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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海省人才交流中心
青海省职业介绍中心青海省人力资源市场 就业服务窗口

青海省人力资源市场2018年6月份招聘会计划

电话：0971-8258711、8258712 QQ1：1428676232、QQ2：1977738072
本计划如有调整，将会在青海人才市场网（www.qhrcsc.com）、人才市场公告栏公布，敬请留意

青海省人才交流中心、青海省职业介绍中心
青海省人力资源市场
招聘求职官方微信
微信公众号：青海省人力资源市场
现场招聘会，专场招聘会动态

各类用工单位岗位信息发布、大型企业招录信息
面试、就业政策及职业指导

就业服务海量信息及时掌握，助您迈向成功
青海省人力资源市场地址：西宁市西山一巷5号

联系电话：8258711 8258712

扫描二维码

国家开放大学（青海广播电视大学）
人 事 系 统 教 学 点

本科、专科招生简章

联系电话：8258735 8258736 8258737
17725276736 17725276737 17725276738 17725276739
报名地点：青海省人事培训中心胜利路66号（省烟草大厦西侧）

招生专业

本科
（专升本）

专科

行政管理 (人事系统方向)
法学

会计学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会计学

行政管理

法学

会计学（财会方向）

金融学（货币银行方向）

劳动与社会保障（劳动关系方向）

招生时间

春秋两季

参加成考

春秋两季

学习方式

开放教育

函授

开放教育

主办院校

中央广播电视大学

西安工业大学

中央广播电视大学

说明

1、专升本：具有国民
教育系列专科或以上
学历者均可报名。对
符合国家学位授予条
件的毕业生，授予学
士学位。2、 专科：具有高
中、职高、中专、技
校以上学历者均可
报名。3、毕业证由国家
教育部电子注册，
国家承认学历。4、报名时持毕业
证原件及复印件
（毕业证与身份证
复印在同一张 A4
纸上）一寸彩照 2
张。5、每年春秋两季招
生，春季截止日期3月 1日，秋季截止
日期 9月 1日。

时间

6月20日、27日
(下午14:00—17:00)

6月30日
(上午9:00—12:00)

6月23日
(上午9:00—13:00)

内容

周三现场招聘会

周六人才集市日

夏季综合性大型现场招聘会
暨高校毕业生就业洽谈会

地点

青海省人力资源市场
（西山一巷5号）

青海安馨尔房地产营销策划有限公司
房地产经纪人若干名、置业顾问若干名、销

售精英若干名：年龄 20-45 岁之间，以上人员工
资待遇：底薪+提成+奖金+旅游+节假日各种福
利

联系电话：15309716638
深圳市卓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技术推广员 5 名、经理助理 2 名：大专及以
上学历，试用期三个月薪资 2600元+业务提成，
转正后薪资 2800元+业务提成；周末双休，法定
节假日正常休息

联系电话：13389758873 韩经理

西宁天业纬恒测绘有限公司
1、测量人员 2 名、绘图人员 2 名：大专以上

文化程度（或技校生也可），有工作经验者优先
2、办公室文秘一名：25~30岁，熟练办公软件

联系电话：18797389927
青海华鑫铁道工程有限公司

技术员 1 名、资料员 1 名：具有三年以上相
关工作经验优先；铁道工程优先、路桥相关专
业，专科以上学历；工作认真负责，具备吃苦精
神；熟悉办公软件操作，熟练使用全站仪、水准
仪；能独立完成桥涵工程及铁道线路工程测量
施工及资料。工资待遇：4000-6000 元/月，试用
期三个月

联系人：罗先生 15597109200
青海韵彩文化交流有限公司

1、讲师数名：大专及以上，接受应届毕业
生；月薪 3000-9000 元 2、课程顾问数名：大专及
以上，1 年以上销售或服务行业工作经验，以上
岗位转正以后缴纳五险一金，不提供食宿。

