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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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宾馆

招聘

诚聘
业务主管2名，销售助理2名，以上职位35岁以
上，限女性，工资3000-5500元，13997097877

中国人民人寿保险筹备西宁支公司诚聘
营业部经理2名，业
务主任10名，业务精
英数名，央企待遇，有
保险同业经验择优录
取13897412831

招工
钢结构厂招熟练工，下料，二保
焊，喷漆工,埋弧焊13519774912

雄瑞保安诚聘
小区特保，男，18-35岁，3000元（管
吃）。13897634009、18897059959

物业保安

某物业公司招聘
事务助理、客服收银（懂电脑）、保安、保洁、
水电工（有证）工资面议13897259313

某修理企业招聘
食堂大师傅及帮厨，（做饭及采购，大师傅年龄
40岁以上，有食堂经验）待遇面议18997269856

诚聘
助理会计，学习会计，电脑开票员，文秘，平面设计，保管
员，电工，维修工，学徒工15909718739，13997127517

求职

图书公司诚聘
电脑操作，司机，库房理货员，业务
员若干名，电话：0971-8218757

我公司急聘
公路二级建造师，待遇面议，联系人：
董：13997113800马15297211745

诚聘
保安员数名，男，18-50岁，工资面
议。18997270111、18897059980.

大西部商贸城招聘
锅炉工一名，工资面议，
联系电话14709789516

城中区某宾馆招聘
洗衣工。联系电话：
13897623551，13997284694

诚聘
保安、保洁、客服、维修工。地址:七一路
6280577， 13997069116赵13639711794郭

某公司高薪诚聘
电器销售专卖店店长3名、店员5
名；业务经理2名；办公室文员2
名；办公室主任3名、售后接线员
2名，35-45岁。一经录用公司
缴纳五险一金，此广告长期有
效。电话:15110908652(张女士)

青海聚墨斋艺术品拍卖有限公司招聘
青海聚墨斋艺术品拍卖有限公司因发展需
要，特诚聘办公人员10名。要求：25-35
岁，大专以上学历，热爱艺术事业，能熟练
使用办公软件，艺术类专业毕业者优先。
待遇：保障底薪+勤奋+高提成+奖金+悟性
=月入万元。有意者请携带本人简历、近
照、身份证复印件、学历证明到本公司面
谈。地址：西宁城西区海湖路4号14号楼3
单元312室联系人：郭海涛 13709786213

家福宴餐饮开业在即招聘
前厅主管、门迎、服务员、
传菜生工资3200~4500元
福利+工龄+提成，包食
宿，地址：南川东路137
号，电话：13709728825

时代新能源食堂聘
一名粤菜厨师，基本工资6000左右，不含补贴，包吃住。
地址：城南南川工业园区创业路182号,18397088801/周

招聘
男女保安，年龄52岁以下，工资2200元—2500
元。另聘文员一名。6362548，13639764637

幼儿园招聘厨师
双休日。保育员2名，
电话15809716148

喜喜婚庆诚聘
公司专员4名，临时工若干名，
当日结工资。13195783707

青海通达物业公司急聘
收费员1名，年龄40岁以上，熟悉电脑操作，女
士优先，工资面议。联系电话:13107595513

卓尔山桶装水招
送水员3名(5000元以上，自带三轮车优先）
电话：17709782277(西宁城北宁瑞水乡)

餐饮

职场天地 13086269821
13086268862 13086269820城

西
区

城
北
区 13086268861

城
东
区

城
中
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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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宁城东顺鑫商行诚聘
终端业务员，送货司机，（持货运资格证），库管，库房
配货员数名。面试地址：泰宁花园13086280039

华德物业诚聘
保安、房管员（2名）。
4923380，17797186597

诚聘
洗车工 擦车工 修车工 美容工汽车用品销售员
各数名。工资高 提成高，待遇优137097622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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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招十字绣钻石绣工
计件工资，每件15-1000元，带回
家做，不限时间，133276696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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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诚聘
世界五百强企业筹建西宁支公司诚聘，各岗位虚位
以待，25—50岁，月薪5000+仇经理13997085808

西宁恒邦房地产有限责任公司招聘
招聘保安数名，要求身体健康，有责任
心，有工作经验者优先，薪酬待遇：
2450+季度绩效+年终奖金，包吃包住，
地址：西宁市海湖新区五四西路84-64
号，联系人：李先生13519744135

中国航空油料有限责任公司青海分公司招聘
飞机加油员若干人：要求：1、28岁
以下，2、高中学历以上。3、B2驾
驶证(一年以上)，面试地点:西宁市
黄河路98号，待遇:工资+六险一
金，工作地点:青海省内各飞机场
电话:18153997199，
13997124498 18397107199

诚聘
监控员数名，女，18-40岁，
3000，倒班制。18997270111

聘特保巡护司机月3000，接警员（女）
2700，交养老医疗。消控员（有证）月
2700。8453724，13897440551

比利时检察机关 10 日声明，已羁押一名原驻
奥地利首都维也纳的伊朗外交官，指控这名男子
参与策划对伊朗反对派今年早些时候在法国首都
巴黎的一场集会发起“恐怖袭击”。

