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7-07-17 星期一 职场·天地 A238222463广告部主办 责校:苍山 热线:

职场天地 13086269821
13086268862 13086269820城

西
区

城
中
区

82224630971 地址:西关大街6号光彩广场432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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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风监督举报电话：18797189863、186972466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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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传媒公司诚聘
办公室文员1名，要求细心踏
实，限女性，周末双休，待遇
面议。18697246616

物业·保安

银鹰护卫招聘
驾驶员10名，男押运员20名，20周岁以
上，工资2600-2900加补助。5209302

开发区某国企诚聘
安保人员，男，45岁以下，初中以上文化，身
高1.75m以上，工资3000元／月。8819924

招聘
保安男50岁以下2000元-2300元，上班地点：城东大厦；梨园，城中沈家寨。
另聘保安管理人员5名，3000-4000元。0971-6362548，13997018268

泰捷保安聘
银行保安46-55岁月薪2000元；35-45岁月薪2700元；18-34岁
月薪3100元；西宁三县月薪2370元。5131511、13897440551

颐宁公墓招聘
销售员，4-6人，高中学历，年龄35-45
岁，底薪+提成，联系电话：14797006666

银行诚聘
保安，45岁以下，月薪2700-3100
元。8453724、13639782005

招聘
物业经理1名；维修员10名；保洁员10名；保安10名；车管
员10名；工程技术10名；会服5名 。电话：15110900065

省甲级监理公司诚聘
电气、土建、线路监理，安全工程师各数名，学历大专
以上，工资面议。联系电话：6071622， 6071620

某甲级监理公司聘
土建监理、水暖监理、电气监理各数名，工
资面议。联系电话：6100139,8115651

诚聘
诚聘内科，儿科医生，检验医师，另
口腔科寻求合作。13709732898

诚招
妇科、医学美容、儿科、外科合作者，
诚聘护士。电话：18997096136

公司诚聘
销售，助理，主管，年龄22-50，月薪5000
元起，电话：13086281701，详情面议。

招聘教师
西宁洪恩教育现诚聘：儿童英语教师、教学推
广专员各若干名 ，有意联系15202577239

香格里拉物业公司诚聘
保安员，男女不限，45岁以下，初中以上学历，上
12小时休24小时，管食宿，月薪2500元，保洁员，
45岁以下，月薪2000元，以上岗位除月薪另+绩效
工资+工龄工资+福利+社保+年终奖。地址：香格
里拉小区，电话：0971-6269403,18797015030

开发区保安公司聘
男女保安100名，年龄18-55岁
以下，初中文化以上，市内银行
白班，2300元+保险，无试用期送
服装。电话18797348603,
15003683991,18297215880。

公司诚聘
财务3名，文员4名，专
科以上学历，40岁以下，
家住小桥优先，工资
3000元以上，缴三金。
电话18997126118、
18997156660

雄瑞保安公司诚聘
保安员100名，男，18—50岁，2000—3000
元，福利＋公休；监控员数名，女，35岁以
下，懂电脑。电话: 18897059959，
18897059980，0971—8111118

同心家园物业诚聘
客服，有物业工作经验，有网络基础和财务
基础，安保，50岁以下，退伍军人优先，电工，
50岁以下，有电工证，水暖工，50岁以下，有
物业工作经验，旧小区抄表员1名，保洁，50
岁以下，工资面议。电话：0971-6256420

