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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风监督举报电话：18797189863、18697246616

捷安特自行车青海总店聘
男女营业员各5名，35岁以内，底薪+提成，
待遇优厚，国际村三中对面。13997088559

养生体验店聘
营业员数名，年龄20-45岁，工资两千+提成，接待顾
客及店内日常销售回访工作，电话:15297156068

银鹰招聘
司机10名、男女押运员30名，工资
2600－2900加补助。5209302

钢构厂招聘
招工，下料，组立，埋弧焊，二保焊，
拼装，可分段承包，13519774912

公司现招聘
有经验的总监代表、专业监理工程
师、监理员。联系电话:15110909911

物业公司招聘
保洁、保安、水电工、洗车工，联系人：蒋经
理18297177349董主管15110903616

青海易成建安公司招聘
建筑会计，5年以上工作经验；技术员，现场经验三年以上。
（以上有职称有证的优先）13997306024，13734664703

诚 聘
公司因业务拓展，现招聘道路桥梁专业监理工程师30名，道路试验专业
监理5名，总监理工程师2名，房建土建专业监理工程师20名，总监代表
5名，现场监理员20名，资料员5名，办公文员及标书编制人员10名，建
筑设计师3名，结构设计师2名，工程预算员土建和安装专业各5名，工程
造价主管1名，办公室主任1名，项目可研编制人员2名，工资待遇面议，
有经验者优先，联系电话：15202593719郑先生13099795656黄先生

招聘
我监理单位招聘若干专业监理工程
师及监理员，联系电话13897490722

佑通保安聘
保安50名，工资2000-2500元。另聘文
员。工资面议6362548，13639764637

大西部商贸城诚聘
保安数名（电话18209781637），电工一
名（电话14709789516），工资待遇面议

诚聘
某医务室诚聘合作伙伴，中西医
大夫，护士，电话：15719753567

千红花店招聘
鲜花店学徒4名，工资面
议，电话：15500559458

某园林绿化公司聘
园林设计师2名，要求有（3-5年工作经
验）可独立完成设计图，熟练操作各种
绘图软件，项目经理及施工员各2名，
要求具有相关专业资格证或职称，地
址：西宁市城西区昆仑路一号9楼，联
系电话：18697191888,13519754025

某监理公司诚聘
土建、水暖、电气专业监理，工程师数名、办公
室文员2名，工资面议，电话:13897664545

城西某餐馆聘
服务员，工作半天，工资面
议，电话：13897436962

金座集团诚聘
会计：若干名，从事过房地产或建筑施工会计者优先；招商经理：5名，从事过家居建
材招商工作者优先；预算员：5名，从事过工程预算工作者优先；以上应聘人员需3年
以上工作经验，男女不限。收银员：若干名，从事过商场收银工作者优先；客服：2
名，兼前台、楼宇管理员、仓管、消防员、内勤；综合技工、暖通技工、电工：若干名，有
相关职业资格证，45岁以下；消防专员：若干名，有消防从业资格证，从事过相关消
防工作者优先；保安：若干名，男性，45岁以下。联系人：姚经理 15500769770

西宁永茂物资有限公司诚聘
司机，普工各一名，25-45岁，能吃苦耐劳，工资面
议，18909787555 陈先生18909717300 靳先生

雄瑞保安诚聘
文员，女，40岁以下，会电脑，行
政班，3000元。13897423635

青海省人防工程监理咨询有限公司招聘
诚聘电气专业监理、水暖专业监理、土建专业监理人
员，要求有三年以上工作经验，并持有助理工程师以
上或监理岗位证书。办公文员2名，熟悉办公电脑
操作，地址:海湖新区安泰大厦B座10层，联系人:葛
先生13709712340柯女士15897083853，6101611

必康制药集团诚聘
青海，西藏业务经理数名，月薪1万元以
上，销售内勤1名，15209782414（邱先生）

诚聘
办公室文秘，熟练操作办公软件
者优先，待遇优13519709880

城东区康乐某幼儿园高薪聘
大客车司机1名（持A1驾照）；幼教老师数名，持
证有经验的优先，工资面议，电话：18997059965

青海赛沃公司招聘
成本会计、办公室主任 、
办公室文员、车间统计。
地点：青海长宁19.5公
里，电话：18997481879
胡经理，以上岗位男女不
限，薪水待遇面谈

