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２０14年 1月 9日 星期四职场天地 B13
广告部主办

校对 冰宋 电 话： 8211345

东港诚聘
厨师一名限女性能住宿，生产工人数
名，年龄 25 岁以下，男女不限
电话：8813156 王经理

某宾馆诚聘
前台收银，女性，年龄 45 岁以下，
工资+提成+全勤，另聘做饭工。

15897180023 13709746521

四海网吧诚聘
网管数名，三班倒。

13099750908 13897622229

天香 K 王城西店
天香 K 王总店聘：服务员 3000 元，咨客，
收银，传单，保安 2500 元，保洁 2000 元。
15111716443

雍之缘虫草店聘
女营业员若干名， 年龄 20-35
岁，有经验者优先，工资面议，
有意者请联系：13897581544

诚 聘
工地现场主管、 施工员、办
公室主任、出纳、司机一名。
8564612 18609745158

诚 聘
搬运工，能吃苦耐劳。
13997043369

家电公司聘
会计（男性）、发货员 20-35 岁，城东佳。
电话：13997043146 13997193858

网络会所招聘
同仁路梵天网络会所招聘收银、网管数名，
三班倒，1900+200 网费。 13897423008

某酒店诚聘
大堂经理，30-50 岁，男性，有酒店管理经
验者优先。 电话：13109712833 晁先生

急聘
某国企招聘司机，B2驾照，有货运资
格证。 电话：4516309�15609786323

·职场天地
100元/块·天，两天以上 90 元/块·天；周六、日 90 元/块·天，
两天以上周六、日 80 元/块·天（限 22 个字）
60 元/行·天 周六、日 50 元/行·天（限 10 个字，[6 号字]）
遗失类广告（证照）：不分周六周日均为 90 元/块·天（限 22 个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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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址:西海都市报广告部（海悦酒店二楼）
连续 12 年全省、西宁市

发行量第一
广告量第一

上
门
服
务
热
线行业行风监督电话：15597009129、15597009820

西海都市报广告部诚聘
因业务量增大，现向社会公开招聘：
1、设计制作人员，会熟练应用平面
设计软件，photoshop 软件， 北大方
正飞腾软件。 2、业务人员，35 岁以
下，有良好沟通能力和团队精神。
报名地点：西海都市报广告
部（海悦酒店二楼）咨询电
话：6132429 6132415

公司 企业

招 聘
小车司机一名 ，25-40 岁之
间，驾龄 5 年以上。

电话：8145155 15500553454

丽江龙继斑鱼火锅聘
洗碗工，捡菜工 4 名，月薪：1800+100
元全勤+工龄； 服务员 10 名 （女）月
薪 ：2200+200 元全勤 ； 保洁员 3 名
（女）月薪：1800+200 元全勤；切配工
4 名，月薪：2000+200 元全勤。
地址：海湖新区文景路魅力金座 KTV
向东 200 米，电话：15202554562

西宁城东经济开发区保安公司招聘
男女保安， 年龄在 45 岁以下，工
资 1600-1800，家住盐庄附近 。
电话：15509716762 13099773735

8244565

某机关单位招聘
打字员，待遇面议，

房地产诚聘
土建工程师， 水电工程师各 1 名，本
科学历，8 年以上工作经验者优先。

7118586

湘闻广告聘
招聘学徒 10 名，操作工 5 名，工资面议。
13519766154

长期招聘
渔夫码头旗舰网吧：保洁、网管、收银。
联系电话：13997189095 （朱经理）

诚 聘
货车司机。 电话：13099793777

建国路移动公司招聘
男女营业员，年龄 40 岁以下，底薪 1500+ 提
成。 电话：13897588786

售楼置业
顾问，秘书，形象好，气质佳， 中专以上学历，年龄
18-25 周岁，有无经验均可，待遇底薪 2400 元+佣金。
电话：18697168000

招 聘
某集团公司诚聘业主代表， 建筑会
计各 1 名，要求 5 年以上工作经验，
45 岁以下， 能独立承担相应工作，
工作地点：平安县，待遇面议。
联系人：杨主任 13897228111 0972-8610122

