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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海省人力资源市场地址：西宁市西山一巷5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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扫描二维码

广告

时间

7月18日、25日
(下午14:00—17:00)

7月21日、28日
(上午9:00—12:00)

7月14日
(上午9:00—13:00)

内容

周三现场招聘会

周六人才集市日

“机遇·成功”大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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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业服务窗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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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青海九洲盛世商业运营管理有限公司
销售和内勤人数:10 人，年龄要求 20-

45 岁学历要求无,薪资待遇:(工资金额,奖
金,吃,住,工资计算方式等)

联系电话:18797391353

青海百骥教育咨询服务有限公司
1、教师4名：本科以上学历 2、教育顾

问 6名：大专以上学历 3、亲子教师 3名：
大专以上学历，有看护婴幼儿经验，有幼
教或保育资格证、育婴师资格证者优先 4、
市场主管3名：大专以上学历 5、市场运营
总监2名：大专以上学历，以上岗位月薪
2500-6000元

联系电话：0971-6248422 6248522

青海睿品房地产营销策划有限公司
房地产经纪人30名、销售经理2名、

销售主管2名：无责任底薪 3000 元，提成
30%—50%，应届生和有工作经验者优先。

联系电话：13909713349
17697221877冯经理

西宁正锋火速开锁有限公司
1、客服 2名：女性，大专以上学历，1

年以上工作经验/薪资待遇:底薪+绩效+各
类补贴=3000-5000、五险 2、开锁技术工、
学徒：男性，中专以上学历，18-30岁左右，
底薪+绩效+各类补贴=5000 元 3、网络推
广：男性，大专以上学历，2 年以上相关工
作经验，年薪 6-8万

联系电话：13007781551

青海楚商教育管理有限公司
1、高中各科教师各5名：本科以上学

历有工作经验者优先，本科学历且具有 5
年以上工作经验，年薪不低于 15 万、研究
生学历且具 3 年以上工作经验:年薪不低
于 15万 2、常务校长、德育副校长、教务主
任各1名：5 年以上工作经验，3 年以上综
合管理经验，年薪 12万至 20万

联系电话：15202551048

山东冠通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档案信息化专员：10 名，试用期三个
月，无责任底薪 2500 元 ，转正工资：基本
工资 2500-3000绩效工资+奖金，转正后五
险一金，提供良好的晋升空间。

联系电话:17697107121王晓荣

甘肃实力工程机械设备有限责任公司
1、市场推广人员：3名，2000+提成+公

司福利等 (试用期 3 个月）2、公司财务：1
名，2400+公司福利（试用期 1个月）

联系电话：18693276369

北京厚冠商务服务有限公司西宁分公司
客户经理 5名；电销专员 5名：年龄

20-45岁，可接受实习生，底薪 1200-4800+
业务提成+奖金。入职既有五险一金，法
定节假日(不包含食宿）。

联系电话：田主任13919329070
罗主任17793107227

景县龙华景源铁塔厂
现场工程师 3 名：年龄不超过 40 周

岁，男性；学历中专以上学历，有计算机、
网络、安防、传输相关经验的专业人员，有
经验者优先录用；具备文字报告撰写及维
护客户关系的能力，月薪 8000 元，工作优
异者 8000+奖金。试用期 3个月。

联系电话：13897092525 谢经理

梦家房地产营销策划有限公司
置业顾问数名：学 历 不 限 ，年 龄 在

18-35 岁 ；1-2 年 以 上 销 售 行 业 工 作 经
验，业绩突出者优先；薪资待遇：底薪+
提成+奖金。

联系电话：13709723828

西宁市城北区满忆助残养老服务中心
应届毕业大学生 4 名：底 薪 1500 元

（试 用 期 三 个 月）试 用 期 过 后 2000--
3000 五险一金、周末双休、男女不限，学
社工专业优先，每年都有去外地学习的
机会。

求职热线：0971-7351373
13299780966（李经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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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连续 4 届世界大赛无缘四强的低
潮期后，法国队在主帅德尚的带领下终于
迎来了又一个巅峰期。如果说 1998 年在
本土首夺世界杯冠军的那支法国队是“黄
金一代”，那么本届杯赛德尚麾下的众多年
轻球员就有望成为“黄金二代”。

法国媒体和球迷都惊呼，这支法国队成
熟、自信，让人看到了“黄金一代”的影子。他
们夺冠赔率一路走高，也反映了方方面面的
共识。回望20年前的“高卢雄鸡”，尽管当时
队内有年仅20岁的特雷泽盖、亨利和21岁的
维埃拉，但主力阵容仍由 32岁的后卫布兰
科、29岁的队长德尚、30岁的前锋德约卡夫
等人领衔，横空出世的齐达内则是26岁。那
支冠军团队的首发阵容，平均年龄 27.3岁。
而目前德尚治下的法国队，除门将洛里、中场
球员马图伊迪和中锋吉鲁外，其余 8名主力
球员无人超过27岁，首发11人的平均年龄只
有25.8岁。其中姆巴佩、卢卡斯、帕瓦尔都是
95 后球员，瓦拉内、乌姆蒂蒂、博格巴则是
1993年生人。与“黄金一代”相似，如今法国
队的中锋位置表现欠佳，但全队进攻点较多，
强大的攻击力是进球和赢球的保证。当年布
兰科、图拉姆等悍将助法国队先后淘汰巴拉
圭队和克罗地亚队，而今扮演该角色的则是
乌姆蒂蒂、瓦拉内、帕瓦尔。

