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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西区联系电话
职场天地 信息超市

15597174154

城中区联系电话
职场天地 信息超市

15597009592

城东区联系电话
职场天地 信息超市

15597009268

城北区联系电话
职场天地 信息超市

155970095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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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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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一至周五：100元/块·天，两天以上90元/块·天 （限22个字）
◆周六至周日：90元/块·天，两天以上80元/块·天 （限22个字）
◆行信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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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市区免费上门服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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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专业通下水
15297091140
清理化粪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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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骨灰寄存，提供优质服务
电话：13897588177 13007716995
地址：南山公园东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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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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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997156699 40000-67-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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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电 话 ： 0971- 6308997、0971- 6300721

专业疏通王
清理化粪池、高压疏通
158971403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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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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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专业通下水清化粪池
13897634638有发票

化粪池高压疏通
13897119749

专
清

（含州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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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承接钢结构、网架、玻璃温室、彩钢工程

诚栋彩钢

18709783666 18997156789

专业生产彩钢板、钢结构

民惠家政18397115419
5137679

擦玻璃、保洁、高空清洗、粉刷、拆除、装饰、水电暖维
修改造、房屋修缮、烟道清洗、防水。有保险、有发票

专业管道水暖
通下水、改装上下水、管道漏水
地暖清洗7733133

宾馆，酒店桌椅，空调，办公用品，制冷设置，工
程设备，铁铜铝，库房积压物资KTV设备等

13897587365回收、拆除

步步高搬家电
话6110110

28年老品牌
城西：5505777 城中：6111555
城东：8171222 城南：8228844

美盛保洁13327684433
擦玻璃、保洁、沙发、地毯清洗、
粉刷、室内翻修，有保险、发票。

大山搬家
8210666
西宁城北厂房，库房出租

南川东路水磨青海机电检测研究所院内有厂房，库房对外出
租，水电齐全，交通良好，价格便宜。电话:13195791178

德国奥尔巴赫壁挂炉

地址：青海湖大厦21楼（青海日报社对面）

厂价直销2999元/台起
七日内可无理由退货
电话：18709781139 0971-8821100

专业通下水/清理化粪池
5117567 18997281600

招 租
城北区瑞景河畔对面5000平方米场地对外出
租，详情咨询:于经理 电话 136397537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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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司现招聘
主管，房管员，保安，保洁，有经验者优先，
工资面议。联系电话：13897640453

某净水机招聘
业务员及安装工50名，自己有车最好，有经验者优先，
工资6000-10000元，上不封顶。18297191489

诚 聘
海湖新区新华联社区卫生服务站招聘中医、中西医、西医
医生，夜班医生（16:00—20:00）电话13619711555

某国企招聘
文秘和业务员，大专以上学历，
有较强的写作能力，精通办公软
件和统计，5年以上工作经验。
6136069 18697196911

近邻宝快递管理公司招聘
岗位管理人员 10 人，快递员 50
人，分拣员20人，客服10人，支线
分发司机10人，要求年龄18-35
周岁。联系电话：13309788447

商铺出租
朝阳西路临街一层700平米已装修商铺空
租，价格面议，适合餐饮等。 13195781717

旺铺出租
义东商城临街204.49m2海一大厦对面303m2

纺织品对面1050m2 电话13897634075。

遗失声明
王芳遗失西宁嘉豪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开具的购房收据，地址建国大街88号，
房号 7-1-16-1163，票号 4395508，
金额：50415元，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西宁恒大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给14-1291号房业主柴永红，高
致 军 开 具 的 编 号 为 15002;
15291发票遗失；特此声明。

遗失声明
西宁星航物业管理有限公司遗
失公章(6301020055589)、财
务章(6301020055590)、法人
王德录章，特此声明。

遗失声明
王洋将[玛多县开具(青海省行政
事业单位资本往来收据(票号:
No:00856266)工程名称:青海
省黄河干流防洪工程项目玛多
段二标段]遗失，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王瑞泽金额为2000元，0100799号
续保押金收据声明遗失。

宁夏中房集团西宁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开具给王爱成（青海广
丰），①票据号6937504，票据日期2018年9月29日，金额10000元
（大写壹万元整）；②票据号4116696，票据日期2016年10月28日，
金额20000元（大写贰万元整）；③票据号8297787，票据日期：2016
年8月8日，金额30000元（大写叁万元整）。以上三张收据声明遗失。

遗失声明

遗失声明
何云海遗失比亚迪F3R青A8322行驶
证，号630102197511200811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青海阿咪东索文化旅游产业有限公司
的公章及营业执照正、副本遗失，注册
号：630000010020892发照日期：
2014年01月09日，特此声明。

