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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场天地 0971-

行业行风监督电话：15597009268、15597009820连续 12 年全省、西宁市发行量第一 广告量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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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遗失类广告（证照）：不分周六周日均为90元 /块·天（限22个字）

地址:西海都市报广告部（海悦酒店二楼）

怪客网吧诚聘
店长 1 名、网管、吧员 2 名。 13327675063

笑春枫水疗开业酬宾
凡在本店消费均有千元大礼包相送，百姓的消费，
贵宾的享受。 另聘各类技师数名。 13109740077

房地产公司诚聘
地产平面设计、策划文案。 52281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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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聘销售员 18397089793��范老师

大型盐浴开业在即诚聘优秀盐浴技
师 50 名，副经理、主管、收银、保洁
若干名，均包食宿，工资保底，广告
长期有效。 电话：18297198483��杨
地址：胜利路 11号西湖银峰旁

某盐浴诚聘

某房地产公司聘
置业顾问若干名。 电话：182971977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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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40 元，日结。 电话：7736358�

招 聘
佳铭造价咨询聘
预算员、审计会计，要求三年以上工作经
验。 联系电话：18697156175

96366中心招聘
因工作需要现招市场部专员，
话务员若干名， 工资面议！
18797379477���13327665736

总监、土建、水电安装、监理工程师若干名，工资面议。
长期有效。 6100139��8115651��18697298567

某房建甲级监理公司聘

诚聘
阳光生态园于 6 月 13 日正式营业，集餐饮、垂钓、休闲于
一体，可承包宴席，地址：城南徐家寨口进至上新庄方向
（老源源茶园向前 500 米铁合金厂左转）另聘厨师一名。
订座电话：18297009363��13309719333

青海艺苑旅游实业股份有限公司招聘简章
龙羊峡 5A 级生态旅游景区开发项目是青海省重点建设

项目，现因开园在即，诚聘下列人员：1.财务（经理、会计）；2.
旅游（计调、导游、售检票、讲解）；3.工程（造价、土建、电气、
给排水、暖通工程师）；3.酒店（经理、领班）；4.�船务（经理、
船长、轮机长、水手）；5.其他（安保经理、安保员、档案员、A1
照司机）；以上人员录用后待遇优厚、提供食宿。
工作地点 :青海省海南州共和县龙羊峡镇
网 址 ：WWW . QHLYX . COM ； 邮 箱 ： 2841479511@QQ .
COM ； 联系电话 ： 0974-8572277 杨先生

天香 K 王诚聘
因业务扩大，特面向社会招募以下精英：
服务员：底薪 + 提成 + 奖金 =3000-4000 元；主管：底薪 + 提成 + 奖金
=5000-6000 元；收银员、咨客：底薪 + 提成 + 奖金 =3000-3500 元；传
酒生、果盘师、保安、调音师：底薪 + 奖金 + 提成 =3000 元以上；电工：
底薪 + 奖金 =2500 元以上；保洁：底薪 + 奖金 =2300-2500 元 本公司
为员工提供住宿，广告长期有效 各店招募电话（咨询时间下午 14：00）
五四大街店：13897627805��赵经理 七一路店：18997195328�杨经理 饮马街店：15110906664��王经理

美体师，工资 3000-6000元，年龄 18-45岁；美容前台，2000-4000元，
免费招学徒，工资 1500元，管住，签合同，交养老险。 18997199111

国际瘦身聘美体师

青海慈铭体检中心诚聘
慈铭体检中心是全国最具影响力的健康体检品牌， 是国内较早通过 ISO9001 认证的
专业体检机构，青海慈铭体检中心作为西北最专业的医院体检机构，现诚聘体检业务
销售总监，年薪 30 万元、销售经理年薪 10 万。要求熟悉市场营销或医疗健康等相关知
识，3-5 年销售从业经验，具备很强的市场开拓、人际关系、客户维护能力者优先录取。
联系电话：马女士 13897255607 地址：西宁市夏都大街 225 号夏都国际 A 座。

大西部商贸诚聘
保安、保洁、水电安装管理（甲方）8122650

消防工程公司诚聘
消防工程师 1名、项目经理 1
名、资料员 1名，上述职位有
5年以上工作经验，薪资待遇
从优。 18809780565�毛先生
15209782181都女士

保安员 45 岁以下，包三餐，工资 2000 元；保洁 3 名，
工资 1600 元。 8806768��民院东侧翠雍天地小区内

三立物业聘

某公司诚聘
面包车司机 1名（9座）。 13897241829��李经理

城北某网吧诚聘
主管、收银员、网管、经理、保洁数名，工
资 1800-2800 元。 电话：18697292288

某医疗器械公司聘业务员（长期有效）
18997200917

诚 聘

世通房地产诚聘
行政专员 2500-3500元（有行政管理经验）；前期专员
4000-6000 元；会计（男）3500-4500 元；出纳（男）
2000-3500 元，本市户口；电气工程师 5000-8000 元；
水暖工程师 5000-8000元。 以上岗位享受五险 + 节假
日福利 +年终奖。 电话：6108555��13997180516

