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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西区联系电话
职场天地 信息超市

135197758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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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97486330

城北区联系电话
职场天地 信息超市

155970095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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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增加10元钱，信息将同

步发布到本报手机客户

端“掌上青海”微信公众

平台“微信息”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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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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97486330 ★★ 市区免费上门服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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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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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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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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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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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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专业管道水暖
通下水、改装上下水、管道漏水
地暖清洗77331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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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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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专业管道王
通下水、安装上下水管道、便池、清理化粪池

0971-8455559

全
城
低
价

通下水
13639755435

旺铺出租
新宁路新宁花苑854㎡商铺出租（一楼），无转让费，适合各种行业，
价格面议。13897582662（张先生） 13997045244（杨经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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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科专科招生
本科、专科招生专业：人力资源管理、法
学、土木工程、电气工程、会计、环境工
程、能源与动力、工商管理、护理、药学等
专业。完成学业后颁发毕业证、学位证，
国家承认学历。在青海报名并完成学
业。秋季招生报名13日截止，14日最后
一次入学考试，未考试和未报名的考生
火速来校办理。联系电话：0971-
6155236 13997271691

出 租
交通西巷600平方米房屋出
租，独立小院，（可办公，开宾
馆等）联系电话：8163579
13519748004

遗失声明
青海省海东市乐都区碧水源a6
区 9号楼 1083室熊永潘装修
押金收据(票号:61051，金额:
2000元)遗失，特此声明。

遗失声明
西宁湟水河安海五金电料
经销部的财务专用章（号：
6301010047934）遗失，
特此声明。

寻人启事
唐建军，48岁，男，身高1.70
米，本地口音，于1998年离
家出走，至今未有音信，请见
报后尽早联系家人，有知其
下落者请与13997328864
联系，必有酬谢。

西宁大长江玻璃厂招聘
普工数名，工资4000元—6000
元。电话:13997126443

遗失声明
陈冠桦出生医学证明遗失，编号：
H630066295，特此声明。

遗失声明
西宁城东曹家寨市场王振法押金
收据(<1>水产双间，票号:8514,
金额:500 元，2006 年 4 月 30
日；<2>水产单间，票号:154928,
金额:500元,2006年8月 10日；
票号:310,金额:500 元，2007 年
5月9日)遗失，特此声明。

招 聘
节能灶安装技术人员及销售人
员，待遇优。13705714062

遗失声明
青海华奥房地产开发有限公
司互助分公司于2012年4月
16日开具给新安苑小区8号
楼4单元601室东来珍后期
费 用 款 收 据 ；票 号 N0:
2861837，金额 13466 元遗
失，特此声明。

遗失声明
李芊芊的出生医学证明原件遗失，编
号：0630116418，特此声明。

遗失声明
金鹏恺的出生医学证明遗失，编号:
F630039900 ，特此声明。

遗失声明
群科镇木哈村 126 号韩索里麻么 6
人户口簿遗失，特此声明。

遗失声明
由西宁世纪佳和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开具给客户（王风梅）的铺面29-4318
号，票号：0625981，金额：10000元的
收据原件丢失，特此声明。

遗失声明
上海凯泉泵业（集团）有限公司遗失送
货单0048386、0105999，特此声明。

遗失声明
循化县白庄镇上拉边村扶贫互
助协会遗失社会团体法人登记
证书副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51630225MJX028379J，
特此声明。

伊朗军方 10日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
海域开始为期三天的年度军事演习。伊朗
军方说，在伊方警告下，曾经在演习海域上
空活动的美国无人驾驶飞机已经离开。

【伊朗强实力】
这场军演代号“佐勒法加尔 99”，范

围是印度洋北部至霍尔木兹海峡东端
大约 200 万平方公里海域。地面部队、
海军和空军参加军演。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 10 日报
道，军方在演习期间将试验国产“征服
者”潜艇和国产“凤凰”无人机。

军演指挥官、海军上将哈比布拉·
萨尔达里告诉伊朗国家电视台，这次军
演目的是“提升伊朗军事实力，从而对
抗外国威胁和任何可能的入侵”。

伊朗军方官方网站报道，军演目的
之一是设计“进攻和防御战略，从而保
卫国家领海和船运航道”。海军将试射
地对地导弹、陆海巡航导弹和鱼雷，同
时测试由军舰、潜艇、军机和无人机搭
载的火箭弹发射系统。