晟辉物业招聘
为拓展新业务，现急招
保安，保洁，维修工，客
服，导购若干名，工资面
议。贺女士8267678

小吃店诚聘
南川东路花好月圆小区门口小吃店诚聘服
务员、帮厨，工资面议，13897269540。

公司招聘
食堂大师傅、设计，会设计软件及排版 ；电焊工、油漆工，普工，
待遇面议。 陈13897453264 严13309780399 0971-5508550

新天地西餐咖啡诚聘
收银员，工资2700至3000+全勤300+工龄工资。要
求：会电脑，高中以上学历。张：13897446786

塞奇西饼诚聘
店长、业务员、营业员、生产员、裱花员、现烤员数名，库管
员1名，电工1名。包食宿、缴纳保险。18997177139

茶行诚聘
店员，店长，18--48岁，工资绩效+提成+奖金+奖
励+六天休息（中医院对面电话：13327666700）

可可山泉诚聘
送水工数名，3000-5000元。熟悉西宁路线，会骑电动三轮车，不
包食宿。有驾照者优先。电话:18997249656 ，15009719566

餐饮

水磨大型自动洗碗厂招聘
男女普工，年龄四十五岁以下，工资2300-2700元，另招
暑假学生工5名，薪资面议。联系电话：15003699880。

乐喝喝纯净水公司聘
大车司机1名，工资4200，三年以上驾龄。
地址:海湖萨尔斯堡13897250601

城西某茶艺诚聘
服务员，女性，能长期干的，下岗
职工优先，电话：15009718888

某单位食堂招聘
女服务员，35周岁以下，周末双休，
四险一金。电话：15897089651

宏勋麻将机店招聘
司机2名，库管1名，店员1名，工资3000-5000
元，有意到店面谈。18997174917,8177512

商贸公司诚聘
客户信息录入员数名，办公室主管1名，交医疗、
养老保险，待遇3000元以上。13997075256

美丽达聘
店长助理 ，库管 ，送货司机，彩妆师，嘉媚乐美容师，
促销员，IT职员，导购 ，收银 ，18797181983

万伦酒店诚聘
餐厅经理、营销经理、收银、服务员（限女性）包吃住、水暖工、
保安。 地址: 城南会展中心对面。电话: 18009788567

新大陆宾馆诚聘
前台接待，楼层服务员，保洁若干名。工
资面议，13897283992,13897645899

城西文泰宾馆招聘
前台接待、收银，客房服务员及洗衣房员
工，工资面议。联系电话：18997212624

宾馆招聘
开发区三江商务宾馆招聘客房服务员2名，
工资面议。电话：13897488608

黄河路某宾馆聘
保安，工资面议。电
话：13327670100

企业招聘
企业行政，技术，销售管理，财务人员，司机，销
售员，及车间普工。 8145528，15597008602

新千百盛购物中心聘
导购，2000-2300+提成，店长，2500-3500+提成，
防损员，2300-3000元。饶女士18997135321

宾馆

诚聘
品牌女装导购数名，时尚靓丽亲和力
强，有经验者优先18194555268

诚聘
司机 35-45岁，A1驾照。底薪3000+提成。工作地
点：城西区爱尚影像 联系人：王经理131-1978-6990

本公司招聘
司机数名，批发部开单配货员数名，会计员1
名。电话18997037891，13997487806

花园台家具厂招聘
司机1名，跟车1名，月薪4000-4500元+
提成+全勤,包吃住。电话：5117070

某科技公司招聘
布线员工若干名，要求：踏实肯干，有责任心，有无经验
均可，有驾照者优先。电话：8457556，18997070002

汽车养护用品聘
销售精英，基本工资3000元（年薪5万-10
万）年龄30-40岁（男性）15309718677

青海永春建设工程咨询设计有限公司诚聘
本公司因业务拓展，现招聘道梁专业监理
工程师20名，道路实验专业监理5名，总
监理工程师5名，房建土建专业监理工程
师15名，现场监理员若干名，建筑，结构
设计师2名。联系电话：13099795656
黄先生 13897454971郑先生

龙江海鲜城诚聘
营销 经理3名：6400元—10000元；主管8名：4200元——8000元；部长10名：3800元—7000元；营
销20名：3600元—12000元以上；迎宾10名：3600元—7000元；收银8名：3500元——6000元；服务
员80名：A级：3900元——7000元；B级：3700元—6000元；C级：3500元—5000元；传菜30名：3300
元—4000元；会计2名：4000元—4500元全勤+工龄工资（必须会电子化办公，电脑做账、入账，有
餐饮工作经验者优先）；保安10名：3200元——3500元；水电万能工3名：3500元—4000元；海鲜管
理员5名：2800元—3500元； 宰杀技工：3000元—4000元；摘洗工10名：2800元—3000元；保洁
10名：2800元—3000元。以上人员一经录用，待遇从优(提成+奖金+绩效+工龄工资+企业分红)
应聘热线：17716067217 0971——7928555陈经理；18194552110洪主管。订餐热线:
0971—8813888 8813988工作地址:西宁市城北区柴达木路100号盐庄公交站路北。

