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09-13

广告部主办

星期三

责校:丹燕

0971

职场天地
招聘

城
中
区
城
北
区

热线:

职场·天地

8222463

8222463

T 07

◆招聘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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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求职信息60元/块·天（限25个字）
◆求职范围：月嫂、钟点工、保姆、大学生等个体类求职信息发布

地址:西关大街6号光彩广场432号
行风监督举报电话：18797189863、18697246616

13086268862 13086269820
13086269821 13086268861
城
西
区

城
东
区
龙江海鲜城诚聘 新开业1.8 万平方米，福海云天水疗会所（招聘启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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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理、营销经理3名：6400元—10000元；主管8名：4200元—8000元；部长10名：3800元

部门主管：3800 元+全勤 600 元+提成，部门领班：3200 元+

C级：3500元—5000元；传菜30名：3300元—4000元；会计2名：4000元（必须会电子化

3500元—4000元；海鲜管理员5名：2800元—3500元； 保洁、摘洗工10名：
小岛外语培训诚聘 工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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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剑桥，新概念英语教师，语文老师，有经验， 红)联系电话：17716067217 0971—7928555陈经理；18194552110洪主管。订餐热
初高中及大学教师优先。15297027539 线:0971—8813888 8813988地址:西宁市城北区柴达木路100号盐庄公交站路北。

员：2800 元+全勤 300 元+提成，收银员：2900 元+全勤 300
元+提成，接待：1700 元+全勤 300 元+提成，保洁：2200 元+
全勤 300 元，保安：2500 元+全勤 300 元。地址：西宁市城
西区西川南路 46 号（乘坐 9 路、59 路公交车，千家福家居
城对面）联系人：于先生，电话：15500629311

诚聘保姆

西宁恒邦房地产有限公司物业部 大型酒店诚招

营销（点菜员）20名：3600元—12000元以上；迎宾10名：3600元—7000元；收
全勤 500 元+提成，服务员：2700 元+全勤 300 元+提成，吧 工程师20名，道路实验专业监理5名，总
金色阳光聘 —7000元；
银8名：3500元-6000元；服务员80名：A级：3900元—7000元；B级：3700元—6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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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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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酩 酉留高薪诚聘

40岁以下（女性），会做饭，做家务，需要住
家，工资3000以上。18697223787
西宁市区业务员 10 人 ，底薪2850 + 提成 。1、40岁以下 专业，性别不限。2、有销售

10 人，3150元 + 提成 。1、40岁以下，男、户籍,
某甲级监理公司聘 工作经验者优先。外埠市场业务员
专业不限2、C照以上，有销售工作经验者优先3、长住外埠（管住宿）。会计 2 人 ，

土建管理，水暖监理，电气监理各数名，工 3300 元/月 。1、大专以上学历，有会计从业资格证、2、以上财务工作经验，熟悉掌握财
资面议。联系电话：6100139,8115651 务制度，会计制度，能独立做账3、据工作需要，部分时间需要出差，设计师、网络美工

各 1 人 ，底薪3300 + 提成 。1、35岁以下，性别不限，大专以上学历2、熟练运用
photoshop、CAD 制图软件 相关专业优先3、具有丰富的设计经验，有网络美工功底司
机 10 人 ，底薪2800 + 配送提成 。1、20岁以上40岁以下，男性2、持驾驶证C照，货物
普工，电工，电话：5226032,18897035815 运输资格证，三年以上驾龄。联系地址：青海省西宁市（海湖新区大润发对面）西关大
地址：城北生物园区经四路10号
街130号金座美伦，1期B座18楼，联系电话：0971-6110717 15597448686

寰龙公司聘

诚聘

会计（高薪聘用），店长，客服部长，房管员，水工，保安，保洁
18797184237（西区）18997033502（北区）18397082931（中区)

循化县友谊口腔医院招聘启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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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维修组：水暖工，司炉工，电工，年龄在50岁以下，5年以上工 会计2名，会电脑入账，从事过酒店餐饮 ,会计实操
作经验，具有相关岗位资格证书。保安组：年龄在50岁以下， 经验，4000元+工龄工资；人力资源部部长2名，有
高中及以上学历，身体健康，踏实稳定，认真负责，退伍军人优 工作经验者优先，3000元—3500+工龄工资电话：
先。联系人：郭女士13897423095,0971-6319398
17716067217陈经理18194552110洪主管

本食品公司长期高薪诚聘 西宁恒盛隆商贸公司诚招 保安公司聘
食品类流通渠道终端店业务 品牌推广美导若干名，工资:
员，送货司机（自带厢式微货优 3000-4000 元，品牌推广督
先），商业类坐班会计，薪酬面 导 1 名，工资:5000-8000 元
议，以上应聘人员须有相关工 (底薪+提成+奖金+话补餐
作经验，13109708768 赵经理 补)。电话:18309741259

