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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环宝玉楼诚聘珠宝销售员若干名，五官端正，口齿伶俐，有工作经验者优先录取，月
薪（1800—5000）工资 + 全勤奖 + 提成。 电话：18809798281���18897051888

三环珠宝诚聘

客户代表及营销代表若干名，男女不限，年龄
20-35 岁，善于沟通，月薪 2500-3000 元 + 提
成。 另聘两名常驻平安工作的客服代表。
电话：18809719180��15009719942

移动代理公司招聘

拉面师傅、厨工、洗碗工、女服务员，底薪
+ 提成 + 奖金，包食宿。 13897264226

新仔私房面吧招聘

保安、保洁数名，电工 1 名（有证者优先），工
资面议。 电话：0971-8266261���8221275

某物业公司诚聘

迎宾，底薪 2600 元；服务员，底薪 2500 元；传菜生，底薪
2400元；保洁、洗碗工，底薪 2200元；配菜师、面点师工资
面议。 以上人员每月带薪公休 4天，另加全勤奖 100元 +
提成， 包食宿， 三个月以上另加工龄工资 30元。 电话：
18709713790（新宁路店） 18797168881（小桥店）

鼎尚鲜斑鱼莊诚聘

总经理助理 1 名、行政专员 1 名，待遇优厚。
6278119 13919350427

某品牌 4Ｓ店诚聘

物业电工， 有证，50 岁以内； 保安，55 岁以
内，男性，工资面议。 电话：13519708802

物业招聘
西医，内科医生，牙科大夫。 13997293347
某诊所诚聘

锅炉，保安，水电工，工程师，持证上岗 。 电话：
杨先生 13195788758��马先生 13897203394

某房地产公司聘

店 长 ， 顾 问 （4000-8000）， 高 级 美 容 美 体 师
（3000-8000），学徒等若干名，要求，三年以上工作经
验，一经录用，提供食宿。 6264689��18023910632

某高端美容连锁会所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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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送餐工数名，后厨帮工人员数名，打菜人
员数名，男女不限，待遇优厚，包食宿 + 全
勤奖 + 年终奖。 电话：18397088578

快餐火锅店诚聘

本洗车行诚聘男，女，擦车工数名，底薪 2100-2600
元 + 提成，管吃，长期有效。 13099789008�王先生

洗车行诚聘

1.带小孩保姆，女性，年龄 23-55 岁，身体健康，品德端
正，要求住家，2.做饭工，女性，要求住家。 13709746521

诚聘保姆
男接待，工资 2200-8500 元；收银员，工资 2700-3500 元；
服务员，男，工资 2200-3000 元。 电话：13519768470

高薪诚聘

前台收银员，楼层领班，服务员，待
遇面议。 张经理 13639781269

海纳酒店诚聘

餐饮主管部长、收银、服务员、网管。
18697239056 13897117722

景江酒店诚聘

前厅经理 1 名，女性，有 3 年以上工作经验；服务员若干
名，女性，待遇面议，此广告长期有效。 18397117750

某茶餐厅诚聘

北大街东方汇 ＫＴＶ 招男女服务员、保安、收银，以上岗位包食宿，
工资电话咨询（下午）8226555 18697264901（长期有效）

东方汇聘
经理 5 名、业务员 10 名、助理 3 名，要求：35-50 岁，底薪 2000 元 + 提成
+ 双休 + 福利，高中以上学历，有驾照者优先。 电话：18797377067

