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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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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青海易成建安公司招聘
总工，15年以上经验；项目经
理，8年以上经验；技术员，3
年现场经验；建筑专业会计，
45岁以下，有会计证。（以上
有职称优先）电话：0971-
8117209/13997306024

物业·保安

民惠地产高薪诚聘
水暖通风、土建工程师，男，45岁以
下，大专以上学历，5年以上工作经
验。具有地产项目施工管理经验，
熟练掌握建筑规范及CAD操作者
优先。联系人：顾女士 联系电话：
6243831 ，13997239893

招聘
小桥，南川西路招保安50名，工资2200-2500元，文员
1名，工资面议，电话：0971-6362548,13997018268

诚聘
足疗技师数名6000～8000元，客服
数名底薪3000元。 18409788470

Kevin餐厅诚聘
收银3000元，服务员2800
元，传菜生2700元，洗碗工2
名，水台1名，粗加工，厨房
小工若干名，以上全勤加
200，每月休息4天，法定节
假日有调休，13709761119

图书公司诚聘
电脑操作，库管，业务员若干名，马经
理：0971-8218757,18997388224

如家精选酒店诚聘
西宁如家精选火车站广场店诚
聘前台经理，前台员工，客房员
工，工程维修员，厨师，厨工，餐
厅员工，待遇优厚，管吃管住，
缴纳五险一金，联系电话：
13109316822,15897121115

银鹰招聘
司机8名、男女押运员30名，工资2600－
2900加补助。工资面议，5209302

海湖新区某物业公司招聘
保安、保洁若干名。工资面
议，带工作餐。电话:6361063

求 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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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餐饮

某餐饮诚聘
财务会计1名，前厅主管1名，收银1名，门迎2名，洗
碗工2名，打荷3名，凉菜2名。电话:18597166901

天桥物业诚聘
保洁，监控员（必须有消控证），五险，节假日福利，年终红
包。上班地点：城东/城中。联系电话：0971-8243188

某公司招聘
会计一名，详情咨
询13997053357

求职

保安公司聘
保安。54岁以下，月薪2200元，甘河月
薪2370元(包食宿)5131511，5123453

某门诊招聘
中西医大夫，广告长期
有效。15297187045

西宁和鼎商贸有限公司诚聘
市区啤酒、饮料业
务人员、送货司机、
配送、办公室文员
数名，有经验者优
先，待遇从优。电
话:0971-6289775

西宁保安公司聘
银行礼仪特保、男40岁以
下，1.75米以上，月3100
元+绩效（包食宿）保安月
2200元，生物园区工作。
8453724、138974405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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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224630971 地址:西关大街6号光彩广场432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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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风监督举报电话：18797189863、18697246616

龙江海鲜城诚聘
经理3名：6400—10000元，大专以上学历，三年以上工作经验；主管8名：4200—8000
元；部长10名：3800—7000元；营销20名：3600—12000元以上；迎宾10名：3600—7000
元；收银8名：3500—6000元；服务员80名：A级：3900—7000元；B级：3700—6000元；
C级：3500—5000元；传菜30名：3300—4000元；人力资源部部长(办公室主任)5名:
3500—5000元，大专以上学历(酒店各部门储备干部)。保安10名：3200—3500元；海
鲜管理员5名：3500—3800元；摘洗工、保洁各10名，2800—3000元。后厨各档口中小
工20名:待遇面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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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田经理) 0971—7928555朱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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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青海晨航教育诚聘精英
学前教育、播音主持、中文、营销管
理，电话：18697174011 张老师

驾校诚聘
驾校招聘教练员，需有教练经验并诚邀
加盟商。联系电话：189-9722-06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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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肤宝诚聘
美导，彩妆品牌经理，直营店店长，促销美导，美甲
师，纹眉师，美容师，电话：5216827,18709716761

诚聘护士
35岁以上，具有护士上岗证、执业证，工作地址：
城西区西交通巷社区。15609716786(陆女士)

高薪诚聘
某公司诚聘经理，主管、业务员，司机
及配送人员若干 名。139971843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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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行风监督电话：15597009182、15597009268★
地址:西海都市报广告部（海悦酒店二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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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写字楼出租、出售
海湖新区核心地段，5A写字楼一层（共 2000m2）
整体或分割出售，出租。13997047004郑先生

房屋租售 办公室出租
现有 170㎡办公室对外出租，水电暖
齐全，带办公家具，租金面议。地址：
西关大街8号世贸大厦13楼 联系
电话：0971-8457566张女士 转 让

办公用房出租
现有 667㎡办公用房（二楼整层）对外出租，
水电暖齐全，交通便利，适合办公或培训机
构，租金面议。地址：同仁路9号（同仁路十
字路口东北角临街高层二楼好再来汽车装
潢公司楼上）0971- 6121518、袁女士：
13909711941 陈先生：13897366761