保安。54岁以下，月薪2000元，
甘河月薪2370元(包食宿)。女队
员若干名；特保队员4人，月工资
3300元。5131511 ，5123453

招聘岗位如下：1.全科临床医师1名。2.口腔科执业医师10名，助
理医师10名，主治医师2名，副主任医师2名。3.检验医师2名。4.
招聘
招聘
某银行诚聘 一般纳税人会计，
香格里拉物业公司诚聘
货运司机数名，
工资 3000，药剂师2名。5.超声波医师1名。6.临床护士20名。医师年龄55
材料会计，保安员，男女不限，45岁以下，初中以上学
监控员数名，
女，
2400岁以下，
护士35岁以下。联系电话：
15111734585冶先生
张经理 15202505800
仓库主任，龙门吊司机，装卸 历，上12小时休24小时，管食宿，月薪2500
2800 元，40 岁以下，会 工，小车司机（家住城西），制 元：保洁员，45岁以下，月薪2000元，以上
新装大众洗浴招聘 忆莎美妆连锁诚聘 富康医院诚聘 电脑，13897423635，
岗位除月薪另+绩效工资+工龄工资+福
冷设备安装工程师。
专业男，女搓背师傅各2名，会修脚优先，
利+社保+年终奖。地址：香格里拉小区，
妇产科，
内科，
外科，
眼科，
五官科，
口腔科医师
人力资源1名，
化妆品导购100名，
工资日结，均包食宿。13997271317
18897059980
13997032077.5507312
电话：0971-6269403,18797015030
促销20名，优秀店长5名。20-35 数名，要求：年龄60岁以下，中级职称以上，工
某公司聘
岁。有相关工作经验者优先。联 资面议，待遇从优，地址：西宁市城北区朝阳东
中层管理人员，35岁以上，熟练电脑知识，有管理经验，
招聘
餐饮
物业·保安
有在铁路工作经历者优先。13099761800 焦女士 系电话：13909787477，4911480 路49号，电话：5263999（此广告长期有效）

西门某宾馆诚聘

玉生琨招聘

企业招聘

玉生琨招聘

某科技公司招聘

公司招聘

万方城招聘

招聘

家具厂招聘

诚聘

某酒店诚聘

某物业诚聘

开发区某国企诚聘 阿仔野生大甲鱼煲汤

前台收银员，工资：底薪+提 会计一名，女，40 岁以下，工作地 企业行政，技术，销售管理，财务人员，司机，销 物业管理员，保安，保洁，园林维 安保人员，男，45岁以下，初中以上文化，身高 聘主管，部长，门迎，服务员，传菜生，收银，水
吧，面点师，配菜，包食宿。15500616391
成+年贴+全勤 13519751418 点生物园区，电话 13909789118 售员及车间普工。8145528,15597008602 护。18697112152，6302377 1.75m以上，工资3000元／月。8819924

青海钢化玻璃厂诚聘 银鹰护卫招聘 熹茗茶业诚聘

长期
商品管理员一名，女，35 岁 布线员若干名，踏实肯干，有责任心，有无经验均 因业务需要，现招聘，区域销售经理，业务代表，送 切裁工，文员，接单员，普工若干名，驾驶员10名，男女押运员30名，20周岁以 女服务员若干名，
以下，电话 13909789118 可，有驾照者优先。电话：8457556,18097073036 水工，客服，待遇面议，13997205480（长期有效） 工资面议。13086265488（张总） 上，工资2600－2900加补助。5209302 有效。15924070009

华德物业诚聘 雄瑞保安诚聘 某餐饮公司诚聘

保安员数名，男，18-50岁，2000-3000元，福 服务员、打荷、传菜生合数名，门迎2名，收银2名，
电工、
保安。
保安员、保洁员、维修技工数名，胜利 厨师，配菜，服务员，洗碗工，工资面议。 货车司机1名(带装卸)，B2驾照，底薪4000 维修、
元+提成+全勤，包吃住。电话:5117070 18997207906 8245345 利加公休，18897059959、18897059980 砂锅（海鲜）1名。18697125520 14797005528
路与同仁路交汇处 17716078959 城北景岳公寓东门。13997013566

某物业公司招聘

西宁保安公司聘 正派名人餐饮聘

电工（有证），维修，保安，保洁，司炉工(有 人事助理3名，工资4000以上、储备干部3名，工资7000以上、销售 财务经理、会计，水电暖维修，餐饮服务员，保洁，营 监控安装联网报警技术人员，月3000元十提成。另 会计出纳各1名，餐厅聘服务员及传菜生数名，城西区昆仑路
证），会计（有会计证）。电话：6126503 精英20名，工资4000以上。双休+季度奖+保险13997245627 销经理，前台接待，收银。18697112152，8489867 招保安、特保月3300元。8453724、13897440551 昆仑壹号，17716002111（会计）18797345012（服务员）

求职

求 职
塞奇西饼诚聘 建筑公司招聘
某房产公司诚聘 某连锁足浴诚聘 青海聚合热力有限公司聘
司炉工，水暖工地点:西宁、乐都，一经 店长、业务员、营业员、生产员、裱花员、现烤员数名， 建筑业特种工数名、持有效证件、证章 本人专长销售，培训经验丰富，适应能力较强，善于沟通，现
办公文员，要求责任心强有相关经 大堂经理2名，足道技师数名，前台收银4名，前
验优先。赵女士 13007775039 厅接待6名，工资:底薪＋提成。13299888885 录用，待遇从优，电话:0971-8450422 分货员1名。包食宿、缴纳保险。18997177139

齐全。0972-8813928，13195730899 应聘销售主管或经理职位，有意者请联系1501103898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