西宁城北区海阔家电制冷维修部
聘电暖空调销售。
5505705

物业公司诚聘
出纳 1 名，（上岗证，会计证），三年以上工作经
验，水电维修工，保安，保洁若干，待遇面议。
联系电话：13997248807

某搬家公司聘
司机、搬运工，可长期工作者优先。
6273609

某物业公司聘
电梯工一名（需持电梯证上岗）保安数名，工资面议。
7730776 13734602908

青海胡杨情旅游车队
对外提供包车服务，手续，保险，车型齐全
（9-55 座），价格优惠，此广告长期有效。
联系电话：5566392

西宁雄瑞保安服务有限公司招聘
营业网点，保安员若干名，45
岁以下，男性，待遇面议。
电话：5111112 18897059980

体育用品公司聘
纯手工缝足球，5 分钟学会，可带
回家做，每只 25-35 元，日结。
电话：7736358

高原小勇士拓展乐园诚聘
女营业员、男教练员各 2 名 ，周六日
兼职教练员 5 名，工资面议。
15202560678

金岛福特 4S 店招聘
漆工、钣金工（大工）。 工资 4000-5000 元。
13897201918 马先生

青海鸿图商贸公司
因公司业务拓展需要， 现面向社会诚聘商超
业务及终端业务数名，另招司机，待遇面议。
13997286382 13897204380

集团公司招聘
项目经理 、施工员 、质检员 、安
全员、技术负责人、会计、出纳。
电话：18697269918 8226611

招十字绣工
十字绣，珠绣，中国结，挂件加工人员，
每件 15-5000 元，另招加盟商，
电话 13327669644

某单位招聘
资料员，男女不限，大专以上学历，
年龄 28-45 岁，待遇 3000 元以上+
福利+双休。 13997068543�薛女士

医院诚聘
导诊、医助、护士、检验士、药剂士。
联系电话：13897260989

诚 聘
护士一名，长期有效
15202558184

工地现场主管、施工员、办公室主任、出纳、司机一名。
8564612 18609745181

诚 聘

江南水都盛大开业
现招聘接待、服务员、保洁等岗位数名，另聘优秀技师。
18397115123

某水疗会所聘
主管，收银，接待，服务员，保洁，待遇优厚，均包食宿，
联系电话：15500508462�����8136668

长信会计公司聘
会计 2 名，有经验熟练财务软件。
13897282859

财税 招聘招 聘
某 KTV聘经理、客服、男女服务员，工
资待遇高。 13997069887

塞奇西饼诚聘
店长，营业员，生产员，销售助理，裱
花师，分货员。 待遇优厚，缴纳社保。
电话：18997177139

笑春枫洗浴招聘
盐奶技师、服务员、收银员、保洁，
工资面议，招聘长期有效。

13099773896

某宾馆诚聘
前台收银、领班、保安，工资
面议，长期有效。

13709783674

禾田居诚聘
门迎，服务员，传菜生，面点，粘板，打荷，刷碗，工资面议。
电话：8295711

KTV娱乐诚聘
大堂经理，女收银员，男女
服务生，有经验者优先。
电话：13997040816

兴欣网络会所古城台店诚聘
收银若干名，待遇：2100 元+工龄工资+年
休，三班制，包吃包住。

联系电话：18997272906 13389758253

酒水公司诚聘
送货司机若干名， 有货运资
格证，工资面议，非诚勿扰。

13997074257

海之星食品有限公司
招聘业务员数名，长期有效。
15109710368

重庆朝天门火锅海湖店诚聘
前厅经理、服务员、收银员、门迎、
保洁 、刨肉师 、洗碗工 （女 ）、面点
师，待遇 1800-3000+全勤+奖金

18697189089 13086286366

皇子集团招聘
总经理助理（能上夜班）、办公室文员、收银员、服务
员、营销员及现场管理人员（有酒店管理经验者优先）
8139000 13997278505

布朗尼亚西餐火锅诚聘
服务员 3000 元，传菜，打荷，吧员，收银，
门迎，厨师，钢琴，维修 ，库管 ，司机 ，保
洁，洗碗，值班，休四天/月+工龄工资
13195791331

