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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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面点师傅、凉菜师、配菜师、部长、服务员、洗碗
工。 8082880��18697250136（胜利路 57号）

鸿鲸鱼·中华名火锅聘

1、财务人员 1 名，物业管理人员 2 名，电话接待员 1
名，大专以上学历，有相关经验者优先。 2、水工、电
工、油漆工、电梯维修工、消防管理员等若干名，有
工作经验或持相关证件者优先。 3、秩序维护员若干
名：月薪 1900 元 -2500 元，45 岁以下，男女不限。 4、
保洁员 10 名，年龄 50 岁以下，月薪 1300-1600 元以
上人员录用后均可享受： 工资 + 年终奖 + 其他福
利，此广告长期有效。 工作地点：国际村生活城、海
湖新区萨尔斯堡、城北国际村。 联系地址：西宁市夏
都大街 190 号。 咨询电话：8132136

宁夏中房西宁物业公司诚聘

文员数名，有工作经验者优先，二级建造师
挂靠数名，另聘厨师二名。 18797198615

本公司诚聘

统计 2 名、营业员 5 名，均为女性；司机、库管各
2 名，男性，待遇从优。 13997245912

A·里蛋糕诚聘

前台收银、餐饮楼面经理、部长、服务
员。 18697239056���13007760678

景江酒店诚聘

兰州百事饮料有限公司聘
1、业务代表：中专及以上学历，工作认真踏实、思维敏捷、乐于沟
通，能够承受较大压力，工作地点：青海市区、青海外埠。 2、区域文
员：大专以上学历，熟练操作办公软件，有较强的工作计划性及责
任心，善于沟通交流，工作地点：西宁市。 以上岗位基本薪资 +绩效
+五险一金 + 双休。 电话：0971-8063489��0971-8869239�刘女士

主管、服务员、保洁、足疗技师数名，待
遇面议。 18297184118��13109796083

某洗浴诚聘

计量工程师、桥梁工程师、试验员、安全员、技术员、资料
员、司磅员、保管员，工作地点：州县。 0971-6278373

正和路桥诚聘

家庭餐馆高薪诚聘服务员、领班，工资：
3000-5000 元。 18697129981

高薪诚聘

1、总经理助理 1 名，工资 4000 元；2、项目部文
员 3 名， 工资面议；3、 防疫员 2 名， 工资
2500-3000 元；4、兼职销售 4 名，工资 3000 元。

杰森集团诚聘

电话：6127733��13997053277��13997137052

市场业务经理、业务员，年龄不限。 13389786681
荣淇商贸公司高薪聘

牦牛角印章制作技术人员。 15500773681
高薪诚聘

(清真)东江海鲜城
副总助理 1 名，6000-8000 元；经理 2 名，5500-7000 元；主管 3 名，3500-6000
元；以上人员另加绩效奖金和业绩奖金。
营销 10 名，2800-6000 元； 收银、迎宾 5 名 2700-3200 元；
服务员：20 名 A 级 3200-4500 元、B 级 2950-4500 元、C 级 2700-3200 元；以上
工作人员另加提成 +业绩奖金。
保洁（男性）3 名：2700-3200 元； 传菜生：10 名 2700-3200 元；
火锅后厨：凉菜 配菜 员工餐 调酒 洗碗 洗菜，工资面议。

以上人员实行两班制，均包食宿、每月带薪休假 3 天，发放 33 天工资，工作满二年每月补助 400 元（本广告长期有效）。
前厅：13139088999����后厨：15525885657

金富苑餐饮旗下东江海鲜城，人员储备特聘

营销经理 20 名：4500-18000 元；咨
客、 保安各 8 名：2300-3500 元；服
务员 20 名：2500-5000 元； 保洁 5
名 ：2200-3500 元 ； 果 盘 师 ：
2300-3000 元； 以上员工一经录用
下班均有车送，此广告长期有效。
地址：西关大街永和大厦 6 楼
电话：13139062326��14797085039

糖果量贩 KTV全面升级聘

青海金座集团诚聘
商务部主管签订合同经理、经理助理若干名。 要求：具备法
律及建筑工程造价业务知识， 有从事大型建筑企业相关工
作经验者优先。 联系电话：13327699001��0971-6309688