紧急招聘

本店招聘面匠一名，收银员一名，服务员
一名，工资面议。 18797388322�李先生

招聘

保洁、保安数名，薪资面议，长期
有效。 莫女士 13897449832

城东区某物业公司诚聘

保安， 维修工若干名，工
资面议。 13897431521

华德物业诚聘
男工：3000 至 4000，（身强力壮，农民优先，包食宿，地址：城南
逯家寨。 长期有效。 18195781331）（另有上房炉渣低价）

建材厂（水泥制品）聘

机修、油漆、电工若干。 15110900525
某汽修公司招聘

服务员：3000—4000 元，收银员、水吧吧员，上一天休一天，2300
元。 电话：18097332980�梁经理（下午 2:00 以后拨打）

Baby��Face量贩KTV聘

振青房产中介公司
店面经理 3000+ 提成， 业务员
1000+ 提成， 语言沟通能力强。
6181988���18697240299

诚
聘置业顾问， 女性， 待遇 2600 元

+400 全勤 + 提成。 8810733

某公司诚聘

总经理助理 1名，3500元；防疫员 1名，
2600元；项目部经理 1名，3500元；养殖
场库管员 1名，2600元；保安 1名，50岁
以下，2200元。电话：0971-6127733��
13997053277���13997137052

杰森集团诚聘

销售助理、销售、文员、电梯维修工数名，工资
面议。 0971-4385772���15897145647

陕西众力电梯公司诚聘
电解工，男，43 岁以下，3600 元以上，缴五险，免费住
宿和通勤车。 0971-6284679���18297176009

黄河鑫业诚聘
厢货司机 4 名，送货及业务员 4 名，内外勤业
务 2 名（女）。 5506204���13909783887

某公司诚聘

高薪诚聘以下人员：服务员，月薪 4000 元以上，收银，前台，
2500 元以上，13：00 后联系。 13897463420��13709767439

艺歌主题 KTV诚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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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诚聘： 网管若干名， 月薪 2000
元，三班倒，收银若干名，月薪
2200 元，三班倒。 13519787510

兴欣网络会所城东店

某高校大灶食堂新装完工， 现对外承包早
点窗口，详请面议，另聘女勤杂工及大厨数
名，工资面议。 电话：13734687188

招聘

送货司机 3 名， 业务员 5 名， 工资面议。
13997216633��13997245171

诚聘

司机：2 名， 三年以上驾龄 C 照以上
1800-2200；置业顾问：若干 2000+ 提
成； 招商专员： 若干 2000+ 提成；保
安： 若干 1700-1800； 保洁 ： 若干
1500-1800； 水 暖 维 修 ： 若 干
2000-2400； 高 压 电 工 ：2 名
2000-2300； 司炉工：5 名 2000-2400；
门窗安装工：20 名 2000-4000；（包食
宿）。 电话：7612732���地址：新千国
际广场 18 号楼 25 楼人事行政中心

新千集团诚聘

厨师一名，服务员若干，男女不限，工资面议。
地址：祁连路北山市场附近。 13897465029

城北某茶艺招聘

水暖工 4 名，有相关证件者优先；监控 1 名，电工 1 名。 5509526
朝阳国际诚聘

收银员数名，工资 2500 元，网管数名，工资 2400
元，保洁数名，工资 2200 元，店长 1 名，工资面议，
三班倒，月休 10 天。 15297120088��13109740914

小桥网吧招聘

因业务发展需要， 聘洗衣技
师 4 名，前台服务 2 名，洗衣
工 2 名，工资面议，此广告长
期有效。 13997385908�郑

高质洗衣诚聘

聘清洁员 6 名，保安 4 名，男女不限，工资面
议。 联系电话：13997182293��13897646285

招聘

前台收银员，客房服务员，保洁员，
薪资面议。 电话：18297105558

城中区某宾馆诚聘

诚聘车间工人 50 名， 维修工 5 名，
20-40 岁，男女不限，一经录用待遇优，
包食宿。 18797194559��0971-2833288

生产企业聘

业务员 10 名，底薪 2400+ 提
成 + 奖金。 18997170677

蓝带啤酒厂家聘

城东某汽修厂急招修理工，漆工若干名（长
期有效），薪酬面议！ 电话：13997156200

招聘

土建，安装预算员，要求有三年
以上工作经验。 13897117174

佳铭造价咨询诚聘

各渠道业务员 20 名，业务主管
1 名。 18997174030�赵经理

百威英博纯清啤酒聘

物业主管、文员、物管员、建筑会计、出纳
员、保洁员。 电话：8465039��13997233521

公司诚聘

会计 3000 元 -3400 元， 出纳
2600-3000 元。 15597013000

蜀九香火锅店招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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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经理助理，商务文员，计算机管理员，书刊排版，印刷操
作工，装订工，转正后办理五险。 13997056429�管女士

