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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管道水暖
改装上下水管道、暖气、便池，精准查漏水
7733133、18009715554

专业通下水
15297091140

通下水清化粪池
高压疏通、安装维修、上下水管道
6274987、15202563373

专业疏通下水
15110985496做防臭

专业管道王
通下水、安装上下水管、清理化粪池
8455559含州县

有发票

专业疏通王
高压疏通、清理化粪池
城西、北：6150860、城中、东158971403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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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运气来家政
有住家保姆，钟点工、育儿嫂、护工、月
嫂、婚介、专业擦玻璃、保洁、洗油烟机。

15003663710
13897451915

虹民家政
擦玻璃、保洁、、清洗油烟机、墙面
粉刷、正规注册，有保险，有发票。

18009715351 爱家搬家
8160777、82728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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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007716995
地址：南山公园东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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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宁颐宁公墓
园林化设计、人性化服务

地址：城西区羚羊路直上山顶
电 话 ：0971- 6308997、0971- 6300721

青海千仙居陵园
风水宝地千仙居，人生百年后花园
4000130095 18697257890

汽 车 锁 、保 险 柜 、更 换 防 盗 锁 芯
百姓开锁6111110

公安局备案

老张开锁6133433
保险柜，汽车，换指纹锁，防盗锁芯

公安备案

特超低价钻孔

13897426827
混凝土切割开门洞窗洞通风口

专业搬家

18697195444
8210666

步步高搬家电
话6110110

28年老品牌
城西：5505777 城中：15309710444
城东：8171222 城南：18935516345

低价钻孔切割
131 0975 3198
专业钻孔、墙体切割、开门开窗、破碎拆除、水泥地开槽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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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行业行风监督电话：15597009182、1559700926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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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西区 15597174154 城中区 15597009592
城东区 15597009268 城北区15597009592

起名、室内格局设计咨询
资深老师起名、改名，家居商铺办公楼
格局设计咨询，16697054888。

低价通下水抽化粪池
15719750598

十年老店、专业擦玻璃、保洁、洗油烟机、保姆
介绍、钟点工、育儿嫂、护工、月嫂，有发票。

家明家政18935557027
信源财税贴钱代办公司
打造青海财税优质品牌，打造高性价比

代账商标社保审计

40000-67-999 18997156699

声明
广智灵动传媒策划有限公司，限你公司在

2019年8月18日前，与我公司联系处理前期
广告相关事宜，逾期不到后果自负。

青藏高原铁道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
2019年7月22日

宋显新，男，互助县蔡家堡乡人，50岁，身高170cm,体型
略瘦，身着深灰色冲锋衣，黑色长裤，黑色皮鞋，于7月12日凌
晨在门源县珠固乡地久村醉酒后走失未归，如有知情者，请与
我联系：15922773691，必有酬谢。

寻人启事旺铺、写字楼租售
我公司现有多处250-280平方米临街旺

铺，860-2100平方米精装修写字楼对外租
售，设施齐全，交通便利，地段繁华，租金面议。
联系电话：0971-8815538 15110991902

佳宜二手车市场招商
买卖二手车就到佳宜汽车市场，有车辆交易服
务大厅(昆仑东路车管所斜对面)。8808888

写字楼出租
五四西路 22号写字楼 (4、5，8)出租，面积均
为 320m2，交通便利，价面议。13897267755

库房出租
城南逯家寨大型库房出租，水电齐全，可分
割，价格面议。电话：13997050288

金座呈璟9#1024业主李树山，房屋收
据丢失，第 1次交款 178634元，第 2
次交款 6569元，第 3次交款 50000
元，银行按揭240000元，特此声明。