D�J 师 100 名：日薪 400 元，从事过有关专业者优
先；楼面服务员 60 名：形象气质佳，月收入 6000
元以上（有相关经验者优先），文员：月薪 2600 元，咨
客：形象气质佳，工资面议，保洁：月薪 2000 元。
楼面管理人员、化妆团队，工资面议。
联系电话：0971-7929999���15500575977
联系地址：西关大街 57 号戛纳汇
面试时间：12：00-19： 00��

招
聘

金富苑肥牛胜利路铂金店开业在即
聘：经理 5 名年薪 10-20 万，部长：20 名年薪 7-15 万。
服务员：100 名 A 级 3000-4500 元、B 级 2750-4000 元、C 级 2500-3500 元；
迎宾：20 名 2500-3500 元；收银：10 名 2500-3500 元；保安：10 名 2500-3500 元；
传菜生：50 名 2400-3200 元；保洁：20 名 2200-3000 元。
后厨：刨肉、面点、洗碗、洗菜、库管、会计，工资面议。
以上人员实行三班制，均包食宿、每月带薪休假 3 天，发放 33 天工资，工
作满一年加工龄工资 200 元（本广告长期有效）。

电话：18909788334�������15597688899

蜀九香火锅青海西宁旗舰店
中国十大火锅品牌，成都蜀九香入驻夏都西宁，现招聘以下人员：
服务员、传菜生 2700-3100 元；收银、迎宾 2800-3200 元；墩子、刨肉师 2700-3100 元；料房、面点师
2500-4100 元；库管 2100-2500 元；会计 3000 元 -3400 元；保洁 / 杂工 2300-2900 元；出纳 2600 元
-3000 元。 福利待遇：1、免费提供食宿，宿舍配有专门人负责打扫卫生、配有电视、wi f i 、热水器、洗衣
机等设施 2、每月优秀员工除享受优秀员工奖外、还给其父母发放“慰问金”；3、年度优秀员工公司奖
励“金元宝一枚”；4、年度优秀劳模公司奖励可带父母、伴侣享受“公费旅游”；5、有子女的员工工龄
年满 2 年以上享受公司员工子女“成长基金”；6、每月带薪休假四天；工龄奖每半年 \50� 元，员工在公
司满一年，享受带薪年假，并报销往返车票 7、培训期间均为带薪培训，享受基本工资。
地 址：黄河路 14 号玉珠花园 应聘电话:�15597013000��13099773865

咖啡师一名，热爱咖啡，有亲和力，善沟通，爱
卫生的你加入。 13997072935

招聘

高薪诚聘平面设计、喷绘、雕刻机操作人员、
微货司机。 13519771778

西宁维德广告公司

金座房地产公司诚聘
1、总经理助理 1 名，要求：男性，35 岁以下，从事 5 年以上相关工程建设技术、
管理经验者优先；2、文秘 2 名，要求：35 岁以下，有较强的文字写作能力，熟悉
公文写作，从事过相关工作者优先；3、档案管理员 1 名，要求：女性，40 岁以
下，有从事档案管理工作 3 年以上；4、建设工程技术负责人 4 名，要求：男性，
40 岁以下，有 5 年以上相关工作经验，熟悉室内外装饰工程者优先；5、工地库
管员 4 名，50 岁以下。 联系电话：15500577655（徐工）15500577771（车工）

市场业务员数名、市区内配送司机数名，待遇面
议。 13997286382��13897442556

青海鸿图商贸公司诚聘

足疗技师及学徒，五五分成，保底 4000
元；另聘接待、服务员、主管经理、保
安、收银，工资面议。 13997061888

（金座）顺发足道诚聘

味蜀吾老火锅力盟店诚聘
服务员、 传菜员 2500-3200 元； 迎宾 2800-3200 元； 员工餐师傅
3500-4000 元；墩子 2500-3200 元。 福利待遇：免费提供食宿、配热水
器、洗衣机、wifi 等，月、半年、年度优秀员工可享丰厚待遇。 地址：
城西区五四大街力盟 3 号楼 2 层 电话：15500559484���13997227809