高新技术企业诚聘

青海大学继续教育学院因工作
需要招聘保安、公寓管理员、司
炉工、 保洁员若干名， 身体健

康，年龄在 50 岁以下，工资待遇面议。 联系
电话：6153538��王科长 6135094�张老师
地址：西宁市胜利路 8 号（原财校）

招聘

服务员，传菜生若干名，工资 2000+ 全勤 +
提成，包吃住。 15297181171�刘经理

清真安东大饭店聘

出纳一名，男，具有大专以上文
化程度，熟练掌握会计电算化，
有工作经验，会驾驶者优先，待
遇面议。 0971-8238247

某公司招聘

物管员 ，水电维修工，保安，保洁，消防员若干名。
联系电话：8081555��13195783185��13897288990

物业招聘

保安及保洁员数名， 待遇面
议，年龄 60 岁以下，男女不
限。 4128311��13139080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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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址:西海都市报广告部（海悦酒店二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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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招司机，3 年以上驾龄，有从业资格
证，A2 以上驾照。 13997130029

某搅拌站

前台收银、服务员、工程维修，具有责任心，
工资面议。 13897583255 13997040831

城西某宾馆诚聘

某电力设计公司诚聘有经验的电
力专业造价员若干名，有意者请与
李女士联系。 电话：13897105697

招聘启事

销售经理 1 名、 文员 2 名、 置业顾问 10
名、大客户专员 2 名。 联系电话：4393682

财富广场招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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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台部长 4 名，3600 元， 服务员 20 名，
2800 元，迎宾 门童，10 名，2800 元，传菜
生 10 名，2800 元， 保洁 5 名，2200 元，以
上人员均加提成和工龄工资， 后厨打荷，
配菜，洗碗若干名，工资面议，广告长期有
效。 13519738716�段 13209716636�许

雅君餐饮有限公司诚聘（清真）
餐饮 酒店

招 聘

金富苑肥牛胜利路铂金店开业在即
聘：经理 6500-12000 元，部长：4000-6500 元。
服务员：200 名 A 级 3600-5500 元、B 级 3300-4500 元、C 级 3000-4200 元；
迎宾：20 名 3000-3800 元；收银：10 名 3000-3800 元；保安：20 名 3000-3800 元；
传菜生：50 名 3000-3800 元；保洁：20 名 2800-32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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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年发放 13 个月工资（本广告长期有效）。 电话：18909788334�������15597688899
后厨：刨肉、面点、洗碗、洗菜、库管、会计，工资面议。

一、招聘混凝土罐车司机若干名，要求：
1、年龄 25———45 周岁；2、证照齐全，有混凝土驾驶工作经验者优先，大型货
车司机驾龄 3 年以上；3、品德素养好，能吃苦耐劳，服从管理；4、工资待遇（底
薪 1500 元 + 运费 18 元 / 趟）平均工资 4000———6000 元 / 月，包食宿。
二、招聘泵工 8 名，要求：
1、年龄 25———45 周岁；2、证照齐全，有工作经验者优先；
3、品德素养好，能吃苦耐劳，服从管理；4、保底工资 5000 元 / 月。

招聘启事
乐都县华西商品混凝土有限公司因业务需要现招聘以下员工（此招聘信息长期有效）：

联系电话：155007327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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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诚招行业精英，欢迎有志之士前来加入，共创辉煌：

地址：五一路 1 号，五一文化宫院内。 联系电话：18997200787

1、 前台收银 2400 元 +200 元全勤；2、 客房服务员 2050 元 +200 元全
勤；3、保洁 1500 元 +200 元全勤；4、保安兼司炉工，工资待遇面议。

