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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西区联系电话
职场天地 信息超市

155971741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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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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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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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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山搬家
8210666
西宁城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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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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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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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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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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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司现招聘
项目经理、主管，房管员，保安，有经验者优
先，工资面议。电话：13897640453（应
聘管理人员） 15297115208（应聘保安）

招聘手工制作人员
月薪3000-5000元，计件发放工资，熟练后可领料
回家制作。电话：1860971 0002 15909716339

大型库房低价出租
城西阴山堂（41路终点站）500m2-2000m2,
水电全，交通便利，价格面议。155970488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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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诚 聘
办公室文员，办公室地址：城中区北大街附近。
电话：13997280017 何经理。

海湖共字桥海鲜市场诚聘
配货员兼司机，工资面议。13709714566

办公楼出租
北区柴达木路66号院内办公楼出租共
800平方米租金面议。13897268045

五四西路旺铺招租
师大对面，黄河阳光临街一楼面积358m2和395m2，
三楼1732m2，有大型车场。13109716077 李

遗失声明
陈荣惠的二代居民身份证丢失，号：
320981198301034713，特此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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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某国企招聘
会计，大专以上学历，有相关证件及
5年以上工作经验 18697196911

城东某物业公司招聘
保洁，保安，水暖工，50岁以下，薪资
面议，联系人倪先生：13997275772

西宁韩邦养生会所招聘
美容师五名，月薪五千起。另有足
疗部招合伙人。15597019767

招 聘
施工员、资料员、要求有证，5年以上工作经验，能
独立完成两万平米以上工程。 13639713102

物业公司诚聘
物业电工若干名，小区保洁员若干名（夫妻俩优先，提供住宿）
50岁左右，有工作经验者优先，待遇优厚。13107581714

招 聘
摩托车送水司机，工作区域：海湖新区，有工
作经验者优先，联系电话13909729875

由我公司开发建设的盛达国际新城20#楼由
于受疫情影响，现定于2020年5月31日始办理
入住。请您以《入住通知书》通知时间携带购房相
关资料，到盛达国际新城销售部办理入住手续。

联系电话：8118186/8118189。
祝业主们阖家幸福，万事如意！
特此公告！

青海聚富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2020年5月20日

交房公告

遗失声明
青海统易药业连锁有限公司民和县甘
沟乡李家村村级连锁店的药品经营许
可 证 正 本 丢 失 ，证 号 ：青
CB9720217，发照日期：2017 年 8
月11日，特此声明。

遗失声明
西宁尚东酒店管理有限公司青
海增值税普通发票（空白）遗失，
号：03329001-03329012，共
12张，特此声明作废。1、总工：具备建设管理或者工程管理相关工作经历10年以上经验，职称：高

级工程师或者一级建造师，1名（男性）。工资8500元。
2、技术员：工民建或者土木工程5年以上从业经验，职称：中级及中级以上工
程师（或者具备二级建造师执业证书）。专业：市政1名（男性），建筑1名（男
性）。工资5500元。联系电话：18897308683

城西区城乡建设局招聘人员

遗失声明
青海省化隆县甘都镇唐寺岗村300号
户主马瑞4人户口簿遗失，声明作废。

海湖洗衣连锁店转让
店内各项设备一应齐全，机器九五成新，客源
稳定，有固定会员，房租低。13639759925。

兹有青B32217、青AV5278、青AXH961车的车辆登记证书已丢失；
青 F0255 警、青 F0207 警、青 F0173 警车的车辆行驶证已丢失；青
AG4670、青AB1576、青F0255警、青F0205警、青F0207警、青F0173
警、青F0190警、青F0257警、青F0172警、青B13187、甘A636D5、青
A9100H车的车辆牌照已丢失，特此声明。

遗失声明

诚 聘
男保安员数名，工资2100–2700，
联系电话6362548，13639764637

遗失声明
吴生来房屋所有权证（互房2009他证
609号）、他项权证遗失，特此声明。

遗失声明
化隆县昂思多镇沙吾昂村118号冶大
吾代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遗失。

转 让
香格里拉临街水果店转让，无转让费，
房租季交。18997238713

遗失声明
青海腾飞起重设备安装工程有
限公司青海省建筑起重机械备
案证遗失，（1）备案编号：青A-
T01321,（2）备案编号：青 A-
T00110，特此声明。

遗失声明
西宁城西福元五金焊接门市部营业执照
正副本：630104670038739声明遗失。

青海省公路监理有限公司（李永祥，身份证号：63252119731013××××；
李育林，身份证号：63010519890714××××）已累计旷工三十日，请于公
告之日起七日内来公司办理相关手续，逾期按相关规定处理。

青海省公路监理有限公司
2020年5月20日

公 告

酒店转让/承包
城东区火车站商圈（汉庭酒店·新
千王府井生活广场店），共72间
客房，共3600㎡，因业务需要现
对外低价转让或承包，可分期支
付。电话:13109714648

遗失声明
陈 建 明 的 巡 游 资 格 证 （ 号:
630102198611260410）遗失，特此声明。

遗失声明
陈世仓青ASC906车辆登记证书遗失，
特此声明。

面向市场广泛征求意见
为示范枸杞深加工产业，

突出产品特点、特色。由我公
司承担《枸杞果粮酒》地标制
定，现向市场广泛征求意见。
青海兴诺杞业发展有限公司
联系人：程皓
电话：13299891369

通 知
陆荣江：

您购买泰阳国际1-2491商
铺及所在区域，已由青海泰阳商
贸有限公司整租，请来办理返租
金事宜。电话13299765560

某物业公司诚聘
保洁员，工资2500元+年终奖+节日福利，工作稳
定。13997195968袁经理13639716017程主任

湟中县良种繁殖场（挂青海省农业电视广播学校）向事业
单位登记管理机关申请注销登记，现已成立清算组。请债权
人于登报之日起30日内向本清算组申报债权。

特此公告
2020年5月20日

注销登记公告

遗失声明
青海金岛金麒宝汽车销售有限公司保证
金收据（号:0146257)遗失，特此声明。

门诊招聘
全科医师、内科医师及护士2名，证件齐全
工资面议，联系电话:1529718704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