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6-01-21 星期四 信息·超市 B15广告部主办 责校:菊丹 热线: 82113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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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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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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211345��8211399�·信息超市
连续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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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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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下水
13369780678

正规注册、有发票、专业擦玻璃、高空、
粉刷、保洁、油烟机、水、电、便池改装、
通下水、防水、聘员工。 15009714317

6289863蓝天家政

金色快车电脑维护
8183898、6252492、5138255

抢救您的电脑

兴旺搬家
6142590、5138555�������承接省外搬家

百姓搬家
���8126924 13389713026

家具拆装 正规注册

各类品牌电灶及家庭电工线
路维修。 18997268526

专业电灶维修

吉祥搬家
8820899

正规注册。家庭、单位保洁，清洗油
烟机，细质全面保洁，擦玻璃、修理
燃气灶、粉刷墙面。 聘员工。

莲花家政0971-8133036
17797112407

工程机械
青海省二手工程机械交易市场
出售及寄售各种工程机械（停车免费）

地 址 ： 西 宁 市 城 西 区 彭 家 寨
电话及微信号：15111710006 QQ 群：389882274、微信号：1045080553

我院现需部分床单，被套、枕套，请资质
齐全的企业前来洽谈。 18697117770

医院被服招标
招 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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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智易方全优全能冬令营

地址：五四大街力盟步行街 1 号楼 咨询电话：18997226590����18509713039 18509719978����18509719979

假期作业 国学修身 生命教育 生存训练 励志感恩 创想沙盘
开营时间：一期：2016 年 1 月 23 日 -30 日 二期：2016 年 2 月 20 日 -27 日

招生对象：3-8 年级学生

上海君学书院倾力打造 全国百城千校联合举办
西宁市智易方教育独家承办 给你一个与众不同的寒假
8天体验式半封闭营程

打造您窗明几净的空间，整十年！ 擦玻璃，家
庭保洁，正规注册，可出售土榨清油、粉条等。

清尘服务13997198746
15111730883

全面保洁、擦玻璃、清洗油烟机、保姆介绍（聘保姆、护
工）有发票，聘员工，寻求合作伙伴。 15897089008

乐福家政5316683

（专业擦玻璃）、单位家庭保洁、地
板打蜡、清洗油烟机，急聘员工。

亮洁家政6242725
18997067712

专业擦玻璃、地板打蜡、高空清洗、专业粉刷、
清洗油烟机、门头清洗。 装修后的全面保洁！

舒馨家政
8589670、6240822

喜临门搬家
13897513808

万家乐搬家
6130616������������6111281设备搬运

鑫达搬家
正规注册 6316850

专业家庭、单位搬家
专业拆装、大件搬运

5363379� � 18997246506

顺通搬家
正规注册、长短途搬家

老字号 8226123���5130541送礼品
大山专业搬家

搬 家

三人行学校
补习哪里去？ 三人行必有我“师”全国连锁三人行学校，在西宁城西、城中、城北、城东设有 5
大校区，一对一个性化辅导，精品小班，名师执教，科学管理，签订分数提高协议，无效退款！

提分快就到三人行学校！

签约制高考复读班（应届生、艺考生、回宁生均可插班，）
1对 1个性化辅导，9至 15人精品小班，火热报名中！

6289123（城西） 8118123（城中） 5167321（城北） 8803920（城东）

液晶、冰箱（柜）、洗衣机、销售、修理热水器、油烟
机、燃气灶。 8250053���8802075���6365101

鸿鑫家电上门维修
液晶、彩电、冰箱、洗衣机、微波炉、热水器、
电灶等、厂家批发液晶。 13997088536�

老百姓电器低价快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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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电器维修

景唐装饰
南方专业家装团队，用材环保，工艺
精致，价格透明。 电话：13997031130

荣光装饰
￥26800、36800 元（大包）精装送到家（100ｍ2 以
下）江苏木工，环保材料。 8226532、18997218658

装 饰

宾馆、酒店、桌椅、空调、办公用品、钢材木
料、库房、电器、工程设备、房屋拆除等。
13299713555

高价回收

高价回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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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 收

西宁金雅彩印包装厂
德国进口海德堡印刷机 画册、海报、宣传页、手提袋、联单等
联系电话：13519715217、18809711111、0971-8127777

绝对低价
印刷

正规注册，有发票，专业擦玻璃，保洁清洗油烟机，
水电便池改装，通下水，粉刷，地板打蜡，砸墙。

超洁家政5362583
8561045 高压疏通、清理化粪池

18997073105
（修上下水，含州县）

专业管道水暖
专业通下水，改换上下水管，改装便池，专业管
道维修、清洗地暖。 7733133��13107585804

老兵专业清理化粪
池、高压清洗管道
通下水、安装、维修、防水、便池、含州县
13897650971

清理化粪池、疏通下水、清洗管道（含州县）
8809789、13389789567

吸粪车、高压疏通车

西宁下水清理公司
专业通下水、清理化粪池、高压疏通（有发票）

城西、北：5111117城中、南、东：5222220

8141440
通下水、清理化粪池
13997480595含

州
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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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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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千王牌具
普通扑克二八杠麻将分析仪，实心色子，零感觉透视
镜，麻将机程序安装，牌技道具，独家研发，百发百中。