诚聘：经理，各类技师及工作人员，工
资 7 天结算。 电话：13997247133

好莱坞洗浴开业在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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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总监 1 名
保安、收银，工资面议。 13997061888

（金座）顺发足道诚聘

服务生，保洁，收银，保安，吧员，迎宾，主管，待遇面议，包
食宿，地址：同仁路 电话：13997066363��13679405700

某洗浴诚聘

财税人员，33 岁以上，有财税工作经验。 8226958 王
青海立信税务师事务所招聘

银行营业网点聘
营业网点保安员若干名，45岁以下， 公休 +
福利，待遇面议。 5111112���18897059959

夜班保安人员， 月薪 2000 元，
有公休。 电话：18897059959

西宁雄瑞保安聘
设计，做饭，装订，08 机长。
八一中路 13997215255

印刷厂聘

保安，特保，业务员，月薪 1800-2700
元。 电话：8453724��13734656881

西宁保安公司聘

店长， 底薪 3000+ 提成，店
员底薪 2300+ 提成，有工作
经验者优先。 8819111

品牌专卖店诚聘

诚聘：排版员，装订工，法定假
日，工资面议。 18697160529

西宁大河印务公司

天香 K王诚聘
1、主管：底薪 2600 元 +300 元 + 全勤奖 + 提成 + 年终奖 =5000-6000 元。 2、收银员：底薪 2300 元
+300 元 + 全勤奖 + 提成 + 年终奖 =3000-3500 元；3、咨客：底薪 2300 元 +300 元 + 全勤奖 + 提
成 + 年终奖 =3000-3500 元；4、 传酒生： 底薪 2300 元 +300 元 + 全勤奖 + 提成 + 年终奖 =3000
元以上；5、果盘师：底薪 2300 元 +300 元 + 全勤奖 + 提成 + 年终奖 =3000 元以上；6、保安：底薪
2300 元 +300 元 + 全勤奖 + 提成 + 年终奖 =3000 元以上；7、服务员：底薪 1800 元 +300 元 + 全
勤奖 + 高提成 + 年终奖 =3000 元以上；8、调音师：底薪 2000 元 +300 元 + 全勤奖 + 提成 + 年终
奖 =3000 元以上；9、电工：底薪 2100 元 +300 元 + 全勤奖 + 年终奖 =3000 元以上；保洁：底薪
1800 元 +300 元 + 全勤奖 + 年终奖 =2300-2500 元。 年终奖工作满一年发一个月工资，本公司提
供住宿，本广告长期有效。 电话：15297219309 �张经理 地址：饮马街天香 K 王

（清真）锦峰国际饭店诚聘
锦峰国际饭店是一家按国家准五星级兴建的多功能综合性饭店，现已全面启动，由于工作需要，特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以下精英加入，共创辉煌！

以上聘用各岗位人员，公司安排提供一日三餐，每月带薪休假四天，正常享受国家法定节假日，宿舍
实行智能化管理，配有WIFI，电视，电话，6 人到 8 人一间，男女浴室，工作服统一清洗。

1.（火锅中餐各级管理人员）数名，薪金 3000-6000 元；2.（火锅中餐西餐房务
营销经理）数名，薪金 3000-6000 元；3.（前台接待 火锅 中餐咨客 火锅中餐
收银员）数名，薪金 2800 元（含全勤）；4.（火锅中餐服务员 传菜生）数名，薪
金 2600 元 （含全勤）；5.（客房清扫员 地毯清洗员 库管员 监控女保安 保洁
员）数名，薪金 2000-2400 元（含全勤）；6.财务出纳 2 名，薪金面议；

联系人：韩女士 13309789602（房务 后勤）李女士 13086280318�（火锅 中餐）地址：西宁市城东区七一路延伸段以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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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库管兼维修，工资 2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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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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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服务生数名，公关数名，一经录用，底薪 + 提成 + 全勤 +
奖金 + 工龄工资 + 福利，包食宿，待遇丰厚，有自己的发
展机遇，下午 2 点后联系。 13997235364��13519733711