青海亿民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出纳：女，大专以上学历，财务相关专业，
有会计从业资格证。 从事出纳工作 1 年
以上， 月薪 2200-3000 元， 缴纳五险一
金，提供午餐，有通勤、通讯补助。
联系电话：0971-4512372 陈女士

某公立社区医院中心诚聘检验师二
名、护士一名，有资格证者优先。

急 聘

电话：13327671951

高薪诚聘
业务经理 6 名：3500+养老+年终奖+提成；
文员 4 名：1800+养老+年终奖

13709726447

某事业单位招聘
保洁 2 名，食堂厨师 1 名，工资面议。

13997138237 4728884

王府井百货新宁广场店聘
女导购，25-40岁，中专学历，底薪+
提成，缴养老保险。 13639718970

聘手工制作员
简单易学，带料回家制作，长期招聘，可兼职，现结工资，
签回收合同，另招加盟商。 18397089793 范老师

青海百货有限责任公司
1、楼层主管：2200-3500 元
2、客服人员及播音员：1700--2400 元
3、导购员：1800-3800 元
4、理货员、收银员、司机、配送员、库管员。
联系电话：6144902 马先生、李女士

湟中城管局招聘助管员
湟中城管局招聘助管员，时间延长至 2014 年
1 月 7 日，节假日不休，要求大专以上学历或
退伍军人优先录用。 报名地点：湟中城管局

0971-2232323

商场招聘管理人员
总经理 1 名、 营销经理 1 名、 招商运营部经理 1
名、保安队长 1 名、水电工 2 名，待遇面议。
6131888 18997291029

服务人员，28-35 岁，大专学历（男）
6 名，本市户口 （不含三县 ）截止日
期：1 月 16 日。 电话：8179013

现招城东区卫生监督协管

某建筑公司诚聘
具有经验的施工员，安全员、资料员若干名。
18297179666 星先生

西宁旺旺食品有限公司
1、普工（急招 10 人）：每班 12 小时。 2000-
3000 元/月；2、成本会计（1 人）：1 年以上工
作经验；3、警卫：有一年以上工作经验，能
适应倒班，退伍军人优先。以上岗位均提供
食宿，入职后即缴纳五险一金
联系电话：0971-8817888（转）197140

青海西北餐饮有限责任公司诚聘
营销 10 名，工资面议，有相关
经验者优先；服务员、保洁、保
安、洗碗工数名，提供住宿。
联 系 电 话 ：8863811 张 女 士 13997038785
王先生 地址：长江路 75 号华德大厦 8 楼

三江美度假公寓现招
服务员，2 名（女性），聘会计，工资面议。
联系电话：13109717956

富康居餐饮会所招聘
主管 4000 元、部长 3500 元、保洁 2000 元、服务员 2300 元。
15297216887

巴蜀人家聘
巴蜀人家聘经理、部长、服务员 、
传菜生、保洁、收银员，待遇从优。

电话：13519765296

盼盼食品集团聘
因业务拓展需要，现西宁市场
招 聘 5 名业 务 人员 ， 月 薪
3000 元左右，有经验者优先。
联系电话：18697183834 13997482173

餐饮 酒店
咖啡店诚聘
本店诚聘服务员、月薪 2000+提成+补助。
联系电话：13897212343 黄经理

大众洗浴急聘
专业女搓背按摩技师。
电话：18297193903 7721606

电话：15597032070

某大型奶牛场诚聘
挤奶操作员 2 名，农机驾驶员
2名，清粪工 2 名，要求：男性，
单身者优先，至少签订一年以
上劳务合同 ，待遇从优 ，可包
食宿，具体面议。

