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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宁城北君安锁具维修部
西宁城西民芳修锁服务部
袁少防盗开锁
西宁正锋火速开锁公司
西宁城西延斌金钥匙开锁服务部
西宁城东小王开锁服务部
西宁城东文龙开锁服务部
西宁城中便捷开锁部
西宁城西天宇开锁店
西宁城西小张开锁店
西宁城中区志豪开锁服务部
西宁城北郭氏开锁店
西宁永安开锁服务部
西宁城东安民开锁部
西宁城西立文开锁服务部
西宁城北老张开锁行
西宁城北金利开锁服务部
西宁城东伟业开锁服务部

鑫兴开锁服务部
西宁城东家顺开锁店
西宁永正开锁服务部
永邦开锁公司
湟源生辉开锁服务有限公司
西宁城东东海开锁服务部
西宁城西光梵开锁服务部
西宁王爵防盗门有限公司
西宁市城北区永帮开锁服务部
西宁市城中区海华锁具修理部
湟源城关永春锁子修理部
西宁市城北区银信开锁服务部
西宁恒远汽车钥匙经销部
西宁市城西区宁静开锁服务部
安速开锁服务部
西宁辉虹开锁有限公司
湟源城关无敌开锁店
西宁经济技术开发区东川工业园区金祥开锁服务部

【拟取消资质的会员单位】

为加强会员会籍管理，增强会员单位权益及义务意识，更好地为会员单位提供服
务，根据《西宁市开锁行业协会章程》第三章第十条第五款“入会自愿、退会自由”及第
十二条“会员如果 1年不交纳会费或不参加本会活动的，视为自动退会”的规定，我协
会拟对不能继续按时履行会员义务的会员单位作自动退会处理，现将部分拟清退会员
单位名单予以公示，公示期为 2019年 9月 18日-24日。

公示期满无异议的单位，视为自动退会，将予以正式清退。
如有异议，请各相关会员单位在公示期内与协会秘书处会员部联系。
联系电话：8111118

西宁市开锁行业协会秘书处
2019年 9月 18日

西宁市开锁行业协会公示

正常参加年审的会员单位
序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单位名称
110联动开锁
顺贵开锁
西宁城东赫氏开锁店
西宁城东顺胜开锁部
西宁金锁匠开锁有限公司
西宁七六顺开锁有限责任公司
西宁市城北区杰缘开锁服务部
西宁市城北区黄文开锁店
宋师傅开锁
大通县万青修锁店
西宁市城东区利安开锁服务部
西宁城西区帮心开锁服务部
湟源城关龙信开锁部
湟源四知堂锁具维修服务部
湟中县鲁沙尔一通汽车钥匙店
湟中县多巴镇崔氏开锁
大通县火氏开锁
湟中县多巴镇安防开锁店
西宁市城北区丽娜锁具维修部
西宁市城西区安民开锁服务部
西宁市城中区保德安锁具修配店
西宁市城西区正容修锁服务部
西宁市城中区明防汽车钥匙专配店
西宁青西锁业服务部
湟源顺芯修锁服务部
湟中县田家寨小高开锁店
西宁市城中区八方开锁服务部
湟中县多巴镇精诚开锁店

联系电话
6115110
13309787151、6110345
15597012588、6244110、5191110
13997293701
17709717491、8185110
13897664110、7123456
15500508655、8115114
13369719284、7734010
13897475722、
15202507119、
15597417666、4121666
13997056298、8018110
17797238223、13997261221
0971-2483999、15997073598
13997079308、18697297138
18935687799
13897515455、0971-2782110
17797153385、6174110、6265110
15809711543
0971-3888110
13327650110、6338110
18709788463、18109789322
18297215540
18397108760、15700884088
15110946614、6138110
13909722790
17797113110、8814110
15500514141

【西宁市开锁行业协会会员单位】

旧版备案证明 新版备案证明

记者 17 日从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
获悉，国家社会保险公共服务平台近日
正式上线。参保人员可以通过“刷脸”
完成社会保险待遇资格认证，也能在平
台中估算未来能领到多少养老金。

据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有关负责
人介绍，平台中的“社保查询”服务可按

“多地参保、集中展现”的形式查询社会
保险缴费、待遇等年度个人权益信息；

“待遇资格认证”服务除了可以通过“刷
脸”完成社会保险待遇资格认证，还可
以通过选择“代人认证”服务，帮助参保
人员家人待遇资格认证；“养老金测算”

服务可以根据参保人员目前的养老保
险缴费情况，估算出未来领到的养老金
情况；“异地就医”查询服务可以随时查
询跨省异地就医费用和备案信息。

这名负责人表示，“我的社保卡”服
务可以查询参保人员社保卡和电子社保
卡的应用状态，获知周边的服务网点和
服务渠道；“各地办事大厅”可以直达各
地社会保险网上平台，体验更多服务。

这名负责人说，参保人员可以访问
国 家 社 会 保 险 公 共 服 务 平 台 门 户
（si.12333.gov.cn）或下载“掌上 12333”手
机 APP，通过用户注册登录后体验相关

服务。已申领了电子社保卡的人员，可
打开电子社保卡“扫一扫”功能，快速扫
码登录，并可以直接在电子社保卡页面
查询办理相关社保服务。后续，国家社
会保险公共服务平台还将推出更多全
国统一的社会保险线上服务，逐步开通
更多的授权访问渠道。