城西某 KTV诚聘

操作工 10 名，计件工资，提供住宿。
电话：13897448854��0971-4725379

佳和铝业诚聘

二级建造师数名， 预算员 2
名，工资面议，地址：乐都西
关街 130 号 15297251006

青海宏德建设工程有限公司聘

业务员，送货员，店铺导购员，系
统录入员， 工资 3000 元起。 电
话：13007717935��18697110062

青藏特产批发聘

业务员， 月薪 3000-5000
元，有三险一金，带薪年假。

日丰管业高薪诚聘
电话：18297100623

服务员数名，2500 元 + 各项提成 + 工龄工
资； 传菜，2500 元 + 提成 + 工龄工资；迎
宾，2500 元 + 提成 + 工龄工资。 以上人员
一经录用均包食宿，每月带薪休假 4 天。 电
话：13897644875

麒麟大三元火锅诚聘
经理： 面谈， 主管 3500-6000 元 / 月； 部长：
2600-3500 元 / 月；收银：2800-3500 元 / 月；传
菜生：2200-3500 元 / 月； 服务员：2200-3500
元 / 月； 保洁员：2000-3000 元 / 月； 洗碗：
2000-3000 元 / 月；配菜，水台，厨师面谈，待遇
从优，包食宿，年龄 20-40 岁，男女不限。地址：
石坡街口阳光女人旁 电话：13299760888

老坛子酸菜鸡火锅诚聘

保安 30 名，45 岁左右， 工资 2000 元左右， 另聘管理人
员，有驾照优先，文员，懂电脑。 6162289��18997069578

省保安公司

房地产销售主管 3 名， 销售
人员数名，要求形象气质佳，
语言表达能力强， 有经验者
优先。 13897499766

高薪诚聘

员工数名，18-45 岁，无任何技术要求，工
资面议，可提供住宿。 13897462192

天宇图文诚聘
擀皮子服务员，工资 3000元。
电话：18697260600

哈尔滨美味蒸饺聘

办公室主任 1 名、文员 3 名（15297280083）；
财务会计 2 名、出纳 2 名（13897228287）；按
揭专员 5 名（18997320908）；置业顾问 10 名
（18682523533）。 物业公司招聘： 园艺师 3
名、装修管理人员 3 名（13997300779）按
揭专员 5 名，工作地点：平安县

房地产公司招聘

置业顾问若干名，待遇面议。 电话：13139051738
海湖新区某房地产聘

项目经理，工程部经理，技术
负责人，水电工程师，预算员，
施工员，安全员，质检员，工地
厨师。 电话：15509716744

某建设集团诚聘

西宁城北生物园区学友超市招理货员 2
名（女），工资面议。 13997483456

招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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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诚招业务员若干，要求：女性，30岁左右，
沟通能力强，工资待遇面议。 6132429

