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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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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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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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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遗失声明

于豆豆 630103198409250426
二代身份证丢失，特此声明。

房屋租售房屋租售

城中区融城·假日阳光 ，50/87/144m2, 多层
/92/124m2,高层，南北通透，得房率高。 8218190

买房 3898元/m2 起

旺铺出租
国际村夏都大道旺铺出租，商铺面积 126m2，
价格面议。 电话:13519716075 汪先生

转 让
急转

海湖新区电力小区文景街中
45m2铺面转让。 13897188267

金都大厦现房销售
城中央， 学区房， 即买即住，
110m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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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洗车美容店转让
海湖新区车爵仕低价转让，转让费 50 万，面积 230m2，
包含（手续、产品、设备、加盟品牌）电话：18997282661

负一层地下室出租
惠客家超市后门兰花网吧负一层 480ｍ2 对外出
租，三相电、水电齐全。 电话：18297218584

宾馆转让
大十字黄金地段，旺营中宾馆转让（61间房），手
续齐全，接手可营业，非诚勿扰。 15202510661���

营业中餐厅转让
城北朝阳东路 160m2 餐厅，因家中有事转让，客流量大，
客源稳，接手即可营业。 13997263428、13897461565

临街旺铺转让
古城台临街 370m2 餐厅转让，客源稳，房租低（只
算 200m2）独立三相电，也可分割。 13897289714

火锅店转让
西关大街 470m2 营业中火锅
店低价转让。 13997178788

小炒店转让
五一路 200m2 小炒店转让， 前有
停车场，价格面议。13905855566

珍藏四期，压轴发售
城南宏达花苑 4 期多层
精典小户型火热销售中，
面积：89-114m2，低公摊、
大间距， 居住投资两相
宜。 电话：0971-6511388

大厦整体招租
位于海湖新区昆仑大道四层独立大
厦整体招租，面积 7000m2（可经营办
公、医院、宾馆、餐饮、娱乐、洗浴等项
目）。 电话：18209712121�马先生

出租出售
海东市平安区临街整栋公寓楼 147 套带商铺出
售出租，适合酒店、餐饮。 电话：13897220044�刘

厂房出租
城北花园台有六亩厂房、 空地及房屋若干，另
收费站东有两个大车间出租。 13997218888

茶餐厅转让
海湖新区 900m2茶餐厅 120万对外转让，中式
精装修，客源稳定，非诚勿扰。 13997183799

火锅店急转
海湖新区成熟商圈， 面积
1400m2（可分割）大型商超，
五大小区尽在咫尺，接手即盈
利。 13474276588（刘经理）

培训学校转让
城东区大众街现有一所培训学校转让，交通便
利，装修好，有证照，设施齐全。 13139076139

现铺出售
城西区经营中商铺出售，两证齐全，可按揭。 15297096902

火锅店急转
城中区 1300m2 火锅店低价急转，精
装修，房租低，接手即可营业，价格面
议。 13299887012��159097232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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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让
城南新区南京路十字 300m2 火锅店低价
转让，可空转。 价格面议。 13119761719

30m2 旺铺转让
城中区解放路新华街 20号。 18797360148
火锅店急转
临近红十字医院，面积 500m2 火锅店转让，设备齐
全，黄金佳位（客源稳定）。联系电话：13997222725

繁华地段水疗转让或承包
房租水电低， 接手可营业。
13139076377、13519756311

商铺低价转让或出租
大十字莫家街口二楼 400m2 商铺低价
转让或出租，价格面议。 15897081649

转让
小桥十字东 110m2饭馆转让，价面议。 13007780488

饭馆转让
城南会展中心旁 100m2清真饭
馆转让。 13519777002

黄金地段库房出租
中庄大型国标库房出租，低租金，内
高 6 米大车进出。 15109306488

旺铺出租
海湖新区 120m2 精装修铺面出租，
价格面议。 18797310122 刘先生

旺铺出租
朝阳 150m2 临街精装修铺面出租，
价格面议。 18797310122 刘先生

转让
胜利路 120m2旺铺低价转让。 13897188882
铺面转让
香格里拉商业区有铺面转让，61平
米，价格面议！ 电话：18697883776

旺铺出租
新宁路客运站旁四楼，有-600m2 铺面对
外出租，价格面议。 13997289439�朱总

转让
甘德县最大最全最旺品牌手机店转让，房租 3千
一月，其它面议。 电话：18935656760�刘先生

朝阳西路速 8酒店旁 50m2 超市转让
15520081234
餐饮转让
城中区某 1300m2餐饮转让，有天然气，停车
场，房租低，一口价 39万元。 18935518909

