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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放法国已故前总统密特朗在
担任总统期间收到的官方和私人礼
物的博物馆， 3 日凌晨遭遇盗窃，
估计损失在 30 万欧元至 50 万欧元
（约合 210 万至 350 万元人民币）
之间。

这家博物馆位于法国中部省份
涅夫勒省希农堡市。 根据涅夫勒省
宪兵部门发布的消息， 初步调查结
果显示， 盗贼通过屋顶进入博物
馆， 破坏了博物馆的警报系统， 且
选择了博物馆内保护措施最为薄弱
的展室进行盗窃。 数十件价值不菲
的展品被盗， 其中包括金质、 水晶
质以及镶嵌有钻石装饰的挂钟和佩
剑等。

法国媒体发布的资料显示， 密
特朗 1959 年至 1981 年间曾担任希
农堡市市长， 1981 年至 1995 年担
任法国总统。 1986 年， 密特朗在
希农堡市建立博物馆， 用于存放他
收到的官方礼物和私人礼物。

据悉， 密特朗担任总统期间，
这家博物馆 “接收” 了不少陶瓷、
玻璃和金银器制品以及绘画、 家具
和挂毯等礼品。 后来， 密特朗将该
博物馆赠与涅夫勒省。

据新华社电

据新华社消息， 阿富汗第一副总统发
言人苏丹·法伊齐 3 日晚间在社交媒体上
透露， 阿富汗塔利班领导人曼苏尔已经死
亡。 对于此消息， 目前各方说法不一。

据法国国际广播电台 12 月 2 日援引法
新社报道， 阿富汗喀布尔官员在当地时间
12 月 2 日表示， 阿富汗塔利班头目曼苏尔
在邻近巴基斯坦城市奎达的好战分子指挥
官会议上， 与人爆发口角纷争， 并在随后

发生的枪战中被击伤。 法伊齐此前表示，
曼苏尔遭受到严重枪伤， 被送医急救， 不
确定他能否存活。

报道称， 反政府消息人士证实， 曼苏
尔受伤。 但塔利班发言人穆贾希德否认曾
发生任何枪战。

曼苏尔为塔利班现任领袖， 是前任领
袖穆罕默德·奥马尔的副手。 今年 7 月 30
日， 塔利班宣布奥马尔离世之后， 由他继

任塔利班领导人职位。 但有部分塔利班的
武装不承认他的领袖地位。 一些评论人士
认为， 曼苏尔的继任将会使塔利班陷入分
裂之中。 塔利班内部派别林立， 大致分为
激进派、 温和派和中间派。 由于前任领导
人奥马尔的死讯一直被塔利班高层掩盖，
直到两年 4 个月后才被公开， 塔利班内部
在奥马尔死亡原因和新任领导人产生等问
题上都出现分歧。 据 《法制晚报》 报道

遗失声明
黄 振 372925197802163316
驾照丢失，见报声明。

遗失声明
西宁康南丰田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
司开具给薛海斌购车收据两张遗
失，号：0040944，金额 89800元；号：
0014576，金额：1000元，特此声明。