种植蔬菜园区急转，手续齐
全。15809718041(张经理)

足浴低价转让
某新开足浴低价转让，精装修，详
情面议。电话：13897186606

火锅店转让
城西区虎台附近 260m2火锅店转让，带总代加盟技
术及全套设备，接手即可经营。电话：18997262571

大通县黄金地段6000m2大型卖
场及2300m2市场（内有60间铺
面）对外租售。13997005556

餐厅出租/转让
大通百货四楼新概念餐厅转让，装修时尚，633㎡，客
流量大，客源稳定，也可做其他。电话：15897108989

档口、中餐厅出租
城北柴达木路小吃城档口、
中餐厅出租，有固定客源，接
手可营业。13709782330

药店转让
地处繁华地段，价格面议。
联系电话：18697117136

海南西线邦溪·四季春天温泉小镇·万亩山湖温泉养生度假城邦！
高速高铁便捷交通，医院商场会所全配套，健康城实景现房7580
元/㎡起（少量精品别墅，欲购从速）。尊享热线：400-157-0809

海南温泉现房

诚 招
诚招西宁总代理
本公司主营群科牌八宝茶及群科牌麦茶。现诚招西宁市总
代理，有兴趣的个人或商家，可来厂考察。0972-8791000

房屋低价出售
门源路6号电力小区3室2厅2卫，一楼117㎡，分取
暖，单位房，物业低，有车位。电话：13997230697

商铺出租出售
昆仑阳光城三楼 1000 平米整体出租、2000m2整体出
售，适合幼儿园，培训，办公，餐饮等。13997175569

办公室出租
昆仑阳光城办公室出租400m2，三楼，单
独楼梯，精装修。13997175569

商铺出租
胜利路申宝大厦一楼临街112m2整体出
租，已装修，价格面议。13997175569

旺铺转让
现有贾小庄餐馆转让。
电话:13109754387

一名杀害 22 人的俄罗斯前警察 10 日
又一次站上法庭，为涉嫌杀害另外 59人受
审。

“狼人”警察
被告米哈伊尔·波普科夫现年 53 岁，

曾是西伯利亚地区安加尔斯克市的警官。
2015年初，他因强奸和谋杀 22名女性

罪名成立，被判处终身监禁。然而，案件
并未结束，他因涉嫌杀害另外 59名女受害
人，于 10日在安加尔斯克附近的伊尔库茨
克市一家法院再次受审。

波普科夫 1998 年离职。已经定罪的
案件发生在 1994 年至 2000 年，除 22 名女
性遇害外，另有 2名女性侥幸生还。

新一批案件时间跨度更大，受害人数
更多，从 1992年至 2010年，59人死亡，1人
生还。

鉴于他的凶残，波普科夫在俄罗斯被
冠以“狼人”或“安加尔斯克疯子”绰号。

如果新罪名成立，他将超过一批臭名
昭著的杀人狂，比如“棋盘杀手”亚历山
大·皮丘斯金和“红色开膛手”安德烈·奇
卡季洛，成为俄罗斯近代历史上新的“杀
人魔王”。皮丘斯金上世纪 90年代至本世
纪初杀害至少 48人；生活在苏联时代的奇
卡季洛背负至少 52条人命。

“清洁工”或变态杀手
10 日的庭审不对媒体开放，以保护受

害人隐私。根据俄罗斯媒体先前报道，波
普科夫的作案手段是夜晚开车在道路上寻
找作案目标，有时开着警车。他以搭顺风
车为名，诱骗受害者上车，在偏僻地点强
奸杀人，然后抛尸。

这些凶杀案多年未破，他甚至以自己
的警察身份为掩护，参加案件侦查。直到
2012年，波普科夫终于落网。

调查人员发现，凶手掩盖犯罪现场证
据的手法熟练，因而开始把侦查方向转向
警方内部。2012 年，调查人员要求数千名
现役和退役警察接受强制脱氧核糖核酸
（DNA）检测，从而锁定波普科夫。

波普科夫称，他的作案对象都是妓女，

他是在“清洁”家乡。
俄罗斯媒体去年 12 月援引案件调查

人员叶夫根尼·卡尔切夫斯基的话报道，
遇害女性中包括妓女和吸毒者，但人数不
多。

卡尔切夫斯基说，根据医学诊断，波普
科夫“有不可控制的杀人欲望”，但是他被
判定精神正常，必须为罪行承担法律责
任。

《西伯利亚时报》2015 年报道，波普科
夫往往以喝醉酒、“看上去像自己母亲”的
女性作为目标。调查人员怀疑，波普科夫
的行为可能是在报复母亲，后者酗酒，在
波普科夫儿时经常虐待他。新华社专特稿

俄罗斯“杀人魔王”再次受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