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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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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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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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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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收 15597026788
宾馆酒店桌椅空调厨房电梯，配电柜变压器，发电
机组锅炉，废旧工厂，办公用品工程设备，库房积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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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专业通下水
15297091140
清理化粪池

专业疏通王
清理化粪池、高压疏通
15897140392

专业疏通下水

专业清理化粪池
18009787074

祥和家政保洁85879768209877

单位家庭保洁，擦玻璃，瓷砖美缝，地毯
沙发清洗，地面清洗。正规注册，有发票

专业管道王
通下水、安装上下水管、清理化粪池

含州县
有发票8455559

商铺出售
西宁市5000元/㎡商铺出售，数量
不多，咨询电话:137097630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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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男保安数名，50岁以下，工作地点小桥新村，上班时间17:00
至24:00，工资面议。电话:6362548，136397646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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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企诚聘
厨师面点勤杂各1名，福利待遇优。1-5
年以上工作经验。18697238878

招 聘
文员2名.销售4名.会计1名.工资2800-
6000元有工作经验者优先15209783988

某大学商铺对外招商
适合：打字复印.水果奶茶.美发美甲.精美饰品.服装鞋帽，电
子产品.鲜花礼品等。电话：13109752525 15991095118

厂房出租
甘河工业园东区面积800-1000m2的厂房往外出租，
厂房内水电齐全。联系电话:13086265488张先生

办公室出租
海湖新区金座酒店对面小区内500平精装办公室对外
出租 ，带办公用品 ，二楼 。电话 :15897168222

地质队招聘
18至48岁普工若干名，钻探班长一名。要
求身体健康。普工工资4400/月，月结打
卡。包吃住，有工伤保险，工地在海西大柴
旦，有意者电话联系：13897398715、
17797148921，此广告长期有效

青海民大招聘
绿化季节工10名，男性，55岁以下，月薪2600元，
可提供集体宿舍。联系人杨老师：13897426939

东川工业园区企业招聘
保管，办公室管理，出纳，网络营销，后勤值班，车间
普工（男），有经验优先8145528 18195600311。

征 婚
未婚女医生40岁，年薪20万元，觅一位40左右硕士以
上学历，有固定职业未婚男士，13259246753 向志强

转 让
城东博文路营业中1200平方米餐饮转让，
精装修，全新设备，电话13709768567

专业管道水暖
通下水、改装上下水、管道漏水
地暖清洗7733133

遗失声明
青海三和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
司位于西宁市城东区金汇路36号
的土地证：西经开国用（2010）第
91-ΙΙ号及西经开国用（2015）第
00014号丢失，特此声明。

遗失声明
西宁万达广场商业管理有限公司
2019年6月30日给甘肃联辉商贸有
限公司开具的保证金收据遗失，票号：
0001117，金额：5000元，特此声明。

遗失声明
王家昱于2006年7月
18 日在西宁市五三六
医院出生，身份证号
4107272006071802
22，因医院存根及出生
医学证明丢失，原编号
声明作废，特此声明。

遗失声明
魏毅的身份证 630104197410200014
遗失，特此声明。

刚察县公务用车制度改革取消车辆拍卖公告
受刚察县财政局委托，青海天纬拍卖有限公司对刚察县公务用车制度改革

取消车辆一批面向社会进行公开拍卖，拍卖车辆包括桑塔纳、三菱、北京现代、起
亚等多个品牌（详见《拍卖清单》）。拍卖方式：现场拍卖。预展时间：2020年
07月05日至2020年07月06日16时止预展地点：刚察县海滨公交有限公司
停车场。报名时间：2020年07月05日至2020年07月06日16时止报名地
点：刚察县海滨公交有限公司停车场。拍卖时间：2020年07月07日上午9:00
时整拍卖地点：刚察县寄宿制完全小学院内阶梯教室（沙柳河镇智合格北巷新华
书店南侧大门进入）竞买须知：1、凡参加拍卖会的竞买人须缴纳竞买保证金：贰
万元整（可任意竞买，不限数量），本次拍卖不含车牌。2、竞买保证金缴纳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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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银行城西支行，账号：400068245805017。3、缴纳保证金后，须持交款凭证
及有效证件（个人：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单位：营业执照、法人授权委托书、法
人身份证及委托代理人身份证原件、复印件）办理竞买登记手续索取拍卖资料。
拍卖成交后，前期缴纳的竞买保证金即转为过户及改柒保证金，未成交者拍卖会
结束后五个工作日内全额退还（不计息，银行手续费自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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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hspx.com青
海天纬拍卖有限公司:www.qhtwpm.com/ 联系人：魏先生 18997150959
蔡先生13897212261 监督电话：0970-8652951