遗失声明
青海德君化工科技有限公司法人：
马德胜的法人章遗失，特此声明。

遗失声明
小二萌酒吧的食品流通许可证副本：
SP6301041450086019遗失，特此声明。

商铺转让
小商品二期五楼餐饮区 120m2铺
面转让。 电话：13639782057

旺营火锅店转让
金座 Ｂ区 130ｍ2 自转火锅店整体转让，精装
修，手续齐，接手即可经营。 13997221618

旺铺急转
营业中咖啡馆对外转让，可空
转。 电话：13709752932

商铺转让
城北经营中商铺转让，100m2 有卫生间、卧
室、厨房，门前有停车位。 18997080284

餐厅低价急转
城西西川南路 930m2 豪华精装餐厅
低价急转，价格面议。 15297216824

转让
城西中泰百货一楼， 负一楼天王鞋城
1400m2旺铺转让。 18893180096

火锅店转让
西宁南门体育场旁边有一清真火锅
店转让，面积 680m2。 18997422331

转让
海湖新区新华联商场对面， 金座C区，270平可做
餐饮、茶艺等。 房租 55元 /m2。 15297138505

面馆转让
海湖新城 128m2 旺铺转让， 房租
低，精装修。 电话：15500591111

美食城转让
互助县海洲国际广场新装修美食城
出租或转让。 18597022609

火锅店转让
五四大街某火锅店转让，地段好，客源稳，
接手即可营业。 电话：13299887012

火锅店转让
城中区繁华地段 780ｍ2，房租低、门口有
停车场，接手即可营业。 18797395981

转 让

商铺出售
柴达木路金座雅园二期一楼商
铺出售 90m2。 18697295723

旺铺出售
城北区，精装铺面带租出售 25m2、40m2、75m2、120m2

两证齐全，可做银行贷款。 15597030229

旺铺出售
25m2-90m2铺面带租出售，可银行
贷款。13299783446

火锅店出租
动物园十字路口 740平米火锅店出租，精装修
设备齐全无转让费，租金面谈，13119764617

出租
海湖新区临街铺面负 1楼至 2楼出
租，可分租。 电话：13109746423

商铺首付 10万起
15-150m2精装旺铺带租出售，两
证齐全，可按揭。 15003688988

商铺投资
北区中心绝版地段，产权旺铺 20-100m2

专业运营统一招商。 13897615623

南山路商铺转租
南山路繁华地段 4000m2 商
铺转租，水电暖齐全。联系电
话:18709786777 张女士

办公楼出租
万佳家居对面小区内 450m2,2/4F精
装办公楼出租。 15897168222���

仓库出租
西钢附近有大型仓库出租，交通便
利。 13909718519、13519705561

15597009216

城
东
区

城
北
区

15597009286
15597009182

15597009592

城
中
区

15597009232
15597009268

15597008982

15597009117
15597008983

城
西
区

行业行风监督电话：15597009182、155970092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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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信息超市
连续 15 年全省、西宁市发行量第一 广告量第一

0971-�8211345��8211399�
地址:西海都市报广告部（海悦酒店二楼）

房屋租售房屋租售
经开区现房团购
五星级酒店旁，127-145m2 现房，分户采
暖，3608 元/m2 起清盘特惠中。 8565888

平安县城占地面积 65亩，建筑面
积 8101.21ｍ2，内含训练、教学、
生活等使用功能划分为三个区
域， 现对外出租， 有意者详谈。
0972-8317004、13707525799

场地出租 大通中心市场现铺火爆热销中
要想富， 买旺铺，15-100m2�
铂金现铺， 即买即得两年租！
起价 5888 元 /m2 轻松做房
东！ 2856999����2786999

现房出售
南川东路 “融城假日阳
光”现房即买即卖，27-96
平米精品户型，3980 元
/m2，售房热线：8452221

旺铺出租
花园南街一楼，900m2旺铺出租， 价格
面议。 13897632756、13909786606

商铺出租
商业巷 2700ｍ2 商铺出租， 无转让
费租金低。 电话：15500772772

好房急售
法院街学区房 69m2，简装，分户采暖，3楼/7Ｆ，98
房，2室 2厅，40.6万元。 王先生 18609788299

宾馆承包
东大街与大新街口宾馆对外
承包。 13327674086马先生

库房厂房土地出租
位于宁互公路 11 公里处有 5000m2 大型仓
库、厂房，260m2 起租，交通便利，17 米半挂
车可随便出入，层高 9 米，24 小时保安值班，
有监控录像，有大型变压器、自来水，适合做
仓储、加工等，价格面议，另 20 亩土地出租，
手续齐全，可建厂房，租期长。 13897493209

酒店整体转让
胜利路临街精装酒店整体转让，约
1700m2，价格面议。电话：18409784900

现房特卖
南环路现房,交 3万抵 10万,起价
4558元 /平方米,面积 110-140
平方米,每日一套,售完为止。
电话：0971-8825556

急转
化隆宾馆附近招待所带超市低价转让。 7731679
洗浴低转
因本人另有发展急用钱， 旺营中洗浴急转。
费用低，价格面议。 电话:13997209345。

餐饮店转让
国际村公寓特色装修餐饮店转让！ 可停
车价格面议。 联系 13709739043！

茶餐厅转让
西关大街博纳广场 800m2茶餐厅，设备
齐全，接手即可营业。 13519702157

144平新房出售
金座雅苑 3 期景观精装修 13
楼随时看房。 13997012521

急转
因家中有事，现将夏都大街上下两层 470m2，火锅店低
价转让，详情面议。 13997222725��17797084675

旺铺转让
夏都大街临街商铺 800平米，精装修低
价转让，价格面议。 13897240565

旺营川菜馆转让
临街旺营 120m2 川菜馆急转，带停车场，二个新建小
区，客源稳，转让费 18 万。 13897637212，非诚勿扰。

空铺转让
南川东路 27 号 160m2 空铺转让 。
6272125�����13997317520

急售
急售一辆东风 6.3 吨石煤随车吊
JDC350搅拌机一台。13619901312

酒店公寓招商经营
城东区某星级酒店附属公寓 139 间客房
对外承包，装修典雅，设施设备齐全，交
通 快 捷 ， 接 手 即 可 经 营 。 联 系
15500782622 郑女士 另有豪华公寓
出租酒店式服务，办公、办事处、常包。
联系 18697198569曹女士
地址：城东经济开发区昆仑东路 56号