西湖银峰升级完成 因业务扩展特聘
宴会大厅配有婚宴特大电子屏背景为客户免费提供
现诚招： 部长 10 名：2400-2600 元 + 菜金提成 + 工龄工资； 迎宾 5 名：
2400-2600元 +提成 +工龄工资；服务员 20名：2200-2400元 +提成 +工
龄工资；保洁 10名：1800-2000元 +工龄工资。 电话：15897140537�刘

木里县聘油罐车司机一名，4000 元 +
奖金，包食宿。 13897630626���朱经理

诚 聘

本人有瑞风商务车和小轿车各一辆，驾
照 A2。 联系电话：13389788818

带车求职

生产工人，男女不限，包食宿，工资面
议。 13483613333���此广告长期有效

诚 聘

网吧诚聘
收银：2500 元， 网管：2400
元，保洁：2200元，三班制。
南关街店：18697296102张
五四大街店：18697218566�郑

金色阳光聘
工艺员工资 3000-4000元，兼职工资现
金结算，免费领料可在家做，定做批售唐
卡。 电话：13997380060���6157829

豪门水疗会所聘
经理、技师，工资面议；收银，2800
元、服务员，男女不限，3000 元；
保安：2500 元；保洁：2500 元。
电话：13735329809

聘大客司机
省工业职业技术学校诚聘大客司机，
A1 驾照，工资面议。 6515110

聘会计、文员
聘会计,有经验或有职称者优先，40
岁以上的优先；另聘文员、会计助
理 6 名， 对会计工作有兴趣的优
先，待遇从优。 电话：15897138888

安装项目经理助理 2 名，男，35 岁左右，大专以上学历，文员 1 名，
女，28 岁左右，大专以上学历，熟悉办公软件。 13897658581

某消防公司诚聘

诚 聘
弱电类技术人员、监控、网络
布线人员、施工人员、学徒，
能吃苦耐劳，有经验的优先，
待遇面议。 15009715610

房地产经纪公司诚聘
置业顾问，信贷专员，市场营
销，策划，工程设计，待遇优
厚。 4926844��4926830

工程部经理，4000 元 + 提成，水电专业监理，3000 元 + 提成，施工管理
员 3000 元 + 提成，营销主管，工资面议。 13897262726��18697167098

青海金澜商贸聘

招聘
招聘司机，C1 照，3 年以上工作经验，男，
45岁以下。 18309786538���李先生

青海星河新能源诚聘
文员， 要求精通电脑 ， 待遇从优。
13709730797���13519740283

诚聘导购
工资：底薪 + 销售提成 + 利润提成，年龄
30岁以上。 电话：18797373888

元棋商贸公司诚聘
销售助理（女）18-35 岁、销售业务主管 2 名、司机、业务
员，长期有效。 电话：6305670����13139088908

诚 聘
高级助理，女，40 岁左右，精通财
务；店长数名，精通玉石及高档
土特产销售，以上人员要求有一
定的从业经验，工资面议。 电话：
13107585119��13909787716
某国营单位聘
小车司机 2名（年龄 35岁左右，驾龄
3年以上， 限市区户口） 大客司机 1
名。13997056803��另聘大锅菜师傅 2
名、拉面师 1名。 13099787697

青农集团诚聘
一、摩托车业务部:销售经理 3名。
联系人:曹经理，电话:13519784292�
二、汽车润滑油部:销售经理 2名。
联系人:冶经理，电话:15897143640
三、饮料、食品部:销售经理 2名。
联系人:陈经理，电话:13897600599

某洗浴诚聘
收银、接待、保洁，工资优厚。 电话：15110949067普工、业务经理、库管各 1 名，工资面

议。 0971-6109158��13897184551

诚 聘

某通信公司因工作需要招聘员工若干名，要求员工
高中以上学历，踏实肯干，有无经验均可，有驾照优
先。 联系电话：18097073252���18997095207

诚 聘
会计、记账员、营业员、保管员、业务员。
15909718739��13997127517

诚 聘

皇冠珠宝诚聘
店长：2 名，收银员：6 名，领班：6 名，营业员：60 名，要求：1.年龄 20-35 岁，

形象气质佳，男女不限：2.自信，活泼开朗，喜欢销售工作： 3.有亲和力，有较强
的学习能力，沟通能力及应变能力：4.具有团队合作能力和敬业精神：5 有工作
经验者优先录用，薪资待遇面议。
注：应聘时请携带 1张 1寸彩色照片，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毕业证或其它证件复印件。
招聘热线：18797371333��地址：青海省西宁市南大街 18号锦园大厦（市公安局对面）