霍尔木兹海峡是海湾与印度洋之间
的唯一通道，全球大约三分之一的海运
石油从这里通过。

【美机遭驱离】
伊朗军演发言人、海军准将沙赫拉

姆·伊拉尼说，军演开始前，军方已经警

告外国飞行器，尤其是美国无人机离开
演习区域。

他说，演习开始前，“我们看到美国
的无人机在这一区域集中活动，是为收
集信息”。伊方发出警告后，美方无人
机离开这一区域。

伊朗一向反对美国等西方国家海军
出现在霍尔木兹海峡，定期在这一海峡
附近军演。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 7月在
海湾举行军演，模拟打击目标之一是放
置在霍尔木兹海峡的一艘美国航母模
型。

伊朗官员先前多次警告，若国家安
全受到威胁，将封锁霍尔木兹海峡。伊
朗上一次封锁霍尔木兹海峡是上世纪 80
年代与伊拉克持续8年的两伊战争期间。

美国海军批评伊朗军演“不负责、
鲁莽”，称伊朗试图“恐吓、要挟”。

路透社 10日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
卫队和美军近些年在海湾不时摩擦。
美国政府声称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分
支派遣快艇在霍尔木兹海峡骚扰美国
军舰。

美国与伊朗的关系 2018年以来更加
紧张。美国当年单方面退出伊朗核问题
全面协议，恢复并追加对伊制裁。作为
回应，伊朗次年 5月起分阶段中止履行协
议部分条款。 新华社特稿（记者 杜鹃）

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举行年度军演
土耳其能源部一名高级官员说，土

耳其正与利比亚民族团结政府商讨在陆
地和近海开采石油和天然气的项目。

法新社 10 日援引这名官员的话报
道，土耳其正与利比亚民族团结政府、利
比亚国家石油公司等方面讨论在利比亚
陆上和离岸油气田开采石油和天然气。

这名官员说，土耳其还在探索在利比
亚开展发电项目以及“架设网络、铺设和
运营（油气）管道”的可能性。按这名官员
的说法，土耳其目前原油需求的 92％需要
进口，天然气基本全部依赖进口。

利比亚已知原油储量全球排名第
九，在非洲排名第一。民族团结政府掌
控原油生产和出口，收入交由利比亚中
央银行分配。

利比亚目前东西两大政治势力割据
对峙。民族团结政府获得联合国承认，
控制首都的黎波里等西部地区，得到土
耳其、卡塔尔等国支持；军事强人哈利
法·哈夫塔尔领导的“国民军”与国民代
表大会结盟，控制东部和中部地区、南部
主要城市及部分西部城市，受俄罗斯、埃
及、沙特阿拉伯等国支持。

土耳其意欲加强与利比亚能源合作

之际，正值土耳其与希腊和塞浦路斯激
烈争夺东地中海石油和天然气资源。

土耳其去年 11月与利比亚民族团结
政府签署地中海“海事管辖权”谅解备忘
录，划设开采油气等资源的专属经济区，受
到希腊、塞浦路斯和埃及等国家反对。希
腊与埃及8月6日签署海上边界协议，在东
地中海划设专属经济区，遭土方反对。

土耳其勘探船“奥鲁奇·雷伊斯”号、
“亚武兹”号 8 月中旬起分别在土方与希
腊有争议海域和与塞浦路斯有争议海域
勘探油气，触发希腊和塞浦路斯政府指
责。欧洲联盟支持成员国希腊和塞浦路
斯，多次呼吁土方停止勘探。

土耳其总统雷杰普·塔伊普·埃尔多
安近期多次说，土方有权在“土耳其大陆
架”海域勘探。土耳其 8月下旬宣布在黑
海发现 3200亿立方米天然气。埃尔多安
8 月 31 日说，土方“希望尽快在地中海获
得好消息，就像在黑海那样”。

上述土耳其官员说，“黑海（天然气）
是一个可观的发现，但我们依然需要更
多天然气”，即便黑海天然气全部得到开
采，“我们天然气需求的 70％仍然需要进
口”。 新华社特稿（记者 闫洁）

土耳其欲在利比亚开采油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