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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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609788397、18697246616

银鹰招聘
男押运员20名，女业务员5名.工资
2730－2900加补助，联系电话：5209302

禾田居招聘
会计、出纳，文员，收银员、库管员、门迎、前厅经理，砧板、
打荷，工资3000-10000元以上。电话:18597166901

青海和展医药科技公司聘
做饭钟点工，联系电话：
13997037716工资待遇面议

开发区某国企诚聘
安保人员，道路收费人员，未进入
社保，工资3000元/月8819924

招聘
厨师，客房服务员，前台，保安，旅行社计调。城东
区优先。联系电话:18297128370，15297131510

西宁名门闺秀诚聘
15年专业养生护肤老店，现因业务急需美容师
4名，月薪3000-5000元13519719469龚院长

某宾馆诚聘
祁连路五一桥某宾馆招聘客房服务
员，工资面议，电话13909712802

春景装饰诚聘
设计师，业务员若干
名18209783108

金融国企入驻西宁急聘
综合金融客户经理，周一
至周五8:30-10:30开会，
其余时间不坐班，月薪
5000元，已婚已育女士优
先，双休13897412831

国有企业聘
内外勤15名，25-50岁，金融专业，大专以上学历，一年以
上保险、银行工作经历，13897269973 ，18097264257

某煤矿急聘
井下采煤、掘进、运输人员若干，工资6000-10000
元/月。侯先生 18909776722 此广告长期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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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招聘
因青海锅佳滋家常面馆扩大经营招聘以下人员：帮厨
切配，洗碗下面，工资2700-5000元，15897183700

清真王家庄园急聘
部长3500+200全勤，服务员和传菜生3000+200
全勤，门迎3200+200全勤18797160700马经理

齐鑫勘查诚聘
钻探物资库管员1名（熟练操
作电脑）、矿山安全员1名（负
责井下施工安全检查工作）、
钻探管理人员2名。有钻探
工作经验者优先。地点：塔吉
克斯坦，薪资面议6143475

某物业诚聘
前台，项目经理，保安，保洁，水电工，财务会计，
待遇优厚，电话:18797184237，13897259313

招 聘
现有城东开发的工程共
11栋楼，计划2018年7
月份开工，诚邀有实力、
有诚信、质量意识强的
土建班组参与施工，有
意者请与公司联系，电
话：15500577671 阳工

房产公司诚聘
景观园艺师3名，需持证并有多年园艺工作
经验，50岁以上，工作地点城东区8806768

保安公司聘
保安40岁以下白班月3100元；45岁以下夜班月2500元；
另包吃住(三班倒)2370元。5131511、13195791440

三鑫可百可烤肉店诚聘
店长3500-5000元，厨师长
3500-5000元，收银，服务员
2400-3000元，厨师数名，工
资面议，保洁，洗碗工2000-
2600元，以上岗位工资均加
提成，长期工可交三金，地
址：南川西路东台市场斜对
面，电话：13389716899

本公司招聘
B照司机2名，司机带装卸，包吃住,能吃苦，有责任心，具有团队合作
精神；月薪4000-4500+提成+全勤。18297129715，18997418651

西宁大厦诚聘
餐饮部：中西餐服务员、中西餐区域主管 、中
西餐吧员 、预订员、门迎 、传菜生、收银员。厨
房：配菜、打荷 、厨房粗加工、洗碗工。房务部:
楼层、会议领班、楼层服务员、客房中心文员、
公共区域保洁员、会议服务员、前台接待、收
银、前厅礼宾员、库管，安保员。公司为员工提
供丰厚薪酬及奖励，免费培训，免费食宿，全勤
奖励，店龄工资，带薪年假。应聘热线：
18697259522，8164957，15500606081

西宁大厦重装开业，现诚邀
优秀的你与我们共创辉煌

馍馍店高薪诚聘
会做馍馍的师傅(夫妻最好)，生意好，包吃
住；十月份有意可承包。13897493915

香格里拉物业公司诚聘
电梯工，高压电工：持证，45岁以下，月
薪3000元，保安员，监控员：男女不限，
50岁以下，身体健康，初中以上学历，管
食宿，月薪3000元，保洁员：50岁以下，
身体健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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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聘特保月3300+绩效，保安月2300。
监控安装月3000+提成，接警员月
2500。8453724、13897440551

东川工业园区企业招聘
办公室管理，财务人员，销售司机，食品车间普
工，有三年以上经验8145528，18195600311

凡秘能公司聘
普工，电话5226032，18797003153，
地址：生物园区经四路10号

招聘
保洁主管，领班工资面议，保洁员 1850-2000元，电话:
18697246892，13897252755工作地点 红十字医院，长期有效

海西茶卡盐湖新景区聘
保安40名，40岁以下，工资：3000-3200元，保洁24名，
55岁以下，工资2400-2600元，管食宿13897656316

水源国际诚聘
接待8000-10000,收银3800-4200,
吧员3600-4000,服务员3500-4000,
保洁2300-2500,保安3500-4000,以
上人员一经录用待遇从优,干满一
年工龄补助500元以此类推包吃
（伙食丰富一日三餐清真餐）包住
（高层小区微波炉洗衣机无线）每月
聚餐一次应聘热线：18297197662
张经理,18397100346李经理

