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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聘 物业保安诚 聘
青海虚杯工贸有限公司因业务
需要，现诚聘司机20名（工资5
千-9千元），押运员20名，3千
元以上，有危化资格证，押运员
证，多劳多得。18997179457

开发区某国企诚聘
安保人员，道路收费人员，未进
入社保，工资面议。8819924

塞奇西饼诚聘
店长、营业员、生产员、裱花员、库管员、分货员数名，财务统
计2名。包食宿、缴纳保险13997245912，18997177139

招聘
货车司机多名，B 照以上要有货车资格
证，工作在西宁，电话15009729999

诚 聘
办公室文员2名，销
售助理2名，以上职
位35岁以上，限女
性13897412831

餐饮

诚聘
东宝公司（卡特彼勒山工装载机）因业务拓展，现诚聘售后
服务人员3名，司机1名工资面议。电话：13997167196

保安公司聘
保安55以下，月2200元，月2370（包吃住）；另聘食堂
大师傅一名，工资待遇从优5131511、13195791440

城北某物业诚聘
保安数名，45岁左右，工资面议
18997165566,13997053120

城南某公司招聘
行政专员1名，3年以上工
作经验；电工1名（需持证）
5年以上工作经验；保安1
名，待遇面议，咨询电话:
0971—8814381转6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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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宁大厦诚聘
西宁大厦重装开业，现诚邀优秀的你与我们共创
辉煌，餐饮主管，餐饮服务员，收银，传菜生，前台
接待，客房服务员，审核，销售经理，广告长期有
效。公司为员工提供丰厚的薪酬及奖励，免费培
训，免费食宿，全勤奖励，店龄工资，带薪年假，应
聘热线：18697259522，8164957，13519708024

招聘
服务员4名，工资3500元，收银4名，男女不限，工资4000
元，保洁4名，工资2600元，联系电话：15500575955马

诚聘
读书郎电子教育专柜特诚聘优秀营业员数名，
有销售经验者优先，待遇面议 139094818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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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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青海好用网www.qhhaoyong.com

诚聘
技术员1名、新建进出变电站测量、放线等工作(熟练掌握经纬
仪、全站仪、水准仪）地址:海西州、诺木洪189 97181549 包

高校汉餐食堂招聘
厨师，配菜师，拉面师，杂工，
工资面议13519739764

某宾馆招聘
客房服务员数名，年龄50岁以
下，薪资面议13709783797

诚聘幼师
某幼儿园诚聘幼师数名，工资面
议。联系电话：13997223818

混凝土公司现招
统计、机修，18909788805
小车司机，家住博雅路附近13997083733
以上岗位5年以上工作经验

城中区某物业诚聘
出纳一名，工资面议。有工作经验
者优先。联系电话：13734686557

水晶宫养生馆招聘
收银4名，工资3000元+奖
金，包食宿15597438887

诚 聘
城西区彭家寨附近洗车行招聘擦车洗车
工，管吃住，有意者联系：15297093613

省茶业公司招聘
业务销售，司机，工资面
议，电话：13897217609

诚聘
朝阳东路家美家居洗车中心招聘洗车美容工数名，
有驾照者优先，电话13897458661，18697115371

某幼儿园招聘
幼师数名，副园长1名（有经验者优先）保洁
一名联系电话18209788400，13897586849

招聘
夜班服务员，管吃住工资
面议，电话15209714070

城西区胜利路兴欣宾馆诚聘
客房服务员，年龄30岁-45岁，家在
西宁本地，待遇面议13997275511

诚聘
文员，女，30-40岁，会电脑，
3000，行政班0971-6136060

聘银行特保月3300+绩效（包
伙食）巡护司机月3000元。
8453724、13897440551

城东区幼儿园招聘
保安一名，联系电
话18697196686

诚聘
收银员，导购员数名，工资待遇面议，工作地址:城西区海晏路47
号五粮液专卖店。联系人: 林女士。联系电话:15009713692

诚聘
海湖新区某物业公司招聘车辆收费员、秩序员、
保洁员。工资面议，带工作餐。电话:6361063

招聘
公司招聘司机一名，驾驶经验5年以上，工资面
议。联系电话0971-6136069，17709718653

某餐厅聘
面工、勤杂人员若干名。
电话13997047888

城西某午托班招聘
做饭厨师两名，双休日节假日正
常休息，工资面议177160022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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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某房地产公司诚聘
经理助理1名，男，会办公软件、会CAD制图，懂工程；
办公室文员1名，工作地点海湖新区15597440846

招聘
助听器验配人员，30-40岁，女，沟通能力强，高
中以上，有相关工作经验优先13909717282

印度总理莫迪日前在庆祝独立日活
动上发表演讲，被印度媒体认为是“面向
选举的演讲”。印度舆论普遍认为，大选
预计明年初举行，鉴于国内经济面临挑
战、反对党势头上升，莫迪此次讲话意在
宣传施政成绩和未来发展规划，争取民
众支持。