据了解，国家社会保险公共服务平
台是全国统一的社会保险公共服务的
总门户，重点为参保人员和参保单位提
供全国性、跨地区的社会保险公共服
务，首期开通 8 类 18 项全国性统一服
务。 新华社北京9月17日电

国家统计局 16 日发布今年前 8 月
全国房地产开发投资和销售情况。数
据显示，前 8 月全国房地产开发投资
84589 亿元，同比增长 10.5％，增速比上
月回落 0.1 个百分点。其中，住宅投资
62187 亿元，增长 14.9％，增速回落 0.2
个百分点。

中原地产首席分析师张大伟表示，
8 月房地产销售数据相对平稳，预计在
房地产调控收紧背景下，平稳发展是未
来房地产市场的大趋势。

上海易居房地产研究院研究员沈
昕表示，不论是投资数据还是销售数
据，在调控收紧的影响下，市场再次出
现了放缓。全国多项房地产指标增速
连续回落，楼市“金九银十”恐难以出
现。

具体来看，1月至 8月，房地产开发
企业房屋施工面积 813156万平方米，同

比增长 8.8％，增速比前 7 月回落 0.2 个
百分点。其中，住宅施工面积 568025万
平方米，增长 10.1％。房屋新开工面积
145133 万平方米，增长 8.9％，增速回落
0.6 个百分点。房屋竣工面积 41610 万
平方米，下降 10.0％，降幅收窄 1.3 个百
分点。

统计局数据显示，1月至 8月，商品
房销售面积 101849万平方米，同比下降
0.6％ ，降 幅 比 1-7 月 收 窄 0.7 个 百 分
点 。 商 品 房 销 售 额 95373 亿 元 ，增 长
6.7％，增速加快 0.5 个百分点。对此，
张大伟说：“需要注意的是，销售面积连
续 8个月同比下调。”

土地购置方面，1月至 8月，房地产
开发企业土地购置面积 12236 万平方
米，同比下降 25.6％，降幅比前 7月收窄
3.8个百分点；土地成交价款 6374亿元，
下降 22.0％，降幅收窄 5.6个百分点。

58安居客房产研究院首席分析师张
波表示，8月品牌房企销售业绩环比有所
提升，但提升力度已经减弱。一方面，房
企提前“冲刺”，6月至 7月推盘节奏以及
促销力度大于去年，8月业绩提升空间有
限；另一方面，城市间出现分化，销售冷
热不均，部分热点城市和地区受政策影
响，楼市热度有所提升，但一些三、四线
城市甚至二线城市则已现降温。

“在融资持续承压、销售业绩提升
乏力的背景下，部分大型房企已经传出
暂停或暂缓拿地的风声。”张波表示，预
计下半年整体土地市场降温态势不会
发生变化。

沈昕也认为，房企融资环境还在持
续收紧，全国楼市还将持续降温，房企
资金压力将加剧，预计年内市场将整体
保持稳中有降，多项指标增速将继续回
落。 新华社北京9月17日电

本计价期，一揽子原油变化率由负转正，预
计 9月 18日国内汽、柴油价将迎来 9月第二次上
调，每吨或上调 140元左右。受国际油市可能继
续大幅波动影响，调价幅度也可能有所变化。

新华社石油价格系统发布的数据显示，本
计价期一揽子原油价格变化率以-3.12％的负值
开启，随后转入正向区间波动。9 月 16 日一揽
子原油平均价格变化率为 2.40％，预计 9 月 18
日 24时成品油调价窗口开启时，国内汽、柴油价
格每吨将上调 140 元左右，折合 92 号汽油每升
上调约 0.11元、0号柴油每升上调约 0.12元。

截至目前，2019 年国内成品油零售限价已
经历 17 个调价窗口，为“十涨五跌两搁浅”。此
外，因增值税率调整，自 2019 年 3 月 31 日 24 时
起，国内汽、柴油最高零售价格每吨分别降低
225 元和 200 元。涨跌相抵后，今年以来，国内
汽、柴油价每吨累计分别上调 240元、245元。

批发市场方面，受成品油进入消费旺季、国
内部分地区资源持续偏紧以及沙特原油设施遭
遇袭击带来的供应收紧预期推动，汽、柴油批发
价格涨势不改，汽油涨势继续强于柴油。由中
国经济信息社、中国石油经济技术研究院、上海
石油天然气交易中心联合发布的中国汽、柴油
批发价格指数显示，9 月 16 日，全国 92 号汽油、
柴油（含低凝点）平均批发价格分别为 7343 元/
吨、6992 元/吨，较 9 月 4 日（上轮零售价格调整
后首个工作日）分别上涨 480 元/吨、157 元/吨，
其中 16 日全国 92 号汽油平均批发价格单日涨
幅就达到 259元/吨。

新华财经经济分析师刘小云认为，尽管沙
特遭袭引发的减产有望陆续恢复，目前全球石
油库存也处于较高的水平，可以填补市场短期
的供应短缺，但此事件或引发地区局势紧张，油
价中的风险溢价水平可能持续处于较高水平。

新华社北京9月17日电

楼市稳中有降 多项指标增速连续回落

国内油价或再上调

国家社会保险公共服务平台上线
参保人员可通过“刷脸”完成社会保险待遇资格认证 也能估算未来能领到多少养老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