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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朗德和情人密会爱丽舍宫
照片里， 两人在爱丽舍宫的花园中，奥

朗德穿着白衬衫和深色西装，加耶也是一身
黑色外套。 奥朗德的手搭在加耶的椅背上，
加耶托着脸颊，凝视着奥朗德，两人看起来
在聊天。 杂志援引一名知情人士的说法，加
耶已然是法国的“准第一女友”。

该杂志还爆料， 加耶大部分周末和夜

晚，都是在爱丽舍宫与奥朗德一起度过的。
自年初地下情浮出水面以来， 两人都尽量
避免被拍到在一起， 这是两人最近第一次
被拍到的在爱丽舍宫的合照。

今年 1 月 10 日，法国《更近》杂志刊
登了奥朗德戴头盔夜会情人加耶的照片及
7 页的报道。 瓦莱丽此后搬离爱丽舍宫，与
奥朗德分手。

前女友否认吞安眠药自杀
近日， 瓦莱丽在新书 《此刻感谢你：

爱、权力与背叛》一书中记录了与奥朗德
在一起 9 年的生活，书中直言奥朗德是个
大骗子、伪君子。

瓦莱丽在接受采访时否认出书的目的
是为了报复，称只是想澄清事实。对于媒体
报道她曾在获悉奥朗德与加耶偷情后吞安
眠药自杀一事，她首次予以否认，称只是想
睡觉、无法面对事实。

瓦莱丽还透露，奥朗德一直试图挽回。
“从我们分开起，他就一直求我重新开始。
3 个月里， 他一直喋喋不休地说自己犯了
错，反复说我是他唯一所爱，并说几乎没有
再见过加耶。 他送我花，发誓永远爱我。 ”

今年本命年的奥朗德，在事业上也陷入
低谷。法国舆论协会 23 日公布的民调显示，
他目前的支持率只有 13%，已然是法国现代
史上最不受欢迎的总统。 前女友瓦莱丽在
新书中爆猛料无疑是在火上浇油。

·职场天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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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11345 82113990971-
地址:西海都市报广告部（海悦酒店二楼）

上
门
服
务
热
线城
东
区15597009230

15597009286
15597009182

城
西
区

15597009117

15597008982
15597008983

城
北
区15597009820

15597009592

城
中
区

15597009232
15597009216
155970092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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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餐饮 酒店
佳铭造价咨询聘
土建、安装预算员若干名，有审计经验的
会计 1名。 0971-6168894����6107765

某建筑公司诚聘
土建工程师（工民专业）8 年以上工作经验，懂现场
管理，会使用电脑，工资面议。 13997124567

某公司高薪诚聘
注册监理工程师 1 名、司机 1 名、行政
文员 1 名。 电话：151109873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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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技师 200 名，四六分成；服务员
20 名，2500 元 / 月；洗碗工 2200
元 / 月；保安 2500 元 / 月；配菜
师 3000 元 / 月；另有鞋吧对外承
包， 四六分成， 有意者请致电：
13109751005�祁经理 8229618

无为鼎级足道诚聘

新天地湟朝牛扒城诚聘
服务员数名。 张经理 13997166299

川菜厨师 2 名，4000-6000 元 / 月；湘
菜厨师 1 名，4500-6000 元 / 月；配菜、
打荷各 2 名，2800 元 -3500 元 / 月，以
上人员要求年龄 35 岁以下，包食宿，享
受工休。 13897219088��0971-7928999

蓉和源诚聘

某招标公司聘
业务人员 2 名，本科以上学历，男性，30-40 岁，熟练使用
电脑，有相关工作经验者优先。 电话：13119710551

诚聘
营业员、记账员、销售经理、店长、电焊工、电工、水
暖工、学徒工。 电话：15909718739��13997127517

五德会酒店高薪诚聘
营销经理、茶餐厅主管、迎宾部长、水吧员、库管、服务员
数名，工资面议。 电话：15003665437��15202595255

高薪诚聘
高级凉菜师、面点师，工资面议。 18297101538

本公司长期招聘
业务员（食品类）、送货司机（微货）若干名，要求从事过相
关工作，城北区优先，薪酬面议。 13109708768（赵经理）

某大型国企招工
普工，男性，18-35 周岁，待遇 2000-3000
元，按规定转正。8210810��15897085687

青海银泰物业诚聘
司炉工，工资待遇 1800 元，工作地点：
纸坊街公交二厂。 电话：8561336

美的公司诚聘
售后安装人员数名 、 库管 1
名，工资面议。 13709710520

某洗浴诚聘
服务员若干名，男女不限，底薪+全
勤 2200 元，包食宿。 15597060002

乐天网咖加盟店诚聘
收银，工资 2500 元；网管，工资 2400 元，三班倒，月休 10
天，每干满半年工资加 100 元。 18297186520��张经理

新润商务宾馆诚聘
诚聘前台收银、夜班保安、服务
员，工资面议。 13519709898

医院诚聘
外科、内科、医保、新农合管理
人员 、B 超 、放射科 、检验科 、
住院医生、医助、护理主任、护
士长。 电话：13997076458

紧急招聘
工作人员 20 名、 主管 5 名， 要求 25-50 岁， 待遇： 工资
2000-6000 元+福利。 18797377067��18997070919��张经理