遗失声明
西宁市城西区晓尚食品商店的个体工
商户营业执照副本丢失，注册号：
630104670163578，发照日期：2016
年5月5日，特此声明。

遗失声明

做各种屋面、厂房、地下室防水，尤其卫生间不砸瓷砖
及地下室砖墙堵漏，有发票。电话：15139678651

专业防水堵漏

巴拿马超级市场、药店和零售店 20 日开始禁
止使用一次性塑料袋，成为第一个为减少污染而
禁塑的中美洲国家。

路透社报道，巴拿马所有超市、药店和零售店
从当天开始停止使用聚乙烯材质的塑料袋；至于
批发商店，则宽限至 2020年开始施行这项规定。

违反规定的商家将遭罚款，但一些例外情形
可免于罚款，如出于盛放生食等卫生原因。

在巴拿马首都巴拿马城的街道上，随处可见
呼吁民众减少使用一次性塑料袋的标语。巴拿马
城南部居民维多利亚·戈麦斯赞成禁塑令：“这看
似一个好办法。”

提倡回收塑料垃圾的英国埃伦·麦克阿瑟基金
会 2016 年发布“新塑料经济”报告，提醒如果不采
取有效遏制措施，全球海洋中塑料垃圾的重量到
2050年将超过鱼的重量，塑料产业所耗原油在全球
原油总产量中所占比例达到20％。 据新华社电

韩国知情人士 21日披露，尽管朝
鲜本月警告韩美军演将影响朝美磋
商重新启动，韩国和美国仍然打算 8
月举行“19－2 同盟”联合军事演习。
只是，韩美考虑给这场军演换代号，
显然有意掩人耳目。

【执意军演】
韩联社 21 日以多名韩国官员为

来源报道，韩国和美国打算 8 月初举
行“19－2 同盟”指挥所演习，为期三
周。

朝美首脑去年 6 月会晤，美方随
后宣布暂停美韩联合军演。美韩随
后商定终止三大军演，分别是每年春
季的“关键决断”和“秃鹫”、八九月的

“乙支自由卫士”，代之以小规模演
习。

其中，“关键决断”这一代号停
用，改为韩文名称“同盟”，韩美今年 3
月举行的第一次“同盟”指挥所演习
因而改为“19－1同盟”；“乙支自由卫

士”得以拆分，其中韩国政府负责的
“乙支”与韩国军方负责的“太极”合
并为“乙支太极”演习，“自由卫士”则
改版为“19－2同盟”韩美联合演习。

韩国总统府青瓦台一名官员 20
日在美国阿斯彭学会年度战略论坛
上说：“据我所知，特朗普总统没有说
要取消即将到来的这场军演。”这名
官员告诉路透社记者，“19－2 同盟”
以电脑模拟为主要形式，不是实兵野
战演习。

【考虑改名】
韩国官员说，韩美双方正在考虑

是否给下月举行的“19－2同盟”联合
演习换代号。据他们推测，可能弃用

“同盟”这一代号。
韩联社分析，韩美考虑给 8 月联

合军演更名，显然是考虑朝鲜方面先
前警告。

朝鲜外务省 16日发表声明，警告
美国和韩国一旦举行联合军事演习，

将影响朝美重启关联半岛无核化谈
判的“工作层面磋商”。

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和美国
总统唐纳德·特朗普 6月 30日在位于
朝鲜半岛非军事区的板门店会面，是
两人第三次会面。特朗普说，他与金
正恩同意重启两人 2月越南会晤以后
停滞的朝美工作层面磋商。

在一份由朝鲜中央通讯社播发
的声明中，朝鲜外务省发言人 16 日
说：“朝美首脑在板门店会面不到一
个月，美国就打算重新启动它在最高
层 面 亲 自 承 诺 停 止 的 联 合 军 事 演
习。”

朝方指认韩美联合军演针对朝
鲜，是“战争预演”，“美国单方面食言
让我们逐渐失去继续履行对美承诺
的理由”。朝方暗示，如果美韩举行
军演，朝方将重新考虑是否继续遵守
停止核试验和洲际弹道导弹试射的
承诺。 据新华社电

不顾朝鲜反对 韩美下月军演
巴拿马成中美洲首个禁塑国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