（清真）御香苑火锅小桥铂金店开业在即
聘：经理 2 名，月薪 6000-8000 元；部长 6 名：2800-3200 元；
主管 2 名：3500-4000 元； 传菜生、 服务员 50 名：2400-3000
元；门迎、收银 10 名：2500-2800 元；后厨：主管、刨肉、面点、
洗碗、拣菜、会计、保安、保洁若干名，工资面议。
电话：13897644691（张）15202518567（付）以上人员一经录用均包食宿，
每月带薪休假三天，全勤 200 元，工作满一年加工龄工资 200 元

金色阳光聘
手工工艺员，工资 4000--6000元，兼职
按件现金结算。 免费领料可在家做长期
有效。 电话：13997380060���6157829

招 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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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钣金工、漆工、机修工、电工、车
间主任、学徒、会计、库管、前台、
出纳、收银、洗车工，薪资面议。
18097409639��18797381119

某汽车修理公司诚聘

盛世桃源酒店诚聘
1、 会员顾问：5000 元以上；2、 收银员：2600-2800 元 ；3、 按摩技师：
12000-20000 元；4、足疗技师：4000-8000 元；以上人员要求女，形象气质
佳，责任心强。 5、男女服务员：2400-2800 元；6、保洁：1800 元，厨房学
徒、配菜、洗碗工；7、网管，工资 1800 元；8、保安，工资 2100 元。 一经录
用，待遇从优，均提供食宿。 地址：青藏铁路花园旁（22 路车终点站）。
电话：0971-7120555、13897430418、13848615161（厨师长）

迎宾、收银、水果师、客服、督察、保洁。 18697249250
皇家国会诚聘

门迎，底薪 2600 元；服务员，2300 元；传菜生，2300
元， 以上人员均为底薪 + 全勤 100+ 优秀员工奖 +
提成。 凉菜中工 2 名，2600-2800 元 + 全勤；打荷数
名，2300 元 + 全勤；砧板 1 名，2600-2800 元 + 全勤。
电话：18893711141��8295711

禾田居酒店诚聘

熨衣工、洗衣工各一名，年龄 30-50 岁， 有敬业精神，吃
苦耐劳，有工作经验者优先。 6316777��15209789992

卡柏洗衣店诚聘

保安、收银、接待、保洁、服务员、男女技师、监控员、预
订员（有经验者优先）电话：0971-6339899

皇子集团诚聘

客房服务员若干名，工资面议。 13007793517
郁金香宾馆诚聘

前台收银、客房服务员、保安员、员工餐师傅。
电话：0971-8146777���13519709898��林经理

新润商务宾馆诚聘

川菜厨师 4 名（4000-6000 元）、配菜师 2 名（3000-3500
元）、洗碗工 2 名（2500 元）、服务员（2700 元）、火锅配
菜 2 名（3000-3500 元）13139086262

鲜尚语石锅鱼诚聘

男、女服务员、水电工、
勤杂工， 工资面议，包
食宿（45 岁以下）。

某休闲会馆诚聘

18997219361��18935510008

餐饮 酒店

塞奇西饼诚聘
财务总监、总经理助理、网站主管、平面设计师、分货
员、送货员、司机、店长、营业员。 电话：18997177139

餐饮经理：40 岁以下，有丰富经验；会计：女性，
45 岁以下，具备中级从业资格；保安：男性，45 岁
以下，责任心强，复退军人优先；门童、收银：男女
均可，形象气质佳，薪酬优厚。地址：同仁路 2 号
电话：4383636���18097180988����18097180986

某宾馆诚聘

服务员、 传菜生若干名， 包食
宿， 底薪 + 全勤 + 工龄 + 奖
金 ， 待 遇 优 厚 。 电 话 ：
18697145324���13639753498

溢香源餐饮诚聘

西餐大、小工、地方菜主管、面点主管、面点大工、凉
菜中工、打荷。 15500600608��
另聘收银员、电工、保安、服务员、传菜生。 8164957

西宁大厦诚聘

厨师长、二厨、主配、打荷、蒸菜、凉菜、面点、前厅经理、主
管、部长、服务员、传菜生，包食宿，待遇优。 13327672168

天下江南湘菜诚聘

电话:15110915674 朱经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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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件员 2
名，调度 1名男女不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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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诚聘手工制作
月薪 4000-6000，新熟手均可，可免费
领料回家制作，工资当日结算，另原
材料批发。 15909716339��8568884