是青海最具影响力的健康体检品牌，是目前国内规模较大、覆盖范围较广、年体检量及累
计体检量最多的专业体检机构之一，总部设在北京。 公司秉承“依法经营、平等自愿、安全
稳健、市场化运作”的经营理念，充分整合资源优势、专业优势、人才优势，始终坚持以市
场为导向，是国内较早通过 IS09001 认证的专业体检机构。 现因公司业务扩大需要，招聘
销售总监，销售经理，要求：具备较强的市场分析、营销、推广能力和良好的人际沟通、协
调能力。 年薪 10 万、20 万、30 万，待遇从优。 联系人：马女士 联系电话：13897255607

青海慈铭体检中心

青海利诚房地产诚聘
置业顾问数名，35 岁以下， 口齿
伶俐， 对销售工作有较高热情，
月薪万元起步。 15500507023

诚聘
懂计算机操作，男性 2 名，工资
面议。 6108923��13086287399

诚聘
城西区某超市聘营业员，工资 2000 元，
全天班，月休息 2 天。 13897258777

汉庭酒店西关大街店诚招
客房服务员，薪资 2000-3000 元，包食宿，待
遇优厚，诚邀您的加入。电话：18997385157

某大型国有企业诚聘
电工，男性，18-30 岁，2000 元以上，缴纳保险，提供住
宿，有工作经验者优先。 0971-6284679��18297176009

美容院诚聘
美容师数名，底薪+提成+全勤。 18597088999�冯

某公司诚聘
市区业务员，酒店业务员，州县业务员数名，厨师一
名（工作地点：兰州）工资面议。 15110943095

房地产公司诚聘
现因公司业务发展诚聘置业顾问数名，薪资
2500+丰厚佣金提成。 13997200443�陈经理

某房地产诚聘
置业顾问 5 名， 工资面议，地
址：城东开发区。 18797145983

希尔曼假日宾馆诚聘
保安两名，工资面议，地址：城北区祁连
路 371 号 18697199314�马经理

诚聘置业顾问
海湖新区某地产，置业顾问 5 名，带薪培
训，有无经验均可。 杨经理 6332222

诚聘
外科医生、检验士、B 超医
生、 理疗护士、 导诊若干
名，电话：17709716999
大型房地产公司诚聘
海湖新区楼盘聘销售置业顾问 3
名，待遇面议 13897182228

招聘
聘双排司机一名， 管吃住。
13997063900�郑先生。

香碗厨餐饮诚聘
川菜厨师及厨师长 1 名 ， 经理 1
名，凉菜师 1 名，收银员 2 名，服务
员及传菜生若干名， 一经录用，均
包食宿。 联系电话：18997128998

某宾馆诚聘
前 台 数 名 ， 工 资 面 议 。 8231010��
13997045849�地址：互助巷（原雪山宾馆）

诚聘
收银、服务员、配菜、厨师、洗碗
工，工资面议。 13997126056

木源红木家居诚聘
即将开业，现诚聘销售若干名，有工作经验者优先，待
遇面议。 13909720855 沙女士 18195700567 马先生

某公司招聘
C#开发人员，要求有丰富开发
经验。 13709723205��芦先生

联合利华聘
销售代表，2 年以上工作经验，热爱销售工作，高中以上，交五
险一金，薪资面议。电话：0971－6101068����18793786765

某大型汽修公司招聘
高薪诚聘高级修理工，招
收学徒。18097409639��
18095715866

某甲级监理单位诚聘
土建监理工程师， 水暖监理工程师， 电气监理工程师若干
名，薪资面议。 电话：6100139��8115651��18097338322

亿田集成灶诚招各州县代理
合作共赢，同创辉煌

另招西宁市分销商及业务精英数名，15202588075

某 4S店诚聘
1、会计中级（会财务软件）；2、销售精英数名
（有工作经验者优先）18697149964��王主任

高薪诚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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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女性，2000 元（不会者可带薪培训）；
保洁 1600 元，以上岗位录用后，购买养老和医疗保险。 15209784626 王老师

诚聘
文员 2 名， 女性，25-35 岁，会
做标书，使用办公软件，打字速
度 35 字/分 （最好能用五笔），
对工作认真，责任心强，沟通能
力强。 13997295588