某事业单位招聘

主管会计 1名，材料会计 1名，双休，高薪面议。
15297028694�����18297111330

诚聘

会计一名，5年以上工作经验，35岁以上，女，工
资面议，双休购五险。 电话：18909715883

某公司诚聘
司机 2 名，工资面议。 电话：6182574
某机关单位聘

前台收银、厨师、销售助理（文秘专业者优先），
工资面议。 18697115797��7326616

交通商务酒店诚聘

行政、人事、销售内勤，C 照司机生产统计、库管、保管、保安、电工、长期
聘普工（男性），以上岗位免费提供食宿。 0971-8816666��8816555

城东开发区企业聘

某浴场聘按摩技师若干名，待遇优。
电话：13619717040

诚聘

女服务员数名，18-45岁，家住城西区优先，工资：底薪+
全勤+奖金+餐补+车补。 电话：13639750368

诚聘

业务精英 10名， 主管 2名，25-45岁，
3000元-5000元。 电话：8170896

某国有企业招聘

美食城现向社会招纳后厨技术人员 10 名，服
务员 4 名，收银 2 名。 电话：18209717644

招聘
导购、播音、保洁数名，工资：底薪 1500 元 + 提成
+全勤 +社保。13897425309���13107588529

新起点鞋业诚聘

主营：门配五金、澳高隔墙、必达
电子锁、IDV 开关、 酒店管控配
套；合作者高分成。 13997176858

诚聘店长 合作人士

办公文员一名，工资 2000元。
电话：15909711888

诚聘

各项技师服务员、 主管各数名，
待遇优厚。 18797115258

笑春枫洗浴诚聘

办公室文员 2 名，2000 元 / 月左右， 机修、 电工共 4 名，
2500-3000元 /月，司机 2名，2000元 /月左右。 5318255

久美藏药诚聘

巴蜀人家诚聘服务员、传菜生、部长、收
银、勤杂工，工资面议。 13519765296

长期聘收银、吧员、服务员、保洁，另
鞋吧对外承包。 18209712899保安 10 名，保洁 4 名，四十岁以下，身体健康，家在天

峻桥附近有从业经验的优先。 联系电话：5562231

康美中药城招聘

司机，pos 机销售员，文员，牛肉干、酒类
销售、平面设计。 8134768��8129952

青海开心源食品有限公司聘

保安、收银、工资面议。 18097020000
城东区某宾馆招聘

香三江诚聘业务员，促销员若干名，司机两名，
工资面议。 电话：8213767���18797345517

诚聘

置业顾问 15 名，男女不限，免费带薪培
训 ， 提供住宿， 高额底薪 + 提成。
0971-6516778��18997123303

威海海景房诚聘

城南新区某公司招挡车工、选绒工，提供食宿、澡堂，有餐补。
A2 照司机。 13897425663、13209782423、6515903

招聘

出纳一名，三至五年工作经验，司机一名，B 照。 30 岁
以上，午餐厨师一名，工资面议。 13997486851

振兴实业诚聘

库管 2名，导购数名，工资面议。
电话：13897287778�孙经理

化妆品公司诚聘
服务员数名，待遇面议。
电话：13997176669

招聘

儿童英语教师数名（有从业经验者待遇从优），
教育咨询师数名。 6113606��18697248006

洪恩英语学校诚聘

餐厅经理 1 名，部长 2 名，服务员 10 名，
待遇从优。 13519740297

湟中大酒店诚聘

业务员 10名，酒类销售，工资
面议。 5190161��魏经理

招聘

电子商务接待讲解，文书编辑，锅炉工各
数名。 地址：城东区 18997055154

某文化产业公司聘

保姆一名，不住家，工资面议。
电话：13139060062�王先生

诚聘

司机、持 B 照，双证，驾龄 3 年以上，男，30-45
岁，包食宿，月薪 3000 元。 15500773939

城南逯家寨金翔门窗厂聘

副总经理 1 名，要求 3 年以上商场及市场管
理经验，男性，30-50 岁，待遇 5000-8000 元
/ 月。 会计 1 名，从事房地产公司的优先，50
岁以下， 司机 1 名，5 年以上驾龄， 待遇面
议。 0971-6131888���15202587790

乐和城购物广场聘

竭诚为您服务欢迎刊登
西海都市报分类广告

西西西西西西西西西西西西西西西西西西西西西西西西西西西西西西西西西西西西西西西西西西西西西西海海海海海海海海海海海海海海海海海海海海海海海海海海海海海海海海海海海海海海海海海海海海海海都都都都都都都都都都都都都都都都都都都都都都都都都都都都都都都都都都都都都都都都都都都都都都市市市市市市市市市市市市市市市市市市市市市市市市市市市市市市市市市市市市市市市市市市市市市市报报报报报报报报报报报报报报报报报报报报报报报报报报报报报报报报报报报报报报报报报报报报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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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菜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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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