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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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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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电解工，男性，18-40岁，初中以上学历，工资
3500 元以上 + 五险一金， 免费通勤住宿。
15719738318李女士、15695326178黄先生

黄河鑫业诚聘

手工工艺员工资 4000--6000 元，薪金按
件现金结算，免费领料，可在家制作。 长
期有效。 13997380060�����6157829

金色阳光聘

驾驶员若干名（除 C照）工资 2480元，男押运员数名，
工资 2200元，另加各项补助。 5209302��15597188181

银鹰护卫招聘

新加坡上市企业驻西宁办事处诚聘
业务精英 3名， 工资 5000 元左右，
有快销经验者优先。 18997089055

小岛宾馆招聘客房服务员若干名，工资面
议。 联系电话：6300193��13997056580

诚聘

招： 总经理一名。 机修大工一
名、电工大工一名、油漆大工一
名（7000-8000元 /月）。各工
种学徒数名，前台接待 2名，库
管一名（30岁以下，熟悉电脑
操作）。 13139090108�王主任

青海和隆汽车服务有限公司
建筑，结构，水电设计师若干名，
土建，安装预算员各 2名，会计 2
名，办公文员 2名，现场监理工程
师若干名。 电话：13897454971

某工程咨询公司诚聘

导购数名，要求形象，气质佳，有良好的沟通能
力及亲和力，有经验者优先。 15897110688

居然赖氏家具诚聘

微货送货司机及食品类业务员！要求城
北区本地户口！ 13619711559巩经理

本公司长期招聘

专职主管会计 1名女性 45岁以内，中级职称工资 6500
以上，办公室主任 1名，男女不限，45岁以内。熟悉办公
室工作相关流程，表达能力强，有人力资源经验及对外
联络交际和对内部门工作的协调能力， 工资 4200元。
以上岗位均缴纳五险，8223298，18797388189

诚
聘

财务经理、会计、出纳、企划经理，平面设计，文案数名，招商经理，招商助
理，内勤数名，物业经理，保安数名。 13389786688���13639786375

欧博国际汽车城诚聘

25至 45岁，大专，待遇优厚，半日制，
高薪双休。 任老师，13897201111。

诚聘车险售后服务人员
25至 45岁，大专，待遇优厚，半日制，
高薪双休。 郭老师，13709741484�

诚聘车险售后服务人员
城东区物业招聘水电工 3名保安 3名
工资面议。 联系电话7733675

招聘

服务员、传菜生数名，底薪 2000 加提成。
加全勤。 有意者联系：13897587597

玉食鲜火锅急聘

营业员、前台打字（女），工资面
议。 8175228���13909713173

诚聘

幼师数名（学前教育），厨房工作人员（女、45
岁左右），门卫（50岁左右）。 13997160701

南山路某幼儿园聘

记帐会计、 弱电技术员、 标书制作、CAD
绘图，待遇从优。 电话：15009715610

诚聘

保安若干、司炉工两名（有锅炉证者优先），工
资面议。 13099793400���18697198841

物业公司诚聘

职场天地 �8211345��8211399�0971-
地址:西海都市报广告部（海悦酒店二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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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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增加 10 元钱，信息将同步发布到本报手机客户
端“掌上青海”、微信公众平台“微信息”栏目

行业行风监督电话：15597009182、15597009268
招 聘

保安，8小时工作制，月薪 2370元（含加班
工资），有公休，包食宿。 5131511��5123453

泰捷保安公司聘

生产厂长一名，有相关工作经验，开票统计
一名，库管一名，工资面议。 13709721213

伊味佳食品公司诚聘

营业员若干名，有相关专业和经验
优先，待遇面议。 13139058839

某药店诚聘

机修工及电工有意者请联系：何
厂长 13519704758��6141699

某综合汽车修理厂招聘

餐饮酒店

物业经理 1名， 较强沟通能力熟悉相关法律
法规及物业流程，工资面议。 13897253401

物业公司诚聘
商超促销，营业员（女性），B照司机，家住东区，
以上岗位年龄 45岁左右，工资面议。 8178712

金塔酒业诚聘

招DJ，营销经理若干，保底 10000
元。13639769088（下午 3：00以
后）地址：西关大街 10号古城台

和盛国际 KTV

统计员，男女操作工，搬运工，
南川工业园，13997040510���

喜马拉雅地毯诚聘

25-48岁，有梦想，喜欢挣钱的精英，待遇
丰厚，晋升空间大，双休。联系人：李经理：
13709725882��严女士：13897672866

央企诚聘

青海慈铭现诚聘：销售经理数名，年薪三十万。 销售精英数名，年薪二
十万。 加入我们，您将：具有薪资福利待遇：无上限薪资 +业绩提成 +
周末双休 +法定节假日 +年度体检。 岗位要求：1：具有良好的语言表
达能力，逻辑思维；2：市场营销、临床医学及护理等相关专业或有工作
经验者优先录用。 联系人：王女士 联系电话：18597108322