6月 18 日盛大开业

面匠一名（汉族）服务员一名，待遇面议，
此广告长期有效。 电话：13997381003

诚聘
因生意火爆急聘各类女技师，有保底，工资日结，无
任何收费，提成对半，包食宿。 电话：13897201415

某大型洗浴诚聘

银行营业网点聘
营业网点保安员若干名，45岁以下，男性，常
白班，待遇面议。 5111112�18897059980

房地产公司诚聘
预决算员、办公室文员、物业管理
员、 电工、水暖工、保洁员、值班员。
电话：8465039���13997233521

某建设公司诚聘
挂靠公路、市政专业二级建造师。 6366687

小孔美发会所诚聘
发型师、中工、学员若干名，待遇优厚。 13299760550

杰森集团诚聘
办公室副主任 1 名，工资 2800 元；人事专
员 1 名，工资 2600 元；小车司机 2 名，工资
2400-3000 元；销售员数名，工资 3000 元
以上；统计员 1 名，工资 2200 元左右，以上
岗位缴纳四险，本广告长期有效。
电话：6127733��13997280832

海尔专卖店诚聘
家电促销员 2 名，从事过家电销
售者优先。 13519768989

诚 聘
设计深化 2名、效果图制作 1名、库管员 1名、采
购员 1名、预算员（需熟悉本地定额）业务经理
2名（装修专业）会计 1名、执行经理 1名、办公
室主任 1名， 工资面议。 电话：13917588127���
13361851795���18697156938

理货员、收货员，工资 1900-2600 元，交纳
五险，享受带薪年假。 6144902��6102459

青百超市海湖店诚聘

芙蓉王天天足道高薪诚聘
技师，提成（四六分）带高薪诚聘；接待、
服务生、吧员各 5名（底薪+全勤+奖金
+提成）管理人员 5名，工资面议。
电 话 ：13997127943� 15202517359�����
13086258493

业务经理，男女各一名，有驾照者优先，30-40 岁，底
薪 + 提成 + 双休。 4125297���13195786278

润力燃气设备公司诚聘

出纳、文员、校对、司机、平面设计，待遇优厚，
工资面议。 13519708205��0971-4318927

某印务公司诚聘

顺丰速运诚聘
1、储备主管、经理各 2 人，大专及以上学历，有 1-2 年的
大型企业管理经验，物流专业优先。 培养期：3500-4500
元；2、快递员 10 名，高中及以上学历，37 岁以下，自备面
包车者优先，月收入：2000-6000 元（工作地点可就近安
排）；3、分拣员 5 人，高中及以上学历，37 岁以下，月收
入：2500-3200元，退伍军人优先。 以上职位一经录用缴
纳五险。 联系人：小陈 联系电话：13997228007���
单位地址：西宁城东经济开发区金桥路 61号

洗车工、擦车工、收银员、销售员，工资 1500-4000
元，提成日结。 15500627788��15110939969

诚 聘
男女普工，女秘书数名，工资面议。 8805112��13997102337
城东区某公司聘

泰捷保安公司聘
保安，48岁以下，8小时工作制，月薪 2300元（含
加班工资），有公休，交养老，包食宿。 5131511

某公司聘
资料录入员，35 岁以下，限女性。
18909785656��18697165626

底薪 2000 元聘焊工、机修学员 3 名，包食宿，工
资半月发。 13897256768

诚 聘

城南某物业公司招水电工一名，有证，家住城南附
近，工资面议。 联系电话：13997164939��李先生

诚 聘

会计 2 名，男女不限，财会专业，应届毕业
生，爱岗敬业，吃苦耐劳，待遇面议，一经
录用，缴纳四险。 15509716786

西宁经济技术开发区保安服务有限责任公司聘

皇子足道诚聘
管理人员、技师、技师学徒、收银、接
待、服务员、保洁、保安、电工、修脚工。
电话：13639757736��6339899

循化加油站聘服务员（女性）年龄
40 岁以下，工资 2500 元 + 奖金 +
提成，包食宿。 6111618

诚 聘

前台收银、导购，有经验者优先，有较好的沟
通能力，工资面议。 13897207992���6129177

洗车王国诚聘

收银、接待、服务员，底薪 + 提成，包食
宿。 18997066192

某洗浴诚聘

熟练电视监控安装员，汉族，要求：3 年
以上数字监控安装经验，工资 4000-5000
元，不符合要求的勿扰。 13997042205

安防诚聘

美导，每月工作 20天，休息 10天，需出差，
包食宿，工资 2000+提成 +补助，业务员，
培训讲师，品牌经理，待遇面议，此广告长
期有效。 8209907��15297198769