诚 聘
平面设计师4名，待遇：工资4500+保
险+工龄工资+年底奖金+节假日福利
（要求具备从事本专业经验一年以上熟
悉平面类软件）办公室文案2名，待遇：
工资：3000+保险+工龄工资+年底奖
金+节假日福利（要求本科学历，有文字
组织和撰写基础）业务营销人员4名，
待遇：高比例提成+保险+工龄工资+年
底奖金+节假日福利待遇（要求从事过
广告营销工作）电话：13209714521

招聘
城西某大型超市，数名长期促销员工，半天班，工资面
议，底薪加提成，电话：17709780985、13897484802

海湖新区百世快递急聘
快递员数名，计件月工资4500元-6000
元，公司可提供电动车，18097202185

华德地产公司诚聘
消控员3人，保安2人，45岁以下，工资面
议。电话：15597436757，0971-8060907

诚聘
干洗店招聘熟练熨烫工数
名，电话：13709734433

诚聘
会计，营业员，文秘，标书专员，学习会计，学习电
脑记账员，司机，15909718739，13997127517

城东某物业公司招聘
保安数名，50岁以下，薪资面议。
联系人:倪先生：13997275772

某物业公司聘
会计1名，坐班制，5年以上经
验，工资面议，电话：6156069

某公司高薪聘
员工20名，25-48岁，高中以上学历，底薪3000元以
上+五险一金+双休18697152063，13997149518

青海天神花园酒店有限公司诚聘
领班若干名3500+全勤200，服务员若干名3200+全勤200，客房部：主管
4200+全勤200，领班若干名2800+全勤200，库管1名，工资3000。销售文员
1名，工资面议）服务员若干名2200+全勤200，前厅部：，礼宾2名2800-
3000+全勤，保洁2名2000-2200+全勤，打荷10名2500-3500，配菜15名
2800-4000，档口中工15名3000-4500，洗碗工8名2200-2800，联系电话：
高经理：15597196698，刘经理：15597437134
地址：西宁市城西区西川南路23号夏都景苑1号果洛大酒店

诚聘
办公室文员2名，库管2名，机器操
作工2名，会计1名13139086899

清真蜀味传旗鸭爪爪招聘
前厅部:迎宾，收银，服务员，传菜
生，后厨部: 面点大小工，打荷，配
菜，统计员，以上岗位（3200-5500/
月）各岗位一经录用均包食宿，每
月带薪休假，电话，18697186238
13099751922（后厨）地址:西宁市
城西区胜利路青旅大厦二楼

卓尔山桶装水招
送水员2名(4000-8000元），话务员1名、实习
会计1名，电话：17709782277(西宁城北朝阳)

城南明昊熙苑、忠益房产聘
置业顾问若干，一经录
用，待遇从优8117177

某电梯公司招聘
文员，销售助理，工程管理及维保人员若干名，本广告
长期有效。电话:13997048996，8135426 曲经理

青海省军区招待所诚聘
前厅接待3名，3000
元/月，餐饮服务员
8名，2800元/月，传
菜生5名，2800元/
月，电话：6362229

乐喝喝桶装水招聘
话务员2名，懂简单电脑操作2500+提成，送货汽车三轮摩托司机8
名，3500-6000(底薪十提成) 地址:海西路萨尔斯堡13897250601

保安公司聘
保安。54岁以下，月2370元（含加班）；二班倒
月2500元，以上包食宿5131511、5123453

诚聘
学徒工，电焊工，下料工，包吃住，男女不限，
吃苦耐劳18997071143,15597389003

青海世昌保安公司聘
保安30名，25-55岁，另聘管理人员，退伍军
人优先，出纳，文员，18997212899,6162289

诚聘
办公室人员，熟练基础办公软件；司机，45岁以下五年以上驾龄
（有货运资格证）吃苦耐劳。地址：城中区，电话：6150932佘经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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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某门窗厂诚聘
车间主任一名；普工及熟练工
若干，联系电话13997486851

某物业公司诚聘
招聘以下人员：1.小区安保，小区住宅楼保洁员若干，有物业小
区工作经验者优先2.小区物业管理处主任1名，需3年以上物业
管理经验，3.物业项目经理1名，须有一定社会资源及投标项目
经验者优先4.物业小区维修工，强电电工，熟练高低压配电室操
作，弱电电工掌握电脑网络者优先及有经验水暖工维修1名，以
上职务一经录用，立即上岗，电话：6277085,18697102232