挑战高薪等您来

会计、货运司机、保安，
薪资面议。 8085750

诚聘
话务员数名、文员 2名、女性，30岁以下，善沟通，底薪
2500+提成+奖金+三金+双休。 13109752486

西宁税务知识中心聘
营业员 5名（女），销售总监 5
名，工资面议。 13993106769

东阿百年堂阿胶聘

前台接待、维修、保安、保洁若干名，
待遇从优。 18797160582严经理

天泰物业聘
厨师，上一休一，买三金加奖金，待遇
薪资面议。 13519702390

某酒店诚聘
熟练工一名，男性，初中以上学历，工
作稳定，待遇面议。 15003695018

相框厂诚聘

护士、化验员、药剂师、妇科医师，要
求：证件齐全。 18195703211

某门诊诚聘
保安、停车场收费员数名，工资
待遇面议，电话8122650。

大西部商贸城诚聘
技术员，工作地点在湟中、总寨、上新庄等，有无经验均可，有
驾照者优先，待遇从优。 电话：8457556���18997095207

某公司招聘

会计一名（有工作经验者优先），销售员 3名（女）。 地址：
吉盛小商品美的专卖店 4125996��13997282588

招聘

针灸医生 2名，理疗师、护士各 2名（有经验者优先），导诊
2名，资料发放员 2名（60岁以下）。 15297127211

省消防医院招聘

技师 100名，待遇优厚，新手培训，经
理 5000-10000，主管 3500-5000，销
售经理 4000+提成， 收银 3000+提
成，服务员 2500+提成，保安 3000+
提成，均包食宿，有工休，业绩提成，
晋升空间大，地址：五四大街电信局
对面。 6285666��6286588

锦绣堂足道诚聘

客房服务员若干名， 工资面议。
18797113182����7523266

新大洲商务宾馆诚聘

前台收银、维修工，工资
面议。 13897208330

聚龙宾馆诚聘

服务员（工资 2700-3200），收银工资（2500-3000），包食宿+
各种奖励，带薪休 4天 /月。 18709789002（长期有效）

重庆家福火锅招聘

锅炉工 2名（有证），另酒店有部分楼层、
办公室长期出租。 13997262333

青海橄榄枝酒店招

收银、服务员、切配，3000元 /月，兼职服务员、保洁 11
元 /小时。 电话：13897447678

快乐叮当餐饮公司聘

西钢集散中心某批发部聘女士数名，45 岁以
下，工资 2600左右。 电话：13299768484

诚聘
员工数名， 女士优先， 高中以上学历，25-50岁， 底薪
3000元+双休。 13709752268��13997044129

金融公司招聘

诚聘：前台接待 销售顾问 私人教练 若干一经录用均可享受：
1.入职半年（包括半年）缴纳社会保险;2.定期职业技能专业培训
机会;3.年度优秀员工大奖;4.提供员工班内伙食;5.职位晋升机会。
地址：七一路西宁宾馆内右行 50 米
联系人：15909713000（李经理） 18697160701（展经理）。

型健身动能馆等您加入

遗失声明
青海博德网络技术有限公司九份合同遗失：QHBD15-3K111、QHBD-
WZ093、QHBD15 -3k016、QHBD -WZ073、QHBDB15 -5K228
QHBD15 -3K019、QHBDXF -030、QHBD15 -3K099、QHBD15 -
3K097， 七份收据遗失 ：null15091811090661、null15091911490960、
null15070811290689、null15070808394392、null15081812532039、
null15090710341278、null15070811403259。 特此声明

声明
西宁金地综合开发有限公司特此声明：近日有人打着本公司的旗号招
商、签约，由此所发生的一切经济活动，一律视为欺诈行为。 所发生的
一切后果，本公司将依法追究法律责任，以维护公司的声誉及形象。

西宁金地综合开发有限公司
2015年 11月 3日

遗失声明
青海世豪物流有限公司的《在建工程抵押登记证明》不
慎遗失，注册号：宁房建字 000441号，在建工程坐落：
城中区融鑫路 10号 1号楼、2号楼、3号楼、锅炉房，填
发单位：西宁市住房保障和租房产管理局，特此声明。

行信息
40ｍ2 营业中小炒店转。 18309716917

批 发
库存鞋
摆摊，店面，展销会，促销甩卖好生意
包赚钱（西宁城东区）18673486320

招 商
招 商

夜明珠服饰广场 （原巴黎春天二楼） 内有
300m2 对外招商，以服装为主。 17797192170

出 售
批发诺木洪黑枸杞，460元/斤， 保质保量。 联系电
话：18997060899戴女士 13909781480赵先生

出 售
遗失声明

青海彩瑞办公设备有限公司因保管不慎
遗失《中华人民共和国组织机构代码证》
正本，注册号：78144320-9，声明作废。

青海彩瑞办公设备有限公司
2015年 11月 3日

遗失声明
郝 国 梁 的 二 代 身 份 证
(630105198011260010)丢失，特此声明。

遗失声明
程亚玲因保管不慎遗失《个体
工商户营业执照》正副本，注册
号：630103630012190， 发照日
期：2012年 5月 9日，声明作废。

启事声明

15597009216

城
东
区

城
北
区

15597009286
15597009182

15597009592

城
中
区

15597009232

15597009268

15597008982

15597009117
15597008983

城
西
区

行业行风监督电话：15597009182、155970092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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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增加 10 元钱，信息将同步发布到本报手机客户
端“掌上青海”、微信公众平台“微信息”栏目

·信息超市
连续 15 年全省、西宁市发行量第一 广告量第一

0971-�8211345��8211399�
地址:西海都市报广告部（海悦酒店二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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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遗失声明
青海省互助土族自治县威远镇西上街村
369号李文花的户口本遗失，特此声明。

遗失声明
西宁市城中区迪欧咖啡店的烟草专卖零售许
可证：63010310276（正本）丢失，特此声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