89m2 好房出售
城西区西山一巷王府花园 5/28F， 二室一厅带家电，家
具，十二中学区房，交通便利，价格面议。 18709782277

茶艺转让
朝阳西路 800m2大型茶艺转让。 13369782815

餐厅餐桌餐椅出售
因餐厅更新升级，现将原有的餐
桌、餐椅出售。 18697197409

出 售

餐馆转让
海西都兰餐馆转让，设施齐全，接手可经营，转让
费 58000元！ 面积 140m2。 电话：18297117706

行信息

转让
海湖新区精装牛肉面馆，也可
以大包，空转。 13997297259

好房急售
海湖新区，47 平一室一厅，76 平两室一
厅，4198元起，可贷款。 18697250818

房屋出售
城东区单位团购房出售 3400 元/m2，44m2/95m2/120m2

户型齐全，可贷款。 13389784527韩经理 18997189004

快餐店转让
城中区七一路（中医院斜对面）383m2

快餐店转让。 13327644125伊先生

好房出售
南山路藏医院旁，88 平 134 平团购房 3920
元起价，可贷款，天然气。 15597494603

铺面出租
夏都府邸东区一楼 160m2、 二楼 500m2，
价格面议。13195790539、13099781999

商铺出售
城东区民和南路 171m2商铺低价出售。 13997280899
商铺出租
北山市场路口对面祁连路西 31 号，面积
90m2，两间。 联系人：13909713275 陈

多层复式住房急售
刘家寨地矿三院 148m2 简装，6层顶楼
复式带 25m2晒台。 13139060097徐

饭馆低价转让
八一路小学门口 175m2饭馆因家中
有事，低转或空转。 15897084020

出售
海湖新区 47m2单身公寓 20.5万急售，可贷款。 13997041320

旺铺转让
南大街临街铺面 220m2，价格面
议，非诚勿扰。 18097331009

转让
城东泰宁夜市临街饭馆整体转让， 上下楼
65m2，接手可营业（价格面议）15209787216

新厂房出租
南川东路 270m2、450m2、900m2、1400m2， 另有 7亩空
院出租，适用于小型加工，水电齐全。 18609711833

铺面出租
力盟南商业巷临街 25m2、200m2 铺面出
租。另有南川西路六一桥附近临街一、二
楼餐厅共 450m2 低价转让，房租低。 电
话：13897657781、13897188833
综合办公楼整体出租
大通桥头镇体育路临街三层办公楼
2400m2整体出租，水电暖齐全。2750515

出租
逯家寨养殖厂，占地 5 亩，内有房屋 10
间，现对外出租。 电话：15719713333

房屋出租
西关大街 49 号永和大厦三楼 1186.6m2，
办公优先（宾馆、KTV 勿扰）13139070060

库房厂房出租
博雅路 54号有 900m2、另八一路 500m2对外出租，
水电齐全，能进半挂车，可分隔。 13709764868

铺面转让
小桥大街十字 312m2 铺面
转让。 13309711165

写字楼、商铺出租
胜利路 1 号招银大厦（五岔路口）写字
楼出租，面积：380m2、580m2,精装修，价
格面议。 13488917937��付先生

大十字火锅店转让
饮马街、法院街（酒吧街）面积 200m2。18797347988

商铺出售
柴达木路金座雅苑对面 167m2 上下
两层临街，可租售。 15695317000

商铺出售
朝阳西路临街 48、488m2 商铺出售，
已出租。 电话：13897180076

商铺出售
海晏路文化公园对面临街一层 170m2 （空）、
100m2（已出租）商铺出售。 电话：13997175569

连锁酒店出售
朝阳西路临街 2/3/4 层，2900m2 精装修
营业中，整体出售。 电话：18697100607

房屋出售
柴达木路恒大名都 13/34F，建筑面积
98m2，精装修。 电话：13209738008

场地出租
现有场地 300m2 以上（精装修）适应办小加工，工艺等（民
和路 33 号 2 楼）0971-8819477、13897642005 罗经理

房屋出租
民主街 1 号房屋，3/6F，75m2，水电暖、电灶、有线
电视齐全，带简单家具，租金面议。 13709730130

旺铺出租
西关大街 68m2 旺铺出租。 13519732447

转让
香格里拉商业街 120m2 棋牌室转
让，价格面议。 电话：15597032830

综合门诊部转让。 13997292013
平安县200m2饭店转让。 18797078116

好管家房屋
售：虎台 89m2，75万；紫恒公寓 42m2，30
万；冷湖路 81m2，52万；杰森花园 95m2，
64万；小桥 80m2，42万、115m2，56万；新
宁路 79m2，51 万； 海宏一号 136m2，63
万；西城名邸 136m2，75万 ；海湖电力小
区 99m2，54 万，143m2，65 万； 金色家园
93m2，65万。 本公司求租求购市区住房

