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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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专业通下水
15297091140
清理化粪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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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超特低价钻孔
188 0971 5970
混凝土、切割、开门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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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专业疏通王
清理化粪池、高压疏通
158971403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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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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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专业疏通下水

专业清理化粪池
180097870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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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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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祥和家政保洁8587976
82098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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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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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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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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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专业防水堵漏
做各种防水及疑难杂症，不砸瓷砖
做防水（有发票）15139678651。

专业管道水暖
通下水、改装上下水、管道漏水
地暖清洗77331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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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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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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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受委托，青海天纬拍卖有限公司将于2020年07月09日上午10时00分整在中国拍卖行业协会网络拍卖平台对
位于西宁市建国路新千国际广场18号楼1单元第20层12001室-12024室，预售合同建筑面积共计：1252.04平方
米；1单元第21层12101室-12122室，预售合同建筑面积共计：1154.55平方米，商品房预售许可证号为2012房预售
证第110号，钢筋混凝土结构，层高为3米，两层整体拍卖，起拍价：1200万元整（本次拍卖价格为最终价格）。

拍卖方式：网络拍卖 预展时间：自公告之日起至2020年07月08日下午16时止
预展地点：标的现场（自行查勘，费用自理） 报名时间：自公告之日起至2020年07月08日下午16时止
拍卖地点：中国拍卖行业协会网络拍卖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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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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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盖公章），并缴纳竞买信誉保证金叁佰万元方可办理竞买手续。未成交者，竞买人保证金于拍卖会后三日
内全额退还（不计息，银行手续费自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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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户行：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西宁经济技术开发区支行
账户名称：青海开诚资产管理运营有限公司 账号：6300 1543 6150 5250 32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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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青海省公共资源交易服务平台：www.qhdzzbfw.gov.cn
联系人：魏先生18997150959 蔡先生13897212261 0971-8810321
监督电话：0971-8816337

房产拍卖公告

青海天纬拍卖有限公司
2020年07月01日

西宁家具厂（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630100226631569R），经家具厂
全体职工大会决议注销。现拟向登记机关申请注销登记，并组成清算小组
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清算，清算组长：柳丽英，组员：孙永平、牛娟，请债权人
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45日内向本厂清算组申报债权债务，特此公告。

西宁家具厂
2020年7月1日

注销公告

青海峰旗建设工程公司诚聘
二级建造师（房建、市政）
若干名，要求证件齐全；价
高一次付清，购买社保；非
中介，有意向可以联系：
17800782517 李工

遗失声明
青海龙之源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
的旅行社业务经营许可证副本丢
失，许可文号：青旅发【2006】75
号，编号：L-QH00059，换发日
期：2019年5月15日，特此声明。

遗失声明
西宁市城中区森旺烟酒商行的食
品经营许可证（正本）丢失，许可
证编号：JY16301030003551，
特此声明。

遗失声明
化隆县二塘乡红牙合村扶贫互助协会社会
团体法人登记证书正副本遗失，特此声明。

遗失声明
顺祥公司青A96592营运证遗失，特此
声明。

遗失声明
童芬兰位于乐都县饮水路8东升小区23号
楼一单元121的门牌证丢失，特此声明。

遗失声明
段晓明 城北区祁连路 453号 13 楼 1单元
1081室门牌证遗失，特此声明。

遗失声明
马梦熙的出生医学证明遗失，证号：
T630090968，特此声明。

遗失声明
蔡 梓 杰 出 生 医 学 证 明 遗 失 ，号 ：
M630007208，特此声明。

遗失声明
西宁安格电子科技有限公
司的开户许可证(核准号:
J8510002469201, 账
号:400069746309016,
开户行:青海省西宁市商
业银行东关大街支行)遗
失，特此声明。

遗失声明
青海兴鼎安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给陈晓娇开具的购房收据（财富
公寓 1 号楼 1 单元 11109,票号:
Y20191030002, 金 额:10000
元）遗失，特此声明。

