铺出租

火锅店转让
青海大学门口火锅店转让，房租低，客源稳，接
手即可营业。 13997075265 18697173677

汽车保养店转让
城东区果洛路延伸段，220m2， 客源稳， 价格面
议，非诚勿扰。 13734633338

转让
城中区生产巷 6 号莫家街新市场楼上金座碧城
私房菜对外转让。 13309710669 武女士

大型汽车美容会所转让
城东区 280m2，全自动洗
车，设备齐全，接手即可
营业。 13327652430

转让
五一路 200m2 营业中餐厅急转， 客源稳， 生意
好，价格面议。 18919890413 150097102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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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商铺出租
柴达木路金座雅苑对面一层 56m2商铺出租，
价格面议。 15695317000 189972809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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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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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柴达木路金座雅苑对面两套 162 平米商铺出售，
已出租。 13897180076���13195781717

旺营饭馆转让
城中 73m2 饭馆转让。 13997030675

出租
西关大街高槽巷 9#院，85m2，多层，五楼，家
电齐，外租（带停车位）。 13007762668

出租
城北区 12亩厂地出租。
18709784815 15500749389

商铺出租
惠客家旁， 国泰旺座， 临街商铺
60m2出租。 13897182866

旺铺转让
城西昆仑路 170m2 铺面对外转让，
餐饮除外。 15609715887

转让
七一路珠宝玉器土特产店外转 。
13997049994 李

转让、出售
北商业巷鼎安新城三楼金海豚动漫外
带一火锅店（共 2700m2）低转。小桥大街
复式实用面积 170m2 公寓， 带车库，外
售。 13109722333 13299789928

写字楼整体出租
昆仑中路 16号，省工商局斜
对面，临街商铺 1-3层，面积
1778m2，写字办公、会议室齐
全。 18997060388 穆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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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址： 海山轴承厂向南 30
米，南川西路福路巷 9号
18997060388 穆先生

挂失声明
我因不慎将车辆型号为长安牌，
车 架 号 ：ＬＳＣＡＢ3Ｒ2ＥＧ166787
的机动车合格证一致性认证书等
丢失，特此声明。

达日县窝赛镇乡直却村
生态牧业专业合作社

2014年 9月 3日

挂失声明
我因不慎将车辆型号为长安牌，
车架号 ：ＬＳＣＡＢ53Ｒ1ＥＧ165940
的机动车合格证一致性认证书等
丢失，特此声明。

达日县窝赛镇乡直却村
生态牧业专业合作社

2014年 9月 3日

印刷厂急转
印刷厂带设备手续整体转让出售。 15209745988

遗失声明
西宁锦程机动车驾驶员培训学校组织机构代码
证：59504528-2（正、副本）丢失。 特此声明。

遗失声明
西宁锦程机动车驾驶员培训学校税务登记证：
63010359504528-2（副本）丢失，特此声明。

遗失声明
西宁锦程机动车驾驶员培训学校民办学校办学许可
证：人社民 6301135201262 号（副本）丢失。 特此声明。

遗失声明
西宁锦程机动车驾驶员培训学校道路运输经营许可
证：630100002271<副本>丢失。 特此声明。

遗失声明
西宁锦程机动车驾驶员培训学校的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
证书：西民证字第 6301060100 号<副本>丢失。 特此声明。

库房出租
八一东路 350m2库房对外出租。 13709764868

写字间出租
城西胜利路临街 125m2写字间出租，价
格面议。 13709712085 6153727

现房出售
海湖新区低价现房出售， 另有金座雅苑好楼
层期房，来电即有折扣。 电话：15897083053

出售
城北区湟水路粮食储务库家属际多层两室一厅
73m2房屋，可租可售，价格面议，房屋产权齐全，
带地下室。 电话：13897464397 徐先生

转让
城中区某 1300m2 餐厅转让，有天然气，停车场，
33 元/m2，价格面议，非诚勿扰。 18935518909

遗失声明
王 长 胜 的 二 代 身 份 证 （ 号 ：
630102196810100832）不慎丢失，特此声明。

遗失声明
王瑶莺 630121196604033623 会计
从业资格证书丢失，特此声明。

遗失公告
西宁城西小董面食馆因保管不慎遗失 《个体工
商户营业执照》正本，注册号 630104670076981
（1-1）发照日期 2013年 7月 1日，声明作废。

西宁城西小董面食馆
2014年 9月 3日

商铺出租
海湖星城临街一楼 1200m2， 三楼 600m2 商
铺出租，可分割，价格面议。 13309723002

转让
八一路新装修 2000m2 快捷酒店对外承包或转
让，价格面议。 13997123622 张

旺铺转让
城西胜利路 800 多平米旺营中茶艺， 因个人另有发展现对外转
让，接手即可营业，无实力者勿扰，另聘洗碗工。 15500590966

转让
文庙街 133m2 旺营中酒吧对外转让，生意好，客
源稳，价格面议。 13997176399

转让
现有一连锁牛肉面店经营状况良好，因
无人管理对外转让。 电话：13639768750

商铺招租
现有昆仑中路 93号（南山路
小学对面）一至三层商铺对外
招租， 可整体出租， 可分割出
租。 18009780754 8063658

茶餐厅转让
城东精装 530m2 清真茶餐厅转让，租期长，租金
低，停车方便。 13709735453 马先生

旺铺转让
夏都大街 580m2 旺铺低价转让， 可做餐饮、茶
艺、茶餐。 18797168571

房屋原价出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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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启事声明

茶艺转让
国际村茶艺转让 ， 上下两层 200m2， 非 诚 勿 扰 。
13997227565

遗失声明
青海农业机械化集团有限公司北川分公
司营业执照正、副本不慎遗失，注册号：
6301002907500，声明作废。

青海农业机械化集团有限公司
2014年 9月 3日

遗失声明
青海金岛集团开给青 Ａ·SS199 车主保险预付款贰
万元整收据（0028532）不慎遗失，特此声明作废。

启事声明

四星酒店特价房 280 元 / 天，长
期包房优惠， 全市低价。 电话：
0971-8206699��1870971466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