6338816
6334011

餐厅转让或承包
城西区，一楼 250m2、二楼 450m2、地下厨
房 250m2，分租或转让。 13086254191

汽车修理园招租
生物园区纬二路 6 号 ， 园区占地面积
35000m2，外带办公楼。18809788686�苏先生

转让
黄河路 130m2商铺转让。 13997080465刘

出租
香格里拉路空铺出租，276m2，上下二层，
适合：汽修、装潢、洗车。 13639759033

房屋出售
南川西路 147m2，上下六间商铺（13万元/
年）现已出租，售价面议。 13639759033

旺铺出租或转让
昆仑路十三号有一铺面对外出租
或转让， 面积 2000 多平米 （可分
割）精装修，适合做火锅、宾馆、茶
艺、学校、足浴等。 15597689088

精装旺铺出售
北区中心绝版地段， 带租旺铺出售 20m2、
35m2、50m2，独立产权，可按揭。15003688988

商铺投资
首付 10 万起买铺，15—150m2 精
装旺铺带租出售。 13897615623

转让
大型知名 KTV低价转让，租期长，季度交，
有意者面谈！非实力者勿扰！13086283939

铺面出租或转让
小桥市场 120m2 精装修旺铺， 黄金地段，
客流量大，适合各类行业。 18997389191

遗失声明
威远镇鑫源食品批发部营业执照
632126600034208（正本）丢失，特此声明。

黄金旺铺火爆热销
莫家街 8500 平米全营业商场 10-30 平米黄金现铺
火爆热销，1.8 万元起超低折扣价出售，两证齐全，租
金买商铺 6 年全托管，超高租金回报率，机会错过
不再有。 团购热线 8279666���15003698186 谈经理

出 售
某矿山低价处理车辆、装载机（50 型、
26型、18型）空压机等物资设备，设备
使用年限短， 手续全均可正常使用，其
中部分设备车辆完好率达 85%，设备车
辆都在都兰县。 15003661749（尹鹏）

突尼斯著名旅游城市苏塞遭恐怖袭击
后 ,大量外国游客 27 日纷纷“逃离”突尼
斯,令突尼斯旅游业再次受冲击。

【组织撤人】
记者在苏塞以北的哈马马特机场看

到, 不少外国游客正排队等待离开这个北
非国家。 而即便是那些没有待在苏塞的游
客,也因不安而打算缩短假期。

德国游客卡特琳·施奈德原本在距苏
塞四五十公里的一处海滩度假, 现正准备
离开。“我们一听说这一消息就准备离开,
因为发生这种事会让你觉得不再安全 ,”
她说,“他们(袭击者)也可能会来我们所在

的海滩……我们酒店的许多客人今天都离
开了。 ”

苏塞 26 日发生的这起袭击已造成 37
人死亡、36 人受伤, 其中死者多数是英国
人,也包括一些德国人、比利时人。

据报道, 多家外国旅行社正忙着帮助
数以千计的游客离开突尼斯。 26 日晚间 ,
13 架搭载外国游客的航班从哈马马特机
场起飞。

英国“汤姆森”和“首选”两家旅游公
司说 ,27 日将用 10 架航班运送大约 2500
名客户回国。英国另一家旅行社“托马斯·
库克”宣布,将向所有客户更改 7 月 24 日
之前前往突尼斯的旅游预订。 英国旅行

社协会说, 正与英国外交部磋商一个更长
期限。

旅游业被视作突尼斯的支柱产业之
一, 其收益约占突尼斯国内生产总值的将
近 15%。

今年 3 月 18 日,突尼斯市巴尔杜博物
馆遭武装袭击,致死 23 人,超过 40 人受伤,
大部分为外国游客。事发后,不少外国游客
曾对突尼斯“敬而远之”。

【安全新举】
针对 26 日这起突尼斯近年来最严重

的袭击, 突尼斯总理哈比卜·埃西德 27 日
宣布 ,政府将采取“额外安全举措”,尤其

是在一些旅游胜地和考古遗址。
他说, 许多新安全举措将于 7 月 1 日

起生效, 包括在所有海岸和酒店内部署全
副武装的旅游安全人员, 动用预备役部队
加强“一些可能成为恐怖袭击目标的……
敏感场所和地点”的安全。

同时, 针对一些据信是武装人员据点
的突尼斯山区,埃西德说,将被宣布为军事
禁区,以便于搜捕可疑极端人员。

另外,他说,政府还将解散一些涉嫌鼓
吹极端主义的“非法政党和团体”。

“反恐是国家责任,”埃西德在记者会
上说,“我们正在打响一场反恐战。 ”

据新华社特稿

突尼斯恐怖袭击吓跑外国游客
96369 845712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