遗失声明
陈晓呵西宁市城东区曹家寨市场
水产区11号的铺面押金收据，金
额2000元，票号55637遗失，声
明作废。

时光肌诚聘
时光肌皮肤管理沙龙大十字分店招聘
美容师若干，前台1名。要求：形象气质
佳，有一定文化和素养水平，免费培
训。联系方式：杨经理15597006755

遗失声明
格尔木中沅泰商贸有限责任
公 司 重 型 罐 式 半 挂 车 青
H0976挂（黄色）营运证（号：
632800017706）不慎遗失，
特此声明

遗失声明
青藏高原农副产品集散中心祁贵福三轮车
倒运服务号牌DY0259丢失，特此声明。

低价通下水抽化粪池
13299782218
8147090

遗失声明
青海金岛锦鹏汽车销售有限公司
2018 年 8 月 6 日开给海东大台
汽车销售有限公司二网保证金收
据遗失，票号：0139880，金额：
壹拾万元整，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兹有青 AZ7972、青 H58098 车
辆的行驶证书丢失，陕D96568
车的车辆登记证书已丢失，甘
A0686 挂、甘 A0789 挂车的车
辆牌照已丢失，特此声明。

水电站急聘
有经验运行班组长6名 ，工资:3000－
4500元/月。电话:15009719157

华德物业诚聘
保安、保洁员、维修工若干名，年龄53岁以内，本广告
长期有效。电话: 17797186597 0971—4923380

遗失声明
化隆县巴燕镇英楠压面铺，法人韩秀英，
营业执照正副本遗失，特此声明。

遗失声明
麻晓君的出生医学证明遗失，号：
R630600553 ，特此声明。

曰月山醋业公司招聘
送货司机，电话18997175686

欧洲联盟 6 月 29 日宣布制裁 11 名委
内瑞拉政界人士。委内瑞拉总统尼古拉
斯·马杜罗同一天晚些时候要求欧盟驻委
内瑞拉代表团团长 72小时内离境。

马杜罗在全国新闻奖颁奖仪式上发
表讲话，谴责欧盟对委内瑞拉国家机关高
层人士的制裁。

马杜罗要求欧盟驻委代表团团长伊
莎贝尔·布里良特·佩德罗萨离境。他说：

“我决定给欧盟驻（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

斯大使 72 个小时离开我们国家。委内瑞
拉受够了欧洲殖民主义。”

马杜罗说，委方将为佩德罗萨安排一
架飞机，会就此与欧盟做安排。

欧盟理事会 6 月 29 日把委内瑞拉全
国代表大会（以下简称议会）主席路易斯·
帕拉等 11 名委内瑞拉政界人士添加至欧
盟制裁名单，施加旅行限制和资产冻结。

欧盟声称受制裁人士破坏委内瑞拉
议会“民主运转”，同时提及委内瑞拉定于

今年年底前举行的议会选举。
马杜罗在演讲中说，委内瑞拉将举行

“自由、透明”的议会选举，“数以千计候选
人将参选”议员。

委内瑞拉反对派在 2015 年年底的议
会选举中赢得多数议席，继而持续向马杜
罗政府发难。时任议会主席、反对派成员
胡安·瓜伊多 2019 年 1 月自封“临时总
统”，获得美国、哥伦比亚等国家支持。

委内瑞拉议会今年1月投票表决，反对

派议员帕拉当选新一任议会主席，取代瓜伊
多。法新社报道，帕拉曾经是瓜伊多盟友。

欧盟不承认帕拉为委内瑞拉议会主
席，称瓜伊多为议会主席，迄今制裁 36 名
委内瑞拉政界人士。

委内瑞拉最高法院 6 月 12 日任命国
家选举委员会新一届领导层，为今年议会
选举做准备。瓜伊多不承认选举委员会
新领导层。

新华社特稿

回应制裁 委内瑞拉驱逐欧盟大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