某盐浴广场诚聘
盐浴技师数名，离西宁 200 公里，可保底，日收入 300
元，学徒免费学习，中午 12：00 后应聘。 15202569206

金座集团招聘
经理助理两名，要求，男性：32-42 周岁，大专以上学历，从
事房地产开发及土建工程核算工作三年以上， 文字基础
好，写作能力强，工资待遇优厚。联系电话：15500577655�联系人：徐先生

某大型洗浴诚聘
男女搓背技师若干名 ，保
底 6000 元/月， 过年有假
期， 点钟高者奖 1000/月。
电话：13897645858
青海书华商贸有限公司聘
聘网络营销人员，精通电脑，大专以上，最好
有驾照，本广告长期有效。 13997030245

青海世昌保安公司聘
保安 30 名，48 岁左右，工资 2000 元左右，家住城东区者优先，另
聘：出纳，文员，管理人员，工资面议。 6162289��18997212899

公司诚聘
业务综合部负责人 2 名 （女），30
岁左右， 略懂财务或内部记账更
佳，中专以上；厢货司机及送货员
各 2 名。 5506204�13909783887

业务员数名，年龄 35 岁以下，一经录
用，待遇从优。 15509788203

金牛管业招聘

诚聘
食品配货员数名，女性，35 岁以下，初中以上学历，工作
地点：南川西路海山，待遇面议。 15110996335�张先生

公司诚聘
保洁，门卫，统计，库管，会计，以上
岗位包食宿。 8816666��8816555

某书店聘
仓储工人，试用期 1500 元/月，满后 2000 元/月，城
东经济开发区广场旁，一个月内有效。 8817630

诚聘
会计 1 名，熟悉用友软件，工资面
议。 18297111330��18697156938

某科技公司诚聘
办公室设备售后服务人员数名， 工资
面议。 15597463077��13897115697

某娱乐会所聘
因新装修诚聘经理， 收银，
工资面议。 13139093296

诚聘
出纳 1 名，女，30 岁以下，有工作经验者优
先，双休+五险。 8212296��13099769409

城西某餐厅诚聘
面点 2 名，砂锅师傅 1 名，服务员数名，工资 2800-
5000 元，另聘业务员 2 名，面议。 18997136694

某单位聘
办公室人员一名， 本科以
上学历， 熟悉办公软件，2
年以上工作经验， 工资面
议。 联系电话：6132415

据朝鲜《劳动新闻》11 月 25 日
报道， 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日前
视察了具有反美教育性质的朝鲜新
川博物馆。金己男、韩光相、李再佾、
金正恩的妹妹金与正、 朴明哲等陪
同视察。

金正恩表示 ， 此行视察新川博
物馆的目的是向军队和人民强化反
美反帝的阶级教育， 从而让军民能
够全力投入“反美大决战”。 金正恩
称，在朝鲜战争中，美军在不足两个
月的时间里， 残忍杀害了四分之一
的新川郡居民，有 3.5 万余人遇难。
金正恩指出， 朝鲜人民绝对不能忘
记美军在新川等多地对朝鲜人民进
行虐杀的历史。

金正恩指示， 新川博物馆要重新
建设，争取建成全国阶级教育的典范，
更好地展出博物馆的资料和历史证
据，并且照顾好博物馆讲解员的生活。
他还要求朝鲜全国的阶级教育基地都
优化布置， 从而更好地深化阶级教育
事业。 据环球网报道

上次拍摄绯闻照片的是法国一名叫
塞巴斯蒂安·瓦列拉的狗仔队。 而这次的
照片又出自谁之手呢？

据《独立报》报道，调查人员称照
片不可能是狗仔队从爱丽舍宫外通过
长镜头拍摄的，他们通过研究也不认为

这是小型无人机拍摄的。 《独立报》援
引法国媒体的说法称， 从拍摄角度来
看，照片很可能是从爱丽舍宫位于东翼
的私人寓所拍摄的， 而该建筑内只有
12 名工作人员 ， 安全部门和警方已经
对他们问话。

爱丽舍宫是法国总统的官邸。 爱丽舍
宫花园每月对公众开放一次。爱丽舍宫的
安保严密，周边马路允许车辆通行，一般
不允许外来车辆停留，不过也曾爆出过建
筑图纸被盗的事件。

据《新京报》消息

金正恩兄妹
视察反美博物馆

奥朗德在官邸密会绯闻女友
法国某八卦杂志

最近公布了总统奥朗
德和绯闻女友、演员朱
莉·加耶在爱丽舍宫
“幽会”的照片。 调查
人员已排除了照片是
狗仔队用长镜头或者
无人机拍摄的可能。

法国安全部门将调查偷拍者
相

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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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

朱莉·加耶 瓦莱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