润世达商贸诚聘

企业诚聘
统计，女性优先；大专以上学
历。 男普工数名，以上岗位一
经录用交五险、双休、市内通
勤车接送上下班。 8863485

库管、店员、司机（汽车或三轮车驾驶经验）月薪
2000-3500 元，包食宿。 13897466995

高薪诚聘

业务员若干名，有丰富的工作经验，工资面
议。 8131433���13139093808

诚 聘
某建筑公司招聘文档及招投标资料整理文
员，待遇面议。 电话：18997263693��冉先生

招聘文员
话务员，要求懂电脑，有敬业精神。 地
址：开发区民和路 33 号创业大厦 1 楼
电话：15202590844��15897086563

申通快递招聘

餐饮 酒店

客房服务员及保安数名，工资
面议。 电话：13997284694

某宾馆诚聘

现招聘营销精英，底薪 2500+ 提成，上不封顶，谢师宴及
状元宴火热促销中。 6102688��6102788��15597169688

蓉锦之至茶餐厅聘

诚聘店长， 三年以上餐饮管理经验，
烘焙长，两年以上经验，面包师，裱花
师，收银，水吧员，服务员，以上职位
待遇优厚，有绩效工资，另聘司机，保
洁。电话：13209784740�北大街 27号

英伦时光面包咖啡店

海悦酒店聘
主 管 ：3000-5000 元 ； 接 待 ：
3000-5000； 保 洁 、 服 务 员 ：
2000-2200；收银员：2500-3000，配
菜师：3000 元， 保安 10 名， 工资
2500元； 搓背； 以上人员均享受 2
天公休日，每满三个月涨底薪工资
50元。 电话：0971-8229666���中午
12：00后拨打 13109715028��

青岛多彩扎啤强势入驻西宁市场，高薪聘
请：市场部副经理、区域经理、售后服务、
销售人员 15 名，以上岗位有经验者优先，
公司统一安排培训。 电话：13968700715

青岛多彩扎啤西宁分公司聘

值班经理、客房服务员、前台接待、保安，待遇优
厚，有工作经验者优先。 6275299

万事桓鑫酒店诚聘

德克士朝阳店诚聘
管理组 10 名，工资 3000-4500 元，服务组 30 名，工
资 2200-4000 元。 电话：8085750��15597032631

东湖宾馆高薪诚聘
门童、礼宾员、水吧吧员、保安、弱电（有经验者
优先）待遇从优。 电话：4383638��13997045326

客房服务员 5 名、前台收银 5 名、店长 2 名、水
暖工 1 名，工资面议。 13997168298

唯爱酒店诚聘

鼎尚鲜斑鱼小桥分店诚聘迎宾数名、服
务员若干名、部长 10 名，工资面议。
0971-6329609���13086276265��罗经理

诚 聘

懂简单杂面师傅 2 名、懂蒸菜大师傅 1 名、凉
菜师 1 名、服务员 2 名、收银员 1 名，以上人
员年龄 30 岁以上，长期有效。 18797344411

某饭馆聘

青海省军区招待所诚聘
餐饮领班 3200元、服务员 2600
元、前厅接待 2700/3000 元、保
洁员 2000元、客房服务员 2200
元、保安 2200 元若干名、电工
2700元。 电话：7118888/2802

会计 1 名、出纳 1 名、业务员 2 名。
电话：13897231983

胜利路五粮液店聘

收银员 2 名、服务员 2 名、水电暖工 2 名、保
安 2 名。 电话：18997211183��13897230662

宾馆诚聘

服务员、传菜生、假期工、帮厨。 电话：13909717774
清真茶餐厅聘

招 聘
因公司发展需要招聘房产销售人员 30 人,以下招聘人员工资面议：
任职条件：1、高中以上学历，有 1 年以上相关行业工作经验者优先；2、形象
好气质佳，友善且有亲和力，能吃苦耐劳，有上进心；3、通晓行业规则，具备
基本职业素养，有较强事业心者；4、具备良好的沟通能力，有较强的团队合
作意识；5、具备专业的书面表达和较强的口头表达能力。 6、身心健康，能适
应快节奏工作环境，并承受较高的工作压力，年龄 22-30岁。
地址：西宁市城中区七一路 132号（省军区右 30米）0971-4517777张经理

西海都市报广告部聘
广告业务人员、内勤若干名，要求：内勤，大专以上学历 ；业务 ，35 岁
以下，有良好的沟通能力和团队精神。 地址：西海都市报广告部（海
悦酒店东侧二楼）电话：0971-8211345 8211399

盛华地产高薪诚聘
房地产会计、房产营销策划经理、文员若
干，待遇面议。 5504570���550422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