18697187888
酬 宾

专业管道王
城西、北：13099778856城中、南、东：13195783228
通下水、改装上下水管、暖气、便池改装、防水。

水暖维修 钻孔切墙

13007777912
高压疏通、清化粪池

含
州
县

专业疏通王
城西 城北：6150860城东 城中：15897140392
维修水电二十四小时服务

清理化粪池、高压疏通
6114333含州县

24小时

通下水
6282644

通下水 吸粪车清理
城西、北 13897634638
城东、南 13519773660

大
小

13997223600
低价通下水清化粪池
装水管
修便池

专业清理化粪池、高压清洗
15809715369含州县

6161362��8276969
专业通下水清理化粪池高

压
疏
通

13897117027
高压疏通、清化粪池

疏 通

真诚爱民 设备齐全 服务一流 含州县 有发票

大
型吸污车专

清化粪池高压
疏通

6159114

5121133
专通下水 清化粪池含

州
县

专
车

高压车疏通
久洁心家政
正规注册，专业擦玻璃、洗油烟机、家庭单位保洁、
水电便池改装、通下水、粉刷、家庭装修、有保险，中
微企业，设备电器维护、维修、改造、专业清洗地暖。

5112506
6129712

地毯、沙发及地面等专业清洗，擦玻璃、单位家庭开荒保洁。
福鑫家政
13389757058��6518387

专业擦玻璃，家庭，单位全面保洁，油烟机清洗，另聘员工。
速洁家政6112853
18097078530

十年老店 高空清洗，擦玻璃，单位家庭全面保洁，打蜡，水
电暖，机洗地毯，大型油烟机，粉刷，有保险有发票，聘员工

为民家政6108816
8459995

青海省家政协会会员单位

正规注册、专业粉刷、擦玻璃、家庭
单位保洁、水暖便池改装、油烟机、
通下水、打蜡、防水、贴瓷砖，有发票

诚心家政6315485

家庭、单位整体保洁、擦玻璃、安装上、下
水、卫生间防水、家庭粉刷。 聘员工

民兴家政服务公司
电话：15597482047

专
业

正规注册，专业擦玻璃，高空，粉刷，保洁，油烟机，水
电便池改装通下水，有保险。 聘员工 18909715260

亮晶晶家政8216623

高空清洗、擦玻璃、单位家庭全面保洁、打蜡、
石材翻新亮化、机洗地毯，有保险发票聘员工。

喜洋洋家政5316019
15209782826

仁缘家政
正规注册有发票、专业擦玻璃、家庭单位保洁、打蜡、清洗油烟
机、水电便池改装、通下水、高空作业、粉刷、油漆。 有保险

6184750
8568462

十年老店 专业擦玻璃，单位家庭保洁，机洗
地毯，油烟机，打蜡。 有保险有发票，聘员工

百洁家政6108964
8221125

青海省家政协会会员单位

专业擦玻璃，单位，家庭全面保洁，地板打
蜡，清洗油烟机，粉刷（有保险有发票）

明亮家政8185953
18797322828

工程标书 工程预算
建筑、路桥、水利、园林等工
程的技术服务和测量。

动力公司

8175956、13709762834 东大街湟光义东商贸 9楼

正规注册专业擦玻璃，保洁，洗油烟机，地板打蜡，
通下水。 有保险、有 wiFi，聘员工。 18697241494

一品家政4914090

正规注册，有发票，专业擦玻璃、高空作业、保洁清洗油
烟机、水电便池改装、通下水、粉刷、地板打蜡、砸墙。

洁万家家政6121311
8168656

正规注册。家庭、单位保洁，清洗油烟机，
细质全面保洁，擦玻璃、通下水。聘员工。

三壹家政15597465327
13639752269

6330967夫妻俩家政
高空清洗、机洗地毯、单位家庭整体保
洁、擦玻璃、油烟机、通下水、水电暖、打
孔、粉刷、保姆。 有发票、保险、聘员工。

擦玻璃，高空作业，单位及家庭保洁，油
烟机清洁，粉刷，通下水，有保险，有发票

福还家政6121862
18997480636

更 换 各 类 超 B 级 、 C 级 防 盗 锁 芯
百姓开锁6111110

公安局备案

杰缘开锁8115114
开锁换锁，配汽车芯片钥匙

公安备案
小 王 开 锁 中 心 8170000

汽车钥匙 4S店
专业开锁 匹配宝马、路虎、奥迪、保时捷、本田、丰田、大众等各
种汽车遥控智能钥匙；换各种高性能锁芯；防盗门智能猫眼。

森宇工程技术服务
建筑水利路桥标书预决算编制、 施工资料
编制。 聘技术员。 6127217、18997031889

工程造价

专业承办：代理记账、申报纳税、
工商注册、一般纳税人认定咨询。
电话：6123688�、13897282859

青海长信财税公司

打造青海第一会计品牌
宗兴会计
1、免费代办公司，快速出照；2、承接同行会计、财税业务。