公司诚聘
售后服务人员、收费员、资料员，部门经理等，男女均可 ，25一50
岁，3000元+绩效+福利 ，节假日休息 。18997080035 王女士

遗失声明
备案号青 A一 T02223 青海
隆喜工程机械设备租赁合格
证3130306遗失，特此声明。

遗失声明
马旭阳的出生医学证
明 K630004780、马
浩阳的出生医学证明
O630007933遗失，
特此声明。

遗失声明
靳生敏（632124199607012814 ）
的报到证遗失，特此声明。

助听器专卖店诚聘
店员若干名，30--45岁，女性，高中以上
学历，语言表达能力强，本市户口，待遇：
底薪+奖金+提成+医疗保险+养老保险，
有相关经验者优先，长期有效，电话：
0971-8216385 王女士 地址：城中区
解放路 青唐宾馆旁《耳声助听器》

遗失声明
李生英购东苑13221号住宅，收
据 号 ：0000344，金 额 ：
179346元；收据号：0001382，
金额：20000 元；维修基金收
据：0145098号，金额1206.90
元的票据丢失，特此声明。

遗失声明
汪利金遗失士兵证，证号：
20170125554，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沈进不慎在6月25日将格尔木机
务段职工工作证丢失 工作证编号
2186201297525 ，特此声明。

遗失声明
西宁城东小园门食府的开户许可证
(核准号:J8510001486304,账号:
105006037632)遗失，特此声明。

遗失声明
张嘉航的出生医学证明遗失，出生
证编号：O630224777，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青海金岛集团 2018 年 8 月 6
日开具给海东大台汽车销售有
限公司的二网保证金收据遗
失，票号：0139880，金 额：
10000元整，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本人不慎将圣山国际 a19 栋
1171号、户主姓名：尕仍尼么、
房屋领钥匙押金票据丢失电脑
票号：32019040398 单据票
号为00016238，特此声明。

通 知
由江西京乐建设有限公司承建的青海盐湖钾肥装置挖潜扩能改造工

程西采区采输卤系统新增加压泵站及取水泵站工程于2018年04月28
日竣工，凡涉及该项目施工建设的所有债权、债务(含人工工资，材料供应
设施，设备租赁等)，请于本通知登报公示之日起3个月内，到我公司办理
全部债权、债务，特此公告。

联系人:罗文虎
联系电话:17709301401
江西京乐建设有限公司五矿盐湖有限公司青海盐湖钾肥装置挖潜扩

能改造工程西采区采输卤系统新增加压泵站及取水泵站工程项目部。
2020年6月30日

美国联邦航空局 28 日告诉国会监管
委员会，波音 737 MAX 系列客机最早于
29 日开始认证飞行测试。美联社报道，
由联邦航空局和波音公司试飞机组操作
的认证飞行测试是 737 MAX 获准复飞的
关键一步，除此以外仍需要完成多项核
查。

联邦航空局在一封邮件中说，其下属
机构已核查完毕波音就 737 MAX 系列客
机安全系统所作评估，“准许启动认证飞

行测试”；联邦航空局试飞机组可能“最早
明天开始（测试）”。

这封邮件写道，测试将持续“几天”，
内容包括“多种飞行动作和应急措施”，以
便机构评估波音对 737 MAX 客机飞行控
制系统所作修改“是否符合联邦航空局认
证标准”。不过，“联邦航空局还没有决定
批准复飞（737 MAX 客机）”，在那之前还
需多个步骤。

试飞机组还将故意触发改进后的防失

速自动控制系统、即“机动特性增强系统
（MCAS）”。波音 737 MAX 系列客机半年
内发生两起空难、致 346人遇难。波音调
查认定两起事故均关联 737 MAX 系列特
有的MCAS系统漏洞，继而“升级”该系统
软件以获取复飞许可，过程中遭遇不少挫
折。

不少业内消息人士说，认证飞行测试
的严格程度超过波音先前接受的同类测
试。测试旨在确保修改后的 MCAS 系统

足够稳定，能避免再现上述两起空难情
形。两起空难中，这一系统自动触发后下
压机头，飞行员试图手动纠正，却没有成
功。

为了这次认证飞行测试，波音做了不
少预备工作，包括数百小时飞行模拟器测
试和数百小时空中测试。认证飞行测试
后，联邦航空局官员将分析大量测试所得
数据，评估 737 MAX是否适航。

新华社特稿

波音737 MAX获准作认证试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