招 聘
某公司招保安 ， 年龄 50 岁以下 ， 工资
1700-2000 元 联系人：13997162879（宋）

招聘启事
青海粤海农牧科技集团主要从事高原
农、牧、渔绿色食品加工，现急需如下人
才：1、生产厂长（2 名）：男性，食品制造或
相关专业毕业学历， 有从事食品加工管
理工作经验者三年以上者。 2、营销经理
（2 名）：男女不限，负责开拓，维护市场，
主要以酒店、高档会所、土特产店及重点
区域 BC 店等渠道为主。 3、水库冷水鱼
养殖场长及技术员（各 1 名）；4、董事长
助理（1 名）男性，45 岁以下，专科以上学
历， 具有较强的沟通能力和管理执行能
力， 有从事企业办公室主任三年以上者
优先。 5、技术员（2 名）男性，食品工程及
相关的专业，大专以上学历；从事高原肉
食品、渔产品生产三年以上。以上人才符
合一经录用， 提供当地行业内具有竞争
优势的薪酬。
联系人：余先生 联系电话：18997406066

某工厂诚聘
设备操作工，限男性，年龄 20-45，包吃
住，一经录用，待遇丰厚。 15597015275

某单位招聘
资料员，大专以上学历，年龄 25-48 岁，月
薪 3000 元，有三金+双休。 13897661654

香港莎鲨家纺诚聘
女司机、 优秀导购，25-38 岁 ， 底薪
1900+养老金+提成。 13519709201

铭久汇诚聘
店员、收银员、司机，男女不限，年龄 25-38岁，
待遇 ： 底薪+提成+福利+工龄+养老 。
18609710515李女士 18609710657姜女士

诚 聘
货车司机 2 名， 配送及仓管
员 3 名，工资面议。

13519774445

疏通钻孔管道大王
聘司机一名，工资面议。
13327669098

搅拌车司机若干名， 要求：B 照以上资格证，
驾龄 3 年以上（州县司机、有相关经验者优先
录用）待遇：基本工资+提成，提供食宿。

西宁南联商砼诚聘

联系：13997147269 刘队
15297189167 雷先生

电话:13619712010

蒙娜丽莎高薪诚聘
网络推广，电工，前台接待，店
内销售，人事部经理，数码化
妆，摄影助理各数名，销售部
门，男女不限，以上岗位无需
工作经验，免费培训上岗。 另
聘取件员，保洁，月薪 1600元 某物业公司诚聘

出纳、会计（年龄 45 岁以内）另宾
馆前台接待，薪资面议。 5504400

某建筑公司诚聘
施工员（有工作经验），安全员、资料
员若干名。 18297179666�星先生

某建筑公司诚聘
施工员（有工作经验），安全员、资料
员若干名。 18297179666�星先生

诚 聘
工作人员，女士优先，大专以上学历，28-48
岁，待遇 3000+福利+双休。 13997271019

城中某茶艺诚聘
服务员，女性，下岗职工优先，待遇面议。
15009718888

浮生酒吧诚聘
男女服务员，全职、兼职，工资面议，长期有效。
13619711753

招 聘
本公司在西宁招聘男保安 10 名，年龄 47 岁以下，工资 1800 元。
电话：15597176930

大通县信用合作社各乡镇招聘
男保安 10 名，年龄 48 岁以下，工资 1800 元/月。
0971-2728570

爱客者袜业诚聘
文员、促销、业务员、学生假期工，可日结工资 50-380
元/天，可兼职或长期干，招代理商，年赚 30 万。
13007783775�8457772

荣丰御膳诚聘
服务员、传菜生、迎宾（假期工也可）
营销、服务部长、保安，待遇从优。
电话：18609788839

诚 聘
导购 10 名，1800-3000 元；业务副经理 1 名，3000-5000 元。

6279312 13997271453 李经理

招聘
小桥大街商场导购，底薪 1500+
提成。 电话：15597023579

招聘
护士、药剂师，2 名，有证。
联系电话：1869715240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