4000-5000-39�13897456708

成实会计
1.免费代办公司、五天出证 2.无偿提供公司注
册地址 3.优先获得创业扶持政策信息
6103358� 4006-11-4006

信谊会计公司
西宁总公司：18697109986��8225993
海西分公司：15597410156��0977—8229966
聘会计师、审计师及助理

贴钱注册公司
打造青海财税第一品牌（第一、二分所）
青海信源财税事务所 13997243599

只要财务委托 免费代办一般纳税人

财 税

七星家政6149808
18209711796

擦玻璃、单位家庭保洁、高空清洗、打蜡、洗修油烟机、
燃气灶、厨房串味、厕所返臭、有保险有发票 聘员工

西宁市首家星级服务企业

高档公墓只卖一万
电话：13519700929 �� 15809719680

海东殡仪馆
火 化 一 条 龙 ， 免 费 提 供 悼 念 厅 ，
24 小时为您服务 。
电话：0972-8684117，18697248209
地址:平安县大红岭

平安福寿园公墓

青海省西山公墓
6304521��6303763

绿色园林，新款墓穴
地址：西宁行知路动物园西侧 500 米

西宁市殡仪馆
实行市政府惠民殡葬政策宁政办【2012】 2 号文件的承
办单位，免收四项基本殡葬服务费，共计 720 元 。 地址：
宁互路向北 3 . 5 公里。 5130150 ��� 4112211

青海神安民族殡仪馆
实行市政府惠民减免政策计 720 元，24 小时竭诚为您服务。
8013263�、13709781499、0972-8389583 西宁韵家口向互助方向 4 公里

青海龙泉中心陵园
公墓园林化 服务人性化
地址：西宁南川东路逯家寨 6275120、6275121

凤凰山公墓、南陵公墓
环境优美，风水宝地，骨灰寄存，提供高、中、低档墓
电 话 ：13897588177 13195798035、18997041760�����
地址：南山公园东侧

殡葬服务

民芳开锁
专换锁中之王，最高级防盗锁芯

6117119
老张开锁6133433
专业开启保险柜、汽车、防盗门、换 C级锁芯。

公安备案

高空清洗、单位、家庭保洁，擦玻璃、粉刷、保姆、
护工、上下水、搬家。 聘员工：15500640005

阳光家政6109671
正规注册、有发票、专业擦玻璃、高空、
粉刷、保洁、油烟机、水、电、便池改装、
通下水、防水、装饰装潢。 8295844

6184584大山家政
正规注册、有发票、专业擦玻璃、高空、
粉刷、保洁、油烟机、水、电、便池改装、
通下水、防水、有保险。 8221055

6100657欣欣家政

清洁大王金干线
高空清洗、拆装、单位、家庭保洁、
沙发、地毯清洗、石材翻新、保养、
单位日常保洁托管。电话：8866002

家家洁家政6163654�
8272082

擦玻璃、家庭及单位保洁、油烟机清洗、高
空作业、粉刷、专业防水、水电暖改装、便池
改装、卫生间防臭、通下水。 聘水暖工

省家政协会推荐优秀企业

光明家政
十年老店，专业擦玻璃，全面保洁、打蜡、
搬家、有保险，保姆介绍（免费聘保姆、月
嫂、护工）婚姻介绍，聘员工。 5110887

15209788089
家政服务 开锁修锁

青海千仙居陵园
风水宝地千仙居 ，人生百年后花园
殡仪馆北侧4000130095

清洗地毯、窗帘、布艺沙发
上门清洗地毯、布艺沙发；大型窗帘不拆下来清洗。 收
费标准： 块毯 6 平方米以内 150 元/块，6 平方米以上
25 元/平米，满铺 10 元/平米；窗帘 2.8 米以下 200 元/
幅；沙发,100 元/单人沙发，多人沙发以此类推；
服务电话：喜马拉雅家居 0971-7179292����������

招生培训

兰州大学招生
经青海省教育厅批准，现在青海招生、上课。 大专、专升
本学制两年半，学员按规定完成学业后，由兰州大学颁
发毕业证和学位证， 国家承认学历， 春秋两季招生。
2016 年春季招生已开始报名， 2 月 27 日进行入学考
试。 联系电话：0971-6155236、13997271691��

网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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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暖气上下水
专业安装维修集中、分户、地暖、土暖、电
暖、管道焊接，解决疑难杂症。 880823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