收银、网管、保洁，待遇面议。 电话：13997287675
海湖新区网吧诚聘

服务员、保洁、吧员、收银，工资面议。
电话：15509719299��13107585863

某洗浴招聘
营销人员 5 名， 底薪 1800 元 + 绩效提
成 + 奖金 + 工龄工资 （满一年转正后
交保险）另招发行员。 13109754523

某公司招聘
地质测量、物探、专业技术员若干名，35 岁
以下，大专以上学历，待遇优越，有诚意者面
谈。 联系电话：13897216270��18809715658

某矿业公司诚聘

生产工人、会计、收费员、化验
员，待遇面议。 13327644582

青海百德食品有限公司聘

业务员（食品类）、送货司机（微货）要求从事相关工
作，城北区优先，薪酬面议。 18993897567（倪）

本公司长期招聘

一、快递员（长期招聘）（工作地点可安排住址就近）：职位要
求：男性 37 岁以下，高中及以上学历，月收入 2000-6000 元 + 五
险 + 节假日福利。 二、运作员（5 人）：职位要求：男性，35 岁以
下，高中以上学历，月收入 2500-3200+ 五险 + 节假日福利。 三、
大客户销售（3 人）；四、储备经理、主管（各 3 人）；五、行政经
理（1 人）；六、市场销售经理（1 人）。 联系人：白女士 联系电
话：13997228007��面试地址：城东开发区金桥路 61 号

青海顺丰速运诚聘

西宁雄瑞保安聘
营业网点保安员若干名，45岁以下，男性，常
白班，待遇面议。 5111112���18897059959

某地产聘物业经理一名，有三年以上从业经验，
并持有物管相关资格证，薪资面议。 8589178

聘物业经理

建筑、结构设计师、土建、安装预算员若干
名、监理员、总监。 13897454971�郑先生

某工程咨询公司诚聘

司机一名，要求 35-45 岁，驾龄五年以上，土
地评估人员 2 名，工资面议。 13519776459

土地评估公司诚聘

商超主管（女）、业务员、促销员数名、电脑
开票员，以上有经验者优先，长期有效。
电话：6305670��13139088908

元棋商贸公司诚聘

家常菜厨师、厨房帮工（女）、服务员（女）
下岗职工优先，待遇面议。 15009718888

城中某茶艺诚聘

优秀女导购数名，月薪 3000-5000 元，要求
面试。 8242779���13897280550��

哥泰弟豪诚聘

秘书、接待员、餐厅服务员、通勤车司机、小
车司机、客户经理，以上岗位一经录用，均
包食宿。 8815111��此信息长期有效。

青海居易集团诚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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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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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097338322

某房建甲级监理公司聘

助理 6 名（保底 2500 元）有 1-2 年工作
经验，另聘发型师 6 名。 13897650561

美发店诚聘
带班经理，工资面议。 鞋吧对
外承包。 18209712899

诚 聘

技术员，销售人员数名，男女不限，有
无经验均可。 6181737��13709753999

青海恒远科技公司诚聘

本公司是一家全国连锁的专
业养生机构， 现因业务扩展
诚聘： 店长 5 名，3000-5000
元（限女性）；前台 5 名，女
性，2000-3000 元；讲师 1 名，
女性，2000-3000 元；按摩师、
足疗师 20 名，3000-5000 元、
客服 2 名，女性，2000 元（不
会者可带薪培训）后勤 2500
元、保洁 1600 元，以上岗位
录用后， 购买养老和医疗保
险。 13309714960�卢老师

高薪诚聘

总经理助理、计算机管理员、印刷操作工、学徒、装
订工，转正后办理五险。 13997200144�程先生

高薪技术企业诚聘

某 4S 店招聘出纳
及办公室人员。
18697149964��8804930

诚招：办公室主任一名、
机修工一名、车间操作
工 50 名，薪资面议。

生产企业诚聘

18797194559��0971-2833288

本公司急聘总监理工程师 2 名、监
理员若干名，工资面议。 联系电话：
18097013337��0972-8325525

诚 聘 中茶·世界茶园青海旗舰店隶属于中
粮集团成员企业， 中国茶业有限公
司，位于西门华联商厦后门。 现招聘
导购员 / 店员数名， 工资 2200 元 +
提成 + 奖金 + 餐补。 要求： 女性，
20-40岁， 形象气质佳， 有经验者优
先。 电话：6114898���15309716475