遗失声明
西宁市城中区马乃炕肉面食馆
食品经营许可证正、副本遗失，
编号：JY26301030022365，
特此声明。

遗失声明
青海九旭建筑设备安装有
限公司遗失塔式起重机备
案证一式两份，号：青A-
T01425，特此声明。

诚 聘
男保安员数名，年龄54岁以下，联系
电话6362548，13639764637

遗失声明
位于城北区宁张路10号14号楼1单
元161室门牌证遗失，特此声明。

遗失声明
西宁太阳之子广告有限公司的
开 户 许 可 证（ 核 准 号:
J8510001492501, 账 号:
28001001040016674,开户
行:中国农业银行青海省分行<
营业部>）遗失，特此声明。

诚 聘
打扫卫生人员保洁数名，男女不限包食宿 ，工资
3000以上 汉族 地址：大堡子18697166888

出 售
本厂有12OX12OⅩ15的树池1000套，如
有需要者。请于电话，13119782713

遗失声明
城北区建设巷31号7号楼2单元211室门
牌证遗失，特此声明。

遗失声明
宁夏中房集团海东实业有限公司开给王
爱成（青海广丰建筑）投标保证金收据，号
6910127，日期2019年 7月31日，金额
90000（大写玖万元整），声明遗失。

青海慈铭体检门诊部（普通合伙）不慎遗失五枚印章:公章编号
6301012040287，财务章编号63010328702，发票专用章编
号6301010328704发票税号916301005799288940，法人
章马小敏，合同专用章编号6301012083349，特此声明。

遗失声明

遗失声明
青海申宁汇机械设备有限公司原法人
（杨东民）印章遗失，特此声明。

去年 5 月，美国一家人造肉制造公司
“超越肉类”公司在上市当天股价大幅攀
升，带火了人造肉这一新兴产品。近日，美
国连锁餐饮巨头肯德基和星巴克在中国市
场推出人造肉菜单，更有意在中国掀起一
股食用人造肉的潮流。

顾名思义，人造肉是一种在口感上模
仿传统肉类的加工食品，多数以豆类等植
物蛋白为原材料。虽然人造肉有可能成为
部分人的肉类替代品，但分析人士指出，从
全球范围来看，人造肉市场仍处于发展初
期，供应链尚不成熟，产品大规模推广或将
面临产能不足、消费者不熟悉和价格过高
等多重因素制约。

2019 年全年，美国人造肉行业总销售

额攀升 10％至近 10亿美元，而传统肉类销
售额同期增幅仅有 2％。“超越肉类”公司
和“不可能食品”公司也一举成为美国最
主要两大人造肉生产商。今年 4 月以来，

“超越肉类”股价基本保持上涨态势，目前
已从月初的每股 57.95 美元上涨至 108.78
美元。

人造肉在美国市场大受欢迎推动相关
企业积极向北美以外市场推广这一新的饮
食概念。日前，星巴克在中国推出基于植
物蛋白的人造肉午餐菜单，正是使用了“超
越肉类”公司的产品。“超越肉类”公司首
席执行官伊桑·布朗表示，公司当前面临拓
展的大好时机，正考虑打开亚洲市场。该
公司计划今年年底前拓展其在亚洲的食品

生产线，为中国消费者提供更多的人造肉
产品。

有市场研究机构表示，目前美国和欧
洲是人造肉最大市场，亚太和南美等地区
对人造肉也存在巨大需求潜力。

但与此同时，也有业内专家对人造肉
发展前景持保留态度。从供给角度来说，
人造肉大规模生产面临产能不足、产业链
尚不完善等问题，短期内人造肉很难形成
竞争优势。

总部位于比利时布鲁塞尔的可持续
粮 食 系 统 国 际 专 家 组 联 合 主 席 奥 利 维
尔·德·许特认为，考虑到牲畜养殖对环
境的负面影响以及种植饲料需要占用大
量土地，人造肉正受到追捧。但事实上，

人造肉生产能耗很大，大规模生产仍不
现实。

沃尔米塔格公司负责人乔·肖夏指出，
虽然有机食品和人造肉拥有可持续发展前
景，但现实是人造肉相关供应链尚不完
善。如今，消费者食品安全意识日益增强，
相关食品生产商在依靠技术手段保证食品
安全、供应链透明、食品加工过程可持续等
方面还需进一步努力。

价格方面，目前人造肉比传统肉类价
格更高，不易被消费者广泛接受。美国连
锁超市塔吉特的标价显示，“超越肉类”公
司生产的 227 克重的人造肉饼售价为 5.99
美元，这个价格可以买到约 600 克普通肉
饼。 （据新华社电）

人造肉能否掀起全球饮食潮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