招 商

行信息
夏都之林小区菜铺出租。 13997073599
朝阳某社区聘大夫。 13997078294
医务室聘中医、西医大夫。 13997097978

药店转让
城北富康连锁药店转让，GSP认证通过，
有海东医保，价格面议。 13997097298

遗失声明
国网青海省电力公司果洛供电公司在：
2015年 11月 10日开给青海昆仑牧歌农
牧业有限公司的青海增值税专用发票
（00121746，金额：11825.99 元，壹万壹仟
捌佰贰拾伍元玖角玖分）丢失，见报声明。

遗失声明
户主赵柳海贵南县塔秀乡
集镇所有权房屋房产证遗
失，号：南房权证（2007）
字第 1001号，特此声明。

遗失声明
马俊寿名下的车号为：A32425小型汽车
的登记证书、行驶证、号牌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青海建旭商贸有限公司的公章 ：
6301010265150丢失，见报声明。

遗失声明
代国礼城东区昆仑东路 45号 7号楼 1单元
122室他项权证 007737丢失，特此声明。

遗失声明
王亮德位于城中区申宁路 6 号
27 号楼 2 单元 261 室的房屋他
项权证遗失，号：宁房城中区他
字第 026816号，特此声明。

遗失声明
民和县甘沟乡金山百货店因保管不慎遗
失 营 业 执 照 正 副 本 ， 注 册 号 ：
632122662086752， 发照日期：2014 年 5
月 21日，声明作废。民和县甘沟乡金山百货店

2015年 12月 5日

遗失声明
西宁市城东区八一中路 25号青海昂大
集团大洋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1-10
号楼的商品房注册证遗失， 注册登记
号：宁房注 2007057共三本，特此声明。

遗失声明遗失声明

石坡街旺铺转让
阳光女人附近 380平米精装修餐厅转让， 适合
各种行业。 电话：13897284308��6365397

遗失声明
周成彪车号为青 BJ7013的行
车证不慎遗失，特此声明。

遗失声明
湟中富农牛羊养殖专业合作社的税务登记
证副本：630122698514715遗失，特此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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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湟中君崟工程机械维修有限公司的开户许可证
（核准号：J8510006831201；编号：851000167251；
账号：10503356410-2； 开户日期：2015 年 4 月
15日；开户行：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西宁市夏
都大街支行）丢失，见报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湟中君崟工程机械维修有限公司的机构信用代码
（代码：G10630122006831201）丢失，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湟中县林海荷兰豆种植专业合作社公章
编号 6321240005337丢失，特此声明。

韩国统计厅 4 日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
年初，韩国农副产品价格涨幅较为平稳，一
直保持在 1%以下。 但今年 5 月出现严重旱
情后，农副产品价格开始飙升。 今年 6 至 8
月， 农副产品价格每月涨幅分别达 4.1%、
3.7%和 3.4%。

在韩国统计厅统计的所有项目中，农副
产品价格涨幅高居首位。今年 9 至 11 月，这
一涨幅虽然有所回落，但仍保持较高水平。

价格涨幅最高的当属白菜、洋葱、牛肉
和猪肉。 其中，白菜价格从今年 5 月开始一
路暴涨。 统计数据显示，今年 6 月一棵白菜
的平均零售价格为 3364 韩元（约合 18.7 元
人民币），创下历年 6 月的最高纪录。同月，
白菜价格涨幅高达 90.9%， 创下 2013 年以
来的最大涨幅。

洋葱价格涨幅也在各农副产品中遥遥
领先。 自今年 6 月以来， 其价格居高不下，
11 月涨幅更是高达 98.9%。根据韩国统计厅
发布的数据，今年 11 月，每公斤洋葱平均价
格为 2326 韩元 （约合 12.9 元人民币），创
下历年最高值。

统计数据同时显示，韩国国产牛肉今年
11 月每公斤平均价格为 1.86 万韩元（约合
103 元人民币），创下 2010 年以来新高。 此
外， 韩国国产猪肉价格也创下 2011 年以来
的新高。

一些分析人士指出，虽然农副产品在韩
国家庭总支出中所占比重逐渐降低，但由于
购买频率较高，所以不少消费者面对高昂的
食品价格感到“压力山大”。

据新华社电

韩国大旱 牛肉白菜涨到天价

阿富汗塔利班头目受伤后死亡

密特朗国礼库被盗韩 国 统 计 厅
发布的最新统计数

据显示，受 40 年不遇旱
情影响，韩国民众的“菜篮
子”价格涨幅明显。 其中，韩
国国产牛肉价格创下 5 年
来新高，白菜 、洋葱等蔬菜
价 格 涨 幅 也 一 度 超 过
90%，每棵白菜价格高

达 近 19 元 人 民
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