中场方面，“坎特+马图伊迪”的组合颇
似当年的“德尚+佩蒂特”组合；当年球队
边路有犀利的亨利，现在的边路则是光芒
四射的姆巴佩。如果要指出球队存在的弱
项，恐怕就是博格巴还无法与齐达内相提
并论，但后者在进攻端的威力，已经由格列
兹曼继承。比起 20年前那支冠军团队，眼

下的法国队在大赛经验上毫不逊色，冲击
力则更胜一筹。

1998年世界杯，时任法国队主帅雅凯此
前还没率队踢过世界大赛决赛。而本届世
界杯，德尚已经总结了两年前欧锦赛决赛失
利的教训。和雅凯放弃坎通纳的做法一样，
德尚也坚决不用本泽马，他因此被外界批评
为固执己见。在他上任的 2012 年，正是法
国足球“后齐达内时代”的迷茫时刻。渴望
成为“第二个雅凯”的德尚，2016 年曾错失
本土捧起德劳内杯的机会。几经蛰伏，德尚
在俄罗斯再度迎来冲顶良机。这一次，他能
否率领年轻人唱主角的法国队再夺大力神
杯，成就“黄金二代”？我们拭目以待。

据《北京晚报》报道

据外媒报道，中超球队上海申花足球
俱乐部对俄罗斯国家队前锋阿尔帖木·久
巴产生了浓厚兴趣，最近将会对久巴的转
会提出正式报价。

今年 8 月将年满 30 岁的久巴曾以
自由球员的身份转会俄超豪门圣彼得
堡泽尼特。上赛季的前半段，久巴在圣
彼得堡度过，后来被租借到图拉兵工厂
俱乐部。久巴在图拉兵工厂的表现出
色，并因此得到了俄罗斯国家队的征
召，并在世界杯的舞台上表现出色。

在 2018年俄罗斯世界杯上，久巴发
挥惊艳，从第一场比赛替补上场打入进
球之后，这位身高 1.96米的高中锋势不
可挡，在代表俄罗斯国家队的五场比赛
里打入3粒进球，还奉献了2次助攻。

虽然俄罗斯队在四分之一决赛中
点球大战输给克罗地亚，没能走得更
远，但久巴与队员们的精彩表现已赢得
了全世界球迷的尊重。俄罗斯总统普
京把俄罗斯队球员称作“英雄”。

据中新网报道

C 罗离开效力 9 年的皇家马德里，
加盟意甲豪门尤文图斯。一边是五夺
金球奖的超级球星，一边是赢得欧冠
次数最多的“银河战舰”，如果把双方
的合作比成爱情的话，在不少人看来，
葡萄牙人终老马德里，是这段罗曼史
最好的归宿。其实，C罗离队的传闻每
年都有，只是这一次为什么来真的？
而且为什么新东家不是绯闻已久的曼
联或者巴黎圣日耳曼，而是之前看似
根本沾不上边的尤文图斯？

事实上，长时间以来，皇家马德里都
没有留人的传统。近些年除了齐达内，
能够从伯纳乌退役的球员少之又少。

在皇家马德里的九个赛季，C 罗
无疑是成功的。在这里，他拿到了四
座金球奖；在这里，他从一位优秀球
员成长为足以载入国际足球历史的
传奇人物。从此前的表态来看，C 罗
曾经的确希望能够在皇马退役，但是
俱乐部的一些做法伤害了自尊心极

强的他。据悉，不仅是 C 罗向皇马提
出的 3000 万欧元年薪未得到满足，而
且皇马时不时与姆巴佩、内马尔等球
员眉来眼去也让他与俱乐部产生隔
阂。

据此前的媒体报道，只要不是卖给
比如巴萨、巴黎圣日耳曼等特定的几
家俱乐部，皇马愿意以一亿欧元左右
的价格卖掉 C罗。如此一来，能在竞技
和财力上符合要求的球队并不多，甚
至可以说这就是为尤文图斯量身定做
的一项协议。

此桩转会所带来的蝴蝶效应也将
会是持续的。失去 C罗之后，皇马肯定
不会坐以待毙，势必在转会市场还有大
动作，内马尔、姆巴佩都有可能在短时
间里再次改换门庭。得到一位顶级射
手，如虎添翼的尤文图斯有可能会打破
西甲近些年在欧战赛场中的垄断。遗
憾的是，“梅罗决”，这对绝代双骄的对
话将不再频繁上演。 据新华社电

一众年轻球员唱主角

德尚打造“黄金二代”

俄罗斯国脚久巴或转会中超
上海申花将提出报价

为什么离开皇马

为什么是尤文图斯
C罗转会

法国队主教练德尚法国队主教练德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