特保，男，20-35 岁，月薪 2700-3000 元，身
高 175CM 以上，复转军人、警院，有驾照者
优先。 电话：8453724��13734656881

西宁保安公司聘

骨科器械跟台人员，公司负责专业的岗前培
训，医学专业，有无工作经验均可。
李经理：15897084388��陈女士：13997152935

专业医疗器械公司高薪招聘

擦车工数名，工资 1800-2700 元；美容学徒 2 名、厨师
1 名，工资 2400 元。 电话：18209788877���6111625

某洗车行聘

聘优秀导购，女，18-30 岁，形象气质佳，有责任心，有经验
者优先，待遇面议。 电话：18797147977��13897237097

尚宫服饰
大十字好想你米粉店招聘服务员， 工资
2500-3000 元，包食宿。 18797331777

诚聘

西宁市区业务员 1-2 名、省内招商业务员，
底薪 + 提成，3000-5000 元；省外招商业务
员，底薪 + 提成，3000-6000 元；产品研发
部设计人员，1-2 名，2000-3000 元 + 奖
金、后勤 1 名，长期有效。 15500551898

诚 聘

业务员数名，待遇面议，工作地点：城北区小
桥大街 15597510919���18597105999

公司诚聘

土建预算员、安装预算员、项目经理、技术员、施
工员、安全员、会计、出纳、资料员、秘书长（男
性）、秘书，本广告长期有效。 18697269918

集团公司诚聘

某民办学校诚聘文秘一名，男，40�岁左右。
要求熟练电脑操作。 有较好的文字功底，工

作踏实、 认真、待人忠 厚、交流沟通能力强。 曾
从事文秘、宣传工作、档案 者优先。 工资面议。
电话：13997220658

西宁第一私立高中
诚
聘

某驾校招聘教练员数名，待遇面谈。
联系电话：13909713158��岳先生

驾校招聘

保安：2800 元 / 月； 保洁 ：2700 元 / 月 ； 接待 ：
3000-7000 元；技师：工资面议。电话：15297123833�李

某洗浴诚聘

某商场面积 5000m2需进行消防、
通风、改造和装潢，希有资质公司
洽谈联系。 电话：15202592559

保安、维修工数名，工资面议。
电话：13107581713��15897178883

华德物业诚聘
诚聘：全科大夫、护士，可合
作经营。 18697222233

尕玛土登中藏医门诊部

土建监理工程师 4 名，专科以上学
历，5 年以上工作经验， 具有监理
工程资格证， 工资面议。 电话：
18909719026�于 18997088973 胡

青海省通信服务有限公司诚聘

盐浴技师、技师学徒数名，提成高，管
理人员数名，工资面议。
18797298111��13309799079��陈经理

格尔木大型盐浴急聘

招聘销售精英数名，有无经验均可，可
上岗培训。 18997260244��唐女士

振青房地产中介公司

保安 30 名，45 岁左右，1700-2000 元；管理人员，有
驾驶证；文员，懂电脑。 6162289���18997069578

青海世昌保安服务有限公司

工业会计 1 名，中级职称，五年以上经验，出
纳 1 名，待遇面议。 8814381��18997130237

城南工业企业聘

保安：年龄 35-40 岁，有经验者优先；服
务员、保洁：能吃苦耐劳，包食宿；另鞋吧
承包，价格面议。 电话：13519768470

高薪诚聘

收银、吧员、服务员，各类男女技
师若干名。 电话：13099772937

某大型洗浴诚聘

电话销售、业务员 3 人，男女不限，年龄 25-50
岁，有双休，待遇丰厚。 电话：13897586878

西宁号簿公司诚聘
客服、快递员、分拣员数名。
地址：经济开发区民和路 33 号
15202590844��13086262699

申通快递诚聘

业务精英 10 名，年龄 35 岁以下，待遇：底薪 + 绩效 +
提成 + 奖金，月薪 5000-8000 元。 18997262034

金牛管业招聘

业务员（食品类），送货司机（微货），要求从事过相关
工作，城北区优先，薪酬面议。 18993897567�倪

本公司长期招聘
拉面师傅、服务员、洗碗工、厨工，底薪 + 奖金 +