联系电话 18509717326初经理

青海安盛电子有限公司
技术员/维修工程师：5名，20-30周岁，大专

以上学历，要求动手能力强，思维敏捷。有驾驶
经验者优先。正式录用月薪 2500-4000 元。以
上岗位缴纳养老保险，医疗保险。提供交通补

助+话费补助+餐补+全勤奖
联 系 电 话 ：0971- 6103392 18997190210
联系人：苏女士

广东省广大工程顾问有限公司青海分公司
1、办公室文员一名：2500 元以上 2、招标业

务人员数名：3000 元以上 3、电水安装土建监
理：3000-5000 元以上 4、园林景观专业监理：
3000-5000 元以上 5、农林专业监理人员：3000-
5000 元以上加州县补贴 6、全国注册监理工程
师：9000元以上

联 系 电 话 ：吴 总 18997097129 王 先 生
18095786777
汉能海南州光伏发电有限公司

1、计划合同主管 1 名：本科及以上学历，电
气工程相关专业 2、光伏电站值班长 1 名（工作
地点：海南州光伏产业园区）：30-40 岁，大专以
上学历 3、运维专员 1名（工作地点：海南州光伏
产业园区）：中专以上学历，电气运行及光伏电
站相关专业 4、司机 1名：持有 C1及以上驾照，3

年以上驾龄。
联系电话：0971-6288921

青海建设安装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1. 轿车司机（专职和业务）若干名：驾龄五

年以上；年龄 40 岁以下；退伍军人优先 2. 工程
技术人员若干名：熟练阅读土建工程（机电工
程）的施工图纸，熟悉工艺施工流程，可协助编
制施工方案及技术标书；有工作经验者优先 3.
工程预算员若干名：熟练相关专业知识，有相关
工作经验并持有相关证件者优先。以上岗位试
用期三个月至半年不等，转正后缴纳五险一金

联系电话：0971-5135952
青海金宏工程监理有限责任公司

水利水电监理工程师 8 人；市政工程监理
工程师 7人；房屋建筑工程监理工程师 10人；资
料员 2 人；监理员 10 人；司机 4 -5 人（州县）

联系电话:0971-6360570
联系人:谢总监 13119763190 广告

新华社北京电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耿
爽 13 日表示，美方日前宣布将停止美韩军
演，证明中方的“双暂停”倡议合情合理、切
实可行。

耿爽表示，在朝美领导人新加坡会晤

之前，朝鲜半岛局势就已经出现了积极变
化。“朝鲜方面停止了核试验，美韩方面在
军演问题上也作出了自我约束。这在事实
上就实现了中方提出的‘双暂停’倡议。”

耿爽说，美国总统特朗普 12 日在记者

会上表示将停止美韩军演，这再次证明中
方的倡议合情合理、切实可行，不仅符合各
方利益，也能解决各方最急迫的安全关切。

他说，中方在半岛问题上的主张站得
住脚，终将得到各方支持。

美暂停美韩军演证明“双暂停”倡议切实可行

朝鲜媒体 13 日报道，朝鲜最高领导
人金正恩与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前
一天在新加坡首次会晤时，接受彼此发
出的互访邀请。

这是朝美关系史上首次领导人会
晤。朝鲜中央通讯社报道，朝鲜半岛分
裂后对立与敌对的 70 多年间，朝美两国
领导人“首次向和解迈出第一步，面对面
站到了对话的场合”。

朝中社报道，金正恩邀请特朗普在
方便的时候访问平壤，特朗普也邀请金
正恩访问美国。两名领导人认为互访邀
请将成为改善朝美关系的又一个重要契
机，“欣然接受”。

报道间接介绍金正恩与特朗普所签
署联合声明中的四点，即建立朝美新关
系、建立持久稳固的半岛和平机制、实现
半岛无核化以及挖掘和归还美军遗骸。

就构建半岛和平机制，报道说，金正
恩表示，应首先作出决断，停止刺激和敌
视对方的军事行动。“特朗普对此表示理
解，说愿意在朝美善意对话期间停止朝
方视为挑衅的美国和韩国联合军事演
习，向朝鲜提供安全保证。”

