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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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安备案专业搬家

18697195444
82106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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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低价通下水抽化粪池
157197505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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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下水
15809716961十年老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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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低价通下水抽化粪池
13997077144
81470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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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超低价钻孔

13897426827
混凝土切割开门洞窗洞通风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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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500 元/m2 买写字楼，面积从
116-884m2不等，可自由组合！
整 层 买 更 优 惠 ！ 联 系 电 话
15597173121 18697183723

写字楼出售
因本人另有发展，现将营业中位于胜
利路、师范大学黄金地段餐厅转让，精
装修、地段好、客源稳定、房租便宜、
设施齐全、价格面议，非诚勿扰。
联系电话：（彭女士）19809744326

旺铺转让

起名室内布局咨询调理
资深老师起名改名，家居商铺办公楼布
局咨询调理，16697054888。

南关街中段临街 120m2店铺
转让。电话:188971453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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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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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商铺出租
①王府井B馆东侧神力大厦一楼500㎡，二楼1000㎡商铺
整体出租。②义乌商贸城东侧三、四楼单层面积均为1900
㎡，可分租。③城中区莫家街正对面天桥购物广场四楼面积
3121㎡，可分租。电话：17797255282、17725267684

商铺出租
二医院对面 2200m2商铺出租，健身房，教育培
训，足浴品牌等优先。咨询热线：19809743428

遗失声明
靳正太出生医学证明遗失，编号
0630045271，特此声明。

互助福森马铃薯专业合作社【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363212669854763XB】经
全体成员决议解散，拟向登记机关申请注销登记，并组成清算组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
清算，清算组组长：王占山，成员：王添秀、金守孝、杨成岳、朱集忠、王占帮、王维山，请
债权人于本公告发布之日起45日内向清算组申报债权。

互助福森马铃薯专业合作社
2019年8月14日

注销公告

遗失声明
华青才郎遗失消防员证，证号：应急消
字第21501382号，声明作废。

青海阳阳国际旅行社有限公
司公章（6301010196998），
财务专用章，法人（乔阳之
印）遗失，特此声明。

遗失声明

青海至诚至信汽车销售有限
公司的开户许可证丢失，核
准号：J8510009909401，开
户行：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西
宁市小桥大街南支行，账号：
2806015319200057326，特
此声明。

遗失声明

青海中惠房地产实业有限公
司 2018年 11月 17日开给蔡
进龙 9-2890 室房款收据遗
失，票号：2552995，金额：
120000元，特此声明。

遗失声明

西宁麦客农机农民专业合作社
2019年 6月 14日在西海都市报刊
登的注销公告中清算组组长：付
生魁现更正为傅生魁，特此声明。

遗失声明

清理化粪池
高压清洗管道、通下水
8455559含州县

有发票

专
业

专
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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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平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
司青海分公司以下人员的保险
营销员执业证遗失，特此声明。
张进桂02000163000080002017004283
袁惠芳02000163000080002018010601
张京莉02000163000080002016006159
景琴玉02000163000080002016013627

遗失声明

写字楼、商铺拍卖公告
受委托，青海天纬拍卖有限公司将于 2019年 08

月23日上午10:00整在中国拍卖行业协会网络拍卖
平台（www.caa123.org.cn）拍卖对下列商铺及写字
楼进行公开拍卖。一号标的：位于大通县桥头镇八一
路（广馨仁和世家）298号12楼1单元298-65室临街
商铺，建筑面积：112.75平方米。大房权证号：2016
字第014645号，用途：商业用房，总层数19层。土地
使用权证号：大国用（2016）第 320001号，用途：商
业，使用权类型：商业，面积：6.42平方米。使用期限：
2010年03月17日至2050年03月16日。产权手续
齐全。参考价：27000元/平方米。二号标的：西宁市
城中区 8号（世贸大厦）十二楼 1210室写字楼，建筑
面积：118.61平方米。不动产权证号：青（2019）西宁
市 第 0016729 号 ，不 动 产 单 元 号 ：
630103004003GB00043F00030277，权利性质:出
让/商品房，用途：商务金融用地/办公，总层数 22层。
使用期限：1996年01月19日至2036年01月19日，
分摊土地面积：6.30平方米。房屋竣工时间：2012年

01月 01日。产权手续齐全。参考价：8430元/平方
米。拍卖方式：网络拍卖预展时间：自公告之日起至
2019年08月22日下午16时止 预展地点：标的现场
（勘查费用自理）报名时间：自公告之日起至2019年
08月22日下午16时止 竞买须知：1、本场拍卖会采
取网络拍卖（现场与远程竞拍由竞买人自主选择）。
2、凡参加拍卖会的竞买人须携带有效证件及相关资
质，并缴纳竞买保证金（1号标的缴纳竞买保证金伍拾
万元整；2号标的缴纳竞买保证金叁拾万元整）方可办
理竞买手续。 3、竞买保证金缴纳方式：银行转账（不
接受现金报名）。保证金缴纳账户：青海天纬拍卖有
限公司，开户行：青海银行交通巷支行，账号：
400068245805017。
查询网址：中国拍卖行业协会:www.caa123.org.cn
青海省拍卖行业协会:www.qhspxpxx.com
青海天纬拍卖有限公司:www.qhtwpm.com/
联系人：魏先生18997150959 毕女士13997180533
监督电话：西宁市市场监督管理局：0971-8226137

库房出租
城北青海大学附近大小不等库房出租，水、电齐
全，租金面议。17797258897 15003661833（李）

兹有车辆青 A63449、青 A3573 挂；青 A70988、青 A3997 挂；青 A70836、青
A3999 挂均为我单位货运车辆，现以上 6 辆货运车辆由王飞（身份证号码：
632801196010041014）挂靠使用，请王飞于登报之日15日内到我公司办理缴纳管理
费用及过户相关手续。逾期不办理，我公司将按照协议有权对以上车辆进行处置。

特此声明

声明

青海省汽车运输集团凯达货物运输有限公司
2019年8月14日

青海建国物流有限公司给杨
勇开具的 PVC—43 －44铺面
押金收据（票号:7700，金额:
贰万元整）遗失，特此声明。

遗失声明

报名时间：2019年 8月 14日
09时至 2019年 8月 16日 17
时报名电话：0977-8300875
邮箱：454607585@qq.com
（营业执照、联系方式发至此）

青海柴达木盐湖资源循环利用
有限公司招标服务代理机构遴选

旺营中休闲山庄（茶园）及合作
社羊养殖场转让：13309781666

西宁伟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开给
刘陨 4栋 1单元 25楼 1251室锦的
购房收据（号：0031713，0031797，
0031811，0034783，0027326），购
房合同（合同编号：YS0263718，房
屋代码：461571）丢失，特此声明。

遗失声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