提成，包食宿。 13897264226

诚 聘

小炒厨师、配菜，能吃苦耐劳，待遇面议。
电话：18709712018

招 聘
聘人力资源部经理、公路工程资料员、挖掘机
司机若干，有工作经验者优先。 15597036620

某公司诚聘

员工，勤劳有责任心、忠于职守，有无
学历均可，退伍军人优先，另招文秘
一名。 13327691772��13519763649

某公司诚聘
楼层主管、收银员，工资：1800-2400
元。 6144902��6102459

青海百货诚聘
中医科、内科、妇科、针灸理疗科、疼痛
科、B 超等人员。 18597019422�耿主任

高薪聘医疗精英
导诊、检验士、手术医生、网络咨询
员、办公室主任。 18809716888

医院高薪诚聘

青海柏悦酒店招贤纳士
是集住宿、会议为一体的涉外、旅游、商务酒店，拥
有客房 120 余间，柏悦酒店即将盛大启航，承招行
业精英，欢迎有识之士前来加入，共创辉煌：
1、前台收银；2、客房服务员；3、库管；4、保安兼锅
炉工；5、保洁。地址：五一路 1 号，五一文化宫院内。
联系电话：18997200787

某地产公司高薪诚聘销售
人员数名，要求大专以上学
历、身高 165CM 以上，形象
气质佳， 语言表达能力强，
有无经验均可（限女性）
联系电话：13997316242

高薪诚聘

土建工程师 1 名，30-45 岁，具备现场
管理能力及高层建筑施工经验，懂电
脑操作，工资面议。 15309713098

某房地产公司诚聘

外卖员工 4 名，底薪 + 提成 + 奖金，早 8 点至晚 17
点半，月休二天，包食宿，下岗妇女优先，1800-2500
元，兼职早 11 点至下午 15 点。 13997485988

快餐公司诚聘

收银、服务员数名，包食宿，工资面议，休息时间多，
另聘洗碗工 2 名。 6135721��15897181025

二医院食堂诚聘

中、西餐服务员、洗碗工、迎宾、宴席接待员。 贺经理 13997071860
湟朝大酒店诚聘

诚聘做饭工，身体健
康。 13709746521

聘医保收银员、营业员数名，待遇：
基础工资 + 全勤 + 提成工资(交四
金）电话：0971-8179223

某公司急聘
业务代表数名、主管两名，学历高中以
上，年龄 25-50 岁，待遇：3000-5000
元，双休，各项福利。 15297020018

诚 聘

餐厅：收银员、服务员数名；宾馆：前台，工
资面议。 13897235432���13369788887

莱玛宾馆诚聘

业务员数名，工资待遇面议。 地址：化隆宾
馆丹霞路 500 米处。 18209712041�张

隆鑫商行诚聘
诚聘 08 机熟练工，待遇面议。
13897250386��18997171146

春羽邮电印务

某食堂聘洗碗工、馒头工、勤杂工若
干名。 联系电话：13997081719

诚聘

面匠、炒匠、捞面、二岸面匠、打杂、包吃
住，有轮休。 电话：15597007491�马先生

某清真面馆高薪诚聘

保安数名（男）普通话标准，有责任心，工
资面议。 13897673421

诚聘

拉面师 5 名， 工资 4000 元左右； 刀削面师傅， 工资
4000 元左右。 电话：13109746883

盛唐阁餐厅诚聘

女优秀导购数名，底薪 + 提成 + 年终奖，带薪年假及养
老，18-30 岁。 0971-8242712��18797162317�荆女士

知名茶企旗舰店诚聘 青海佑通保安公司聘
男保安数名，年龄 50岁以下，工资 2200
元，办公室文员一名，此广告长期有效。
电话：13897711888��13639764637

寻人启事
花旦摄影因工作需要，现招聘：摄影师、化
妆师、助理、数码师、门市各 15名，待遇面
议。 电话：6112358��13389715280

员工 10名，25-50岁，高中学历，（80后要
求大专以上学历）底薪 3000元+绩效+
福利+双休+旅游。 电话：15719750165

公司急聘

ATM监控安装员，懂电脑，能吃苦，待
遇面议；监控员，女性，熟悉电脑操作。
电话：18897059959��6155110

西宁泽瑞电子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