特朗普 12日下午在会晤结束后的新
闻发布会上说，将暂停“非常挑衅”的美
韩联合军演。

按照朝中社报道的说法，特朗普同
意，随着美朝以对话和协商方式改善关
系取得进展，解除对朝制裁。

金正恩说，如果美方为改善朝美关
系采取措施，真诚地构筑信赖，朝方也会
相应采取进一步后续善意措施。

（新华社特稿）

朝美领导人
同意互访

日本政府官员13日对美国总统唐纳德·
特朗普声称暂停与韩国联合军事演习表达
关切，而韩方说需要确认美方真实意图。

日本求“理解”
特朗普 12日在新加坡会晤朝鲜最高领

导人金正恩，随后在记者会上宣布将暂停
美韩联合军演。

就这一动态，日本防卫大臣小野寺五
典 13 日似乎“不解”，说美韩联合军演和驻
韩美军对东亚地区安全“发挥重要作用”，

“我们将就（暂停军演）在日本、美国和韩国
之间寻求理解”。

按照小野寺的说法，韩美联合军演是否
继续，日方说了不算，但日方将继续与美方
举行联合演习，同时坚持增强本国防御能
力；日本防卫省力争 2023 年引进美国陆基

“宙斯盾”导弹防御系统的计划没有变化。
他说，日方最终目标是解决朝鲜核武

器和导弹问题以及所谓朝方“绑架”日本人
问题，“我们将要求朝鲜以看得见的形式改
变政策”。

日本共同社报道，小野寺说，日方将维
持对朝鲜施压力度。

韩国需“确认”
韩联社 12日晚报道，特朗普“爆炸性言

论”令韩国军方“神经紧绷”。
就韩美联合军演，韩国内部意见分化。

政治保守派认定这类演习是韩美同盟不可
缺少的一部分；另一种看法是，军演规模和
频率可以调整，以配合为实现朝鲜半岛和
平所作努力。

总统府青瓦台人士当天说，正分析特

朗普所提暂停韩美军演的真正用意。
韩国国防部官员告诉记者，韩美双方

没有就停止联合军演磋商，将经由军事和
外交渠道确认美方意图。

韩国军方上月说，“乙支自由卫士”军
演照常举行，规模不会缩减。依往年惯例，

“乙支自由卫士”一般八九月举行，是美韩
下一场主要联合军演。

美方续“同盟”
包括美联社在内，多家国际媒体报道，特

朗普有关暂停美韩军演的言论“让人意外”。
美国国内一些人批评特朗普对朝方让步。

五角大楼发言人达娜·怀特 12日说，特
朗普在新加坡会晤前与国防部长詹姆斯·
马蒂斯商量过“方方面面”的可能选项，马
蒂斯与特朗普“完全吻合”，总统所作决定

“没有任何意外”。
五角大楼以简短声明欢迎新加坡会晤

所释放的“积极消息”，但声明没有提及“乙

支自由卫士”军演是否按计划举行。
一些分析师认定，五角大楼有意安抚

韩国和日本。
怀特告诉英国广播公司记者：“我们的

同盟牢不可破。”

特朗普“自述”
特朗普 12 日晚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

说，朝方对他暂停美韩军演的决定“非常开
心”，因为“军演极具挑衅性”。

特朗普当天早些时候与金正恩在新加
坡圣淘沙岛嘉佩乐酒店会晤，签署联合声
明。他在会晤后的新闻发布会上说，将叫停

“非常昂贵”且“非常挑衅”的美韩联合军
演；至于是否撤回驻韩美军，“现在还不属
于进程所谈议题”。

据朝中社 13 日报道，特朗普告诉金正
恩，愿意在朝美善意对话期间停止美韩联
合军演，对朝鲜提供安全保证。

（新华社特稿）

特朗普暂停美韩军演挑动盟友神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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