这是莫迪在全国大选前的最后一次
独立日讲话。莫迪在演讲中列出本届政
府的“成绩单”，主要包括直接纳税人与
间接纳税人数量大幅增加、数千万人脱

贫、国内营商环境改善、全国所有村庄实
现通电以及遏制腐败等。

莫迪强调，保证社会公平正义是印度
快速发展的必要条件。他还对妇女权益、
社会保障以及青年人自主创业等问题做
出承诺，表示要确保印度穷人获得高质量
和负担得起的医疗服务等。莫迪还说，印
度计划在2022年首次完成载人航天任务。

莫迪执政以来推行一系列改革，其中
最重要的措施之一就是统一全国税制，
这使得印度国内营商环境得以改善，激
发了印度国内经济发展潜能。

尽管遭遇国内零售商的强烈反对，印
度竞争委员会仍就于今年批准零售巨头
沃尔玛以线上方式进入印度市场，而宜
家也在印度开设了第一家零售店，这都
显示出莫迪改革的决心和魄力。此外，
莫迪提出的“数字印度”“清洁印度”“印
度制造”等改革蓝图，尽管在推行中部分
受阻，但仍让广大选民抱有期待。

对于备受争议的“废钞令”，莫迪及
其领导的人民党也在政治上获益。西华
师范大学教授龙兴春认为，现在看来“废
钞令”在政治上是成功的。“废钞令”显示
出莫迪政府改革和反腐败的决心，并在
打击腐败方面发挥一定作用，因此得到
了多数民众的支持。

自 2014 年上台以来，莫迪领导的印
度人民党不断壮大，相继在多个邦的选
举中获胜。去年，印度人民党还在素有
大选风向标之称的北方邦地方选举中取
得绝大多数席位。印度媒体指出，莫迪

政府的改革与发展理念以及政策导向对
选民颇具号召力。几年来，莫迪始终保
持了较高的人气。《今日印度》连续三年
的民意调查都显示莫迪的支持率在半数
以上。

然而，印度人民党保持领先地位的同
时，也面临着反对派的有力挑战和现实
困难。在明年全国大选中，莫迪和印度
人民党想要复制 2014年选举的压倒性胜
利，绝非易事。

莫迪老家古吉拉特邦的议会选举在
去年 12 月结束，尽管印度人民党最终获
胜，但其主要对手印度国大党也在选举
中拿到近 20年来最多的席位。分析人士
认为，以国大党为首的在野党开始结成
反对党联盟，共同对抗印度人民党及其
领导的全国民主联盟。

与此同时，莫迪政府还面临着如何保
持经济稳定增长的难题。今年以来，由
于通货膨胀、油价和汇率变动等多种因
素，印度央行两度加息，引发市场人士对
印度经济前景的担忧。

印度莫蒂拉尔·奥斯瓦尔金融服务公
司预测，连续两次加息将影响印度经济
增速，本财年第一季度（4 月至 6 月）印度
国内生产总值（GDP）将保持强劲增长，介
于 7.5％到 8％之间，但同时增长也将在
第 一 财 季 见 顶 ，并 在 第 二 财 季 逐 渐 走
软。此外，近日印度卢比兑美元汇率连
创新低、对外贸易逆差不断扩大，这都反
映出印度经济结构性矛盾仍难解决。

据新华社电

为测试无人机海上侦察及引导攻击能
力，俄罗斯海军日前在波罗的海首次使用

“前哨”无人机实时指示海上待打击目标，
并成功引导军舰发射“口径”巡航导弹和

“宝石”反舰导弹实施攻击。
据俄媒体报道，俄军此前只利用无人

机实施侦察并校正火炮轰击精度。俄海军
司令部表示，研发人员将改进“前哨”无人
机和俄军舰上部分相互匹配的系统，并在
舰队中逐步推广。

“前哨”无人机重约 450 公斤，时速可
达 200多公里，最大飞行高度约 5000米，作
战半径 250 公里。机上装备有先进雷达、
大功率光学及电子探测设备。

俄媒体援引军事评论员普罗霍尔·捷
宾的话说，在海上为舰载导弹指示目标是
个难题，若能熟练运用无人机执行这一任
务，可大幅减少出动常规侦察机的必要性。

据捷宾介绍，近年来俄海军配备了多
艘小型导弹舰，这些战舰上的雷达功率有
限，远程预警机也难以确保为其随时传递
情报。大量使用无人机可有效解决这些难
题，还可协助其他类型战舰提高战力。

“前哨”无人机曾在叙利亚为俄军机寻
找、识别地面目标，目前俄所有舰队均配
备有这种无人机。 据新华社电

莫迪独立日演讲为印度大选造势
俄首次用无人机充当

舰载导弹空中“瞄准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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