某物业招聘
客服，保安，保洁，工程部，电话：
18797184237,18397082931

诚聘
壹号智能管家西北总代理诚招精英业务骨干，有金融从业基础
者优先，待遇优厚，另诚招各级代理，6157108,18097444255

海湖物业聘
保安，保洁，物管员，维修工，前台接
待，0971-6280317（清真灶，管饭）

某汽修厂急聘
机修工，电工数名，待遇
面议，18797340957

诚聘
内科大夫一名，电
话：13709747315

美大集成灶（青海）客服中心现招
1. 售后服务专员：年龄24-48岁，年薪4-5万。2. 安装工:年龄24-48岁，年薪6-10
万。3. 专卖店导购:男女不限，年龄24-48岁，年薪4-10万。4. 专卖店店长:男女不限，
年龄30-45岁，年薪10万，5. 会计：男女不限，年龄30-50岁，年薪4-8万。6. 业务经理:
男女不限，年龄25-48岁，年薪10万。7. 业务员:男女不限，年龄25-48岁，年薪7万。8.
城市合伙人：男女不限，年龄30-45岁，长期在销售行业，有责任心，想赚钱但没资金快
来合伙吧。9. 司机:年龄30-50岁，有驾照、货运资格证，年薪4-8万。以上人员一经录
用，可享受五险一金，年假，年终旅游。联系电话:15109715555，18097128077

诚聘
小翻斗车司机，限城西和城北，工
资面议。电话:18194678999

男装专卖店诚聘
会计1名，限女性，有2年工作经验，导购3名，限女性，形象气质
佳，有经验优先，上班两天一休，联系电话：刘女士15110957307

某公司诚聘
财务会计、物业综合维修、保安、保
洁员。8160345，18697112152

某酒店诚聘
执行总经理、财务经
理、会计、营销经理、餐
饮经理、中餐领班、餐
饮、客房服务员、后厨
打荷。13639750897
13369760688

韵家口防盗门厂诚聘
学徒工、普工。包吃住，工资面
议。13897436455，13897476633

急聘3小时工作制
五险一金，女士优先，月薪4500元，双休，名额8人，年龄50
岁以下，另招助理3名，工资面议，15202534543 宋经理

黄河路某宾馆诚聘
前台收银三班倒上24休48，客房服务员三
班倒，员工餐师傅，保安，13327670100袁

医务室诚聘
内科主治医师1名，工作量
轻，上班灵活，18909788579

汽车养护品聘
市场销售6名，男，工资4000元+绩效，司机
3名：工资3000-4000元，15309718677

招聘
助理，招商经理，建筑设计，薪资：
4000-10000，电话：18697262333

柏威酒店招聘
前台收银2名，客房服务员2名，有工作
经验者优先，联系电话：15909716733

中粮集团招聘
人事专员、开票员、业务员、司机、库管、导购员，
工作地点：城北朝阳东路，电话：18709718171

某建筑公司聘
施工员，质检员，安全员，资料员若干名，工资
面议。13897580331，13389715337王先生

某公司高薪聘
员工20名，25—50岁，高中以上，底薪3000
元以上+五险一金+双休。13997061517

西宁保安公司聘
特保、40岁以下，月3300元、普保45岁以下、
月2800元（包食宿）8453724、13897440551

玉生琨工厂店、玉产品卖场招聘
销售人员，形象好气质佳，有销售经验，20—35岁，男女不限，
底薪+提成＋奖金。15297012130(韩) 18797389909(朱)

公司招聘
男、女理货员各1名，25-40岁，有超市经验者优
先，；办公室文员(熟练办公自动化)。13909711945

诚聘
办公室文员，细心，踏实，35岁以上，业务精
英10名，以上半天工作制，13897412831

小西牛诚聘
1.叉车司机，20-40岁，男士优
先，薪资面议。2.车间普工，
18-40岁，女士优先，初中以上
学历，转正薪资2000-4000
元。电话：0971-5366491，
15202516320马女士

某物业公司招聘
物业经理，客服中心职员若干名，
工资面议8148243，139970657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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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971-6130292，17709781800

某科技公司聘
办公室文员、资料员数名、厨师一名。地址，
生物园区13299765179/5206111林女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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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求职

医药 宾馆

招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