西宁海湖新区商务宾馆招聘
前台收银，客房服务员若干名，
本广告长期有效13897255774

城西某幼儿园诚聘
保育员、幼师各1名，工
资面议。17797162171

本店招聘
面匠两口子7000-7500，
厨房杂工两口6000-
7000，服务员数名，洗碗工
1名2700-3200，假期工
10名2500-3000，以上人
员包食宿，13389757899

招聘
锅炉房管理员一名，司炉工3名，工作地点海
北江仓，联系人张经理，电话15297134444

诚聘
注塑厂招工，熟练工优先，男女不限20岁-38岁，包吃
包住，月工资3500-4000元，加月奖年奖17797181749

诚聘
开卫饮料市区销售经理1名，
配送司机1名18809788818

某医药公司诚聘
专业会计，三年以上工作
经验优先，13139058839

振翔保安聘
20-45岁男保安50名，月薪2300-2800
元，包吃福利等，电话：18909710958

诚聘
文员2名，内勤2名。工资3000+福利待遇+双休。销
售经理1名，工资面议，电话：18797306699 韩老师

招聘
美术老师，销售顾问，全职兼职
均可，薪资丰厚18997223331

招聘
急需工作人员、面匠、炒匠 、捞面。需长期合
作，工作轻松15111710890青海黄南州同仁县

昆仑玉专卖店诚聘
销售精英，22-45岁，有经验者优先，工
资4000-8000元，电话139971938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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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招 聘 物业 保安

餐 饮

求 职

宾 馆

高薪诚聘
库管、店员、销售，月薪3000-5500，
包食宿。8453588，13897466995

宁铁保安公司常年聘
安保人员，男，55岁以下，初中以上学历，退伍军人及警
校毕业优先录取7167981、8819230，13195793881

招 聘 招 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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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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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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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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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房屋租售

城南新区奉青花园多层住宅出售
96m2-135m2经典两房三房，成
熟社区，即买即住，数量有限，
欲购从速。另有旺铺及库房
（车库）出售。电话：8269186
商铺出租价格面议
海湖新区文成路南口海鲜大酒店旁，
120平方米，程女士，15500618986

500m2市中心旺铺转让
兴海路与黄河路十字路口。营业中品牌火锅
店，周边成熟小区，学校，单位，宾馆众多，门
口有公共停车场，旅游客源较多，具有稳定
客源。因个人原因，现忍痛转让，非诚勿扰。电
话:138 9723 0566、180 9720 6012本餐厅位于城西文化区，交通便利，客源稳定，面积230平方米（另

赠送负一楼110平方米）。主营：面食、小吃、精品小炒兼会议接待餐。
现整体带设备对外承包（必须是清真餐）欢迎有意者来电、来人垂询！

小岛基地清真餐厅招租

地址：小岛基地一楼办公室（五四西路老师大对面）
电话：13997169418（李女士）13997389843（张先生） 13997073140（马先生）

旺铺承包或转让
城东青藏花园45m2旺铺转让，另贾小巷早餐店
承包或转让。13519717056 13997384395

旺铺转让
小桥十字 1500m2旺铺转让，价格
面议。联系电话：15597178999

国际村南门临街90㎡茶艺
转让。电话:15209781581

川菜馆急转
东台市场附近临街 190m2川菜馆急转，房
租低，客源稳，接手可营业。13997069946

餐厅转让
海湖新区文成路有餐厅转让！可做摆小龙
虾，烧烤，小海鲜！13099773699

餐馆转让
海湖营业中餐馆（150m2）转让，位置好，房租
低，有客源，接手即可营业。15202595255

转 让

转让
万达广场对面刘家寨小区1000m2舞厅对外转让，
接手即可营业，价格面议。13897663556

商铺出租
五四大街（中泰对面）临街二层商铺
出租，详情面议。电话：6124598

商铺出租
城西黄河路商铺出租，超
市勿扰。13997123743

库房出租
开发区沪宁路库房出租，300—800m2，汽车
维修500—1000m2。电话：13209785316

铺面出租
朝阳一巷 200平方米精装修铺面（带同
等面积地下室）出租。13139058839

办公楼房屋出售
王府井三田办公楼出租/出售，海湖新区恒邦荆城
复式楼出售。联系人:陈13709713226价格面议

铺面出租
莫家街临街二楼 600m2商铺,可分割；胜利路临街二楼
铺面1300m2,可分割。18997132567 13139060062

转让
11年公司，伍拾万实缴，无不良记录，
现对外转让。18697109986 梁先生

大型网吧转让
校区旁 1000m2 旺营中网吧转让，房租
低，证照齐全。可合租13109751116

地下室出租
朝阳西路临街 1800平方米整体出租，
水电暖齐全，精装修。18697100607

现房出售
南川东路汇鑫小区（南川商场）现房，6/7跃层，已
基础装修，180平方米，可贷款。13897180076

城北区海西路萨尔斯堡门口生活
超市整体转让。18797345757

旺铺出租转让
城东泰宁花园康西农贸市场现有鲜大肉铺
出租、转让。闲人勿扰。13099740084

转 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