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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11345��8211399�·信息超市
连续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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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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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增加 10 元钱，信息将同步发布到本报手机客户
端“掌上青海”、微信公众平台“微信息”栏目

铺面转让
七一路繁华地段烟酒特产店
转让交通便利， 停车方便，接
手即可营业。 13709756679

电器维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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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冰柜、制冰机、空调展示
柜、洗衣机等小家电。18697168032

诚新制冷专业快修

彩电、液晶、冰箱（柜）、洗衣机、
电热水器、 油烟机、 燃气灶。
8250053、8802075、6365101

鸿鑫家电上门维修

各类品牌电灶及家庭电工线
路维修。 18997268526

专业电灶维修

酬 宾

18697187888�千王牌具
独家研发四点四门透明色程序麻将机，专业
安装程序，扑克二八杠牌九分析仪等，各种
实心色子，透视扑克麻将筒子牌九眼镜等！

千变牌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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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2971356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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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104599 13139087088

幼儿园成套玩具直销
游乐设施，桌面玩具，辅助用品 房屋租售房屋租售

启事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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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招生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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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色快车电脑维护
8183898、6252492、5138255

抢救您的电脑

准现房热销
南川东路“融城假日阳
光”27-96平米各种精
品户型， 首付仅需 3
万，另外每周推出两套
特价房， 先到先得，售
房热线 8452221

出租
对外出租办公室一套，两室一厅三
卫，精装修，七楼，90m2，即租即用。
13997326271��13299729189

门面租赁信息
繁华路段门面对外出租，
一 层 100m2， 负 一 层
500m2，可做足浴，洗浴，
具体事宜可面谈，有意者
请联系。 联系人：何先生
电话：13897018780

出租
五四西路 320m2、70m2

临街一楼精装饭店出
租。 13109711939

商铺特价清盘出售
城西区铂金地段，商家入驻，商场开业在即，
少量 40-150m2 旺铺带租出售，即买即收益，
证件齐全， 先到先得， 是投资理财的理想选
择。财富热线：0971-8804666���8814666

临街商铺出售
南川东路 3000m2 临街商铺出售，
可独立分割， 最小 100m2， 另有
3000m2负一层出售。 8452221

现房热销
城北生物园区“紫金佳苑”最后
30 套现房销售，三室两厅，南北
通透，采光好，超低价格。
售 房 热 线 ： 18997237133

出售
因移民出国，现有小商品，二期四楼精
品，铺面出售 33.38m2，有意者与韩先
生联系，价面议（本广告长期有效）。
13109750000��18097310000

宾馆出售
城南旺营中 4500m2 宾馆出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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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房现铺出售
城中央， 学区房， 即买即
住 ，110m2-118m2，2 房 2
厅极品文化人居， 临街现
铺共一至三层 1680m2，可
分割， 最小单层面积约
390m2。 电话：8221366

房屋出售
冷湖路杰森花园 160m2 复
式楼出售， 中介勿扰 。
13897206638�王女士

写字楼出租
西门王府井 B 馆附近 125m2 写字楼出租，
位置优越，交通方便。 电话：18809714011

青藏铁道酒店招租
酒店位于西宁市建国路与七一路十字路口， 建筑面积 44962 平

米，总高 27 层。 招租范围：1、餐饮（含中西餐厅及负一层后厨，所有
设备齐全）；2、写字间：60 间；3、棋牌室：包间 11 个（设施齐全）；4、
足浴（含美发）：包间 11 个，床位 20 个（约 400 平米）；5、休闲吧：带
操作间、吧台；6、店内商铺：3 间。
联系人：杨经理、马先生 联系电话： 13997035230、13897268269

请有意向参与竞租的企业(个体)到本单位办理登记手续。

转 让

旺营中餐厅转让
胜利路繁华地段 720m2营业中餐厅
转让，合同时间长，客源稳，交通便
利，接手即可营业。 18697267176

饭馆转让
城东区果洛路泰宁花园附近营业
中 180m2 饭馆转让， 价格面议。
（汉餐勿扰）15500791268

火锅店转让
城西西关大街永和大厦 1200m2 火
锅店转让，房租低，设备齐全，接手
即可营业。 13997215722

海湖新区 1300m2 写字楼
13997266000
6500元 /平米

厂房转让
现某生产企业整体转让，包括：生产设
备，生产技术及工艺、生产批文、生产厂
房，有意者面议。 13086266103

800m2 营业中火锅店转让
因家中有事， 位于胜利路繁
华地段 ， 接手即可营业 。
13139052248���非诚勿扰。

宾馆及农家乐一体转让
本人因出国， 贵德迎宾大道黄金地段精装修清真宾
馆及老字号农家乐转让，回头客多，设备齐全，剩余
年限长，租金低，接手可营业。 电话：18609743991

行信息
城东 178m2 餐馆 10万转让。 13099746089

房屋出租
黄南州热贡宾馆对面框架结构
三层楼房，1200m2 适合经商、车
展、宾馆、茶餐厅。15597557111

回收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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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2997135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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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酒店、餐厅、宾馆、办公室用
品、空调、库房等积压物品、
钢材、木料。 13119783800

大量回收

品牌壁挂锅炉回
馈新老客户，每
台折旧 2000元。
13997383811��13897426006

转让
师大自助洗衣房转让，(生意佳)有
意者请打电话：13997067299

转让
西宁火车站内有 140m2 餐
饮商铺转让。15111712613

遗失声明
化隆县翔成种植专业合作社
营业执照（正、副）本丢失，注
册号：632127NA000399X，发
证日期：2013年 03年 26日

遗失声明
朱江的侨眷证丢失， 证号
10433，见报声明。

声明
车牌号青 AL4320, 发动机号G4EE，
车架号 LBEMCACA0AX186373,车
辆型号：BH7140MX 北京现代灰色
小轿车的现车主，请你自登报之日起
30日内与原车主韩东个联系办理车
辆过户手续，逾期不办，所发生的一
切后果自负。 15109794540

转让
城西区海湖路美丽家园东门超市转
让，价格面议。13897360772�张先生

商铺出售
城南会展对面二楼 670m2、1000m2

商铺清盘特惠，可做办公、宾馆等。
电话：6511112���13997062681

清真饭馆转让
南大街红十字医院附近饭馆转让，因
无人经营，客源稳定。 15110901007

遗失声明
小邓豆制品摊不慎将青海省国家税务局
通用手工发票百元版一本丢失， 发票号
码：02374876-02374900，特此声明。

旺营清真麻辣烫转让
城东区中南关街（湟光华联正对面巷子内）
旺营中 80m2整体转让，带 6个月房租，转让
费 32万。 13997055511��13889007468

牛肉面馆转让
海东市乐都区碾伯镇饮水路繁华地段有
一牛肉面馆因家有急事，对外转让， 客
源稳定，有意者联系 13195731335

铺面转让
七一路繁华地段烟酒特产店
转让，交通便利，停车方便，接
手即可营业。 13709756679

某单位聘
办公室人员一名， 本科以上学历，
熟悉办公软件，2年以上工作经验，
工资面议。 联系电话：6132415

某单位聘
办公室人员一名， 本科以上学历，
熟悉办公软件，2年以上工作经验，
工资面议。 联系电话：6132415

遗失声明
车主王双华的白色北京旗羚
双排车前后车牌丢失， 车牌
号：青 B73844，见报声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