某路桥公司聘
技术员及实习生各3人，实验员及资
料员各1名，从事公路工程，具有较强
的沟通，管理，协调能力和团队协作意
识，能常驻工地。殷：13709749382

西宁和鼎商贸有限公司诚聘
市区饮料、啤酒、快销品业
务人员数名，市区送货员1
名，有经验者优先。待遇从
优。电话:13997037003

金色阳光聘
手工制作，薪金4000-6000元。可按件现金结算，免
费领料可兼职在家工作。13997380060长期有效

招聘

某大型洗浴诚聘
优秀盐奶技师数名，新手可培训，待遇优厚，工
资面议。15003603622,13619711160李先生

招聘
保洁主管，领班工资面议，保洁员1850--2000元。工作
地点 红十字医院，长期有效。电话:13897252755。

公司诚聘
销售，助理，主管，年龄22-50，月薪5000
元起，电话：13086281701，详情面议。

某公司诚聘
财务出纳，工程资料员，酒店财务总监，财务负责
人，物业园林维护，保洁。18697112152,6302377

壹号大理石兴辉陶瓷诚聘
店长、导购、设计师、业务员 ，形象端庄，善于沟通，吃苦
耐劳，有团队精神，工资面议。 13639786340(周女士)

某公司聘
某烟酒，土特产，玉器销售公司聘，4-5名销售人员，懂玉器品鉴，有销售懂简
单财务优先，男女不限，3500-4000元/月+提成，每周单休。13997174628

某建筑公司聘
技术负责人中级职称及以上，质检员，建筑会计若干
名，工资面议。13639765816(王）18297009895(李）

某煤矿急聘
井下运输，采煤人员若干，工资5000—10000元，要求
身体健康，50岁以下。电话：18909776722侯先生

招聘
送货司机一名，要求男性、年龄20岁至35岁、驾龄3年以
上熟悉市区路线，吃苦耐劳，非诚勿扰13897654537赵

新天地湟朝大酒店诚聘
收银员，工资2700-3000+
全勤300+工龄工资。要
求：会电脑，高中以上学
历。姚：13897460670

泛泰地产诚聘精英
土建工程师2名；水电工程师2名；工程部
经理1名；预算员1名；工程资料员1名；
报建员1名；财务经理1名；办公室主任1
名；置业顾问20名；以上人员一经录用，待
遇从优。电话：8861131，13195737111

西宁和鼎商贸有限公司诚聘
市区饮料、啤酒、快销品业
务人员数名，市区送货员1
名，有经验者优先。待遇从
优。电话:13997037003

世通安居物业诚聘
保安、保洁若干，50岁以下，工资
2000-2600元，客服助理，45岁以下，
工资2800-3200元，电工若干，50岁
以下，工资面议。星级工资+餐补+
社保（四险/意外伤害险）+年假+节
日福利+年终奖0971-8296522

西宁恒邦房地产有限责任公司物业部
维修组：水暖工、电工、各2人，年龄在50岁以
下，5年以上工作经验，具有相关岗位资格证
书。保安组：年龄在50岁以下，高中及以上学
历，退伍军人优先。保洁组：年龄在50岁以下，
初中及以上学历，踏实稳定，吃苦耐劳。联系
人：郭女士13897423095；0971-6319398

诚聘
销售代表，踏实肯干，有责任心，有无经验均可，销售经
理，有团队优先，薪资面议。13639792480,6158388

招聘
专职会计1名，女性，初级职称以上，三至五年一般纳
税人企业工作经验，50岁内，4500—5500元；财务工作
人员1名，女性，财经专业毕业，3500—4000元；办公室
主任1名，具有办公室工作管理经验，4000—4500元；
文员1名，财经、工商管理或人力资源专业毕业的应届
大学生或二至三年以上工作经验，3000~3500元。以上
人员持本市户口、相关证件前来面试，经试用录取后享
受社保医疗。工作地点:生物园区，联系人：
18797388189(卫先生) 、18997221749(杜女士)

医药

本人专长销售，培训经验丰富，适应能力较强，善于沟通，现
应聘销售主管或经理职位，有意者请联系15011038986

求 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