比利时联邦检察院说，德国警方先前逮捕伊
朗外交官阿萨杜拉·阿萨迪，10 日引渡至比利
时。比利时一名地方法官早些时候在北部城市安
特卫普讯问阿萨迪。

伊朗政府当天召见德国驻伊大使，就引渡伊朗
外交官表示抗议。伊朗外交部声明，这一事件“源
于伊朗的敌人及其欧洲关系网编造的阴谋”。伊朗
否认本国政府人员牵涉这起未遂袭击。

法国政府说，伊朗反对派团体“伊朗全国抵抗
委员会”6 月 30 日在巴黎郊区举行年度集会时遭
遇炸弹袭击威胁。集会出席者包括美国总统唐纳
德·特朗普的现任律师、纽约前市长鲁道夫·朱利
安尼以及多名欧洲和阿拉伯国家前官员。

比利时反恐部门 7月 2日说，挫败这一恐袭阴
谋，集会当天在首都布鲁塞尔抓捕一对夫妇，搜获
烈性炸药和一个引爆器，同时认定在巴黎落网的另
一名嫌疑人默尔哈德·A是这对夫妇的共谋。这三
人是伊朗裔比利时公民。比利时政府随后分别向
德国和法国提出引渡阿萨迪和默尔哈德·A 的要
求。比利时检方以“恐怖主义谋杀未遂”和“策划恐
怖行动”罪名指控四名在押涉案人员。据新华社电

美国国会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
主席鲍勃·科克 10 日说，他查阅了美国
情报机构就沙特阿拉伯籍记者贾迈勒·
卡舒吉“失踪”一事所获信息，卡舒吉

“十有八九”在进入沙特驻土耳其伊斯
坦布尔领事馆当天遇害。

沙特需解释
科克认定，无论卡舒吉在土耳其有

何遭遇，沙特政府都有牵涉。
美联社援引科克的话报道：“沙特

需要解释的事太多了，因为所有迹象都
显示他们至少牵涉他（卡舒吉）失踪。”

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告诉媒体
记者，他已经与卡舒吉的未婚妻哈蒂
杰·坚吉兹通电话，美国和土耳其方面
保持密切沟通。

坚吉兹向特朗普寻求帮助。按美
国白宫的说法，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
助理约翰·博尔顿、白宫高级顾问贾里
德·库什纳和国务卿迈克·蓬佩奥已经
与沙特王储穆罕默德·本·萨勒曼通话，
要求沙特“彻底、透明”调查。

卡舒吉现年 59 岁，2 日前往沙特驻
伊斯坦布尔领事馆，办理与结婚相关手
续。他的土耳其未婚妻坚吉兹说，卡舒
吉进入领事馆后“再也没有出来”。土方
认为卡舒吉在领事馆遇害，召见沙特驻
土耳其大使，要求沙特配合调查。沙特
否认卡舒吉遇害，同意土方搜查领事馆。

卡舒吉上世纪 80 年代开始记者生

涯，先后在中东地区多个国家采访，为
美国《华盛顿邮报》等媒体供稿。卡舒
吉与沙特王室成员熟悉，但逐渐与沙特
政府对立。最近一次前往土耳其以前，
他在美国“自我流放”近一年。

美国扯军售
卡舒吉“失踪”触发多方关切。
《华盛顿邮报》10 日援引美国官员

的话报道，沙特王储穆罕默德曾下令采
取行动，把卡舒吉从美国的住所引诱回
沙特，随后予以拘押。

美国参议员克里斯·墨菲说，如果
沙特确实引诱一名美国居民进入领事
馆并杀害，美国需要重新考虑与沙特的
关系。

另外，参议员兰德·保罗说，如果证
据表明卡舒吉遇害且沙特涉嫌，他将力
阻美国对沙特军售。

沙特是美国在中东地区的传统盟
友，同时是美制武器的大买家。特朗普
去年 5月访问沙特，双方达成 1100亿美
元军售协议。沙特王储今年 3月访问美
国，特朗普宣布与沙特敲定 125 亿美元
军售订单。

不过，沙特在也门的军事行动引发
部分美国议员不满，美国国内针对向沙
特等海湾阿拉伯国家合作委员会成员
国出口武器的争论日益激烈。2016年，
时任总统贝拉克·奥巴马叫停一个近 13
亿美元对沙特武器出口项目。

手表成线索
土耳其方面的调查仍在继续。路透

社援引土方官员的话报道，卡舒吉进入
领事馆时佩戴“苹果”手表，与他留在领
事馆外的手机相连。这一设备可以提供
位置和心率等信息，如果手表与手机之
间数据得以同步，可能成为重要线索。

卡 舒 吉 比 未 婚 妻 坚 吉 兹 年 长 23
岁。两人 5月在伊斯坦布尔一场会议上
相识，关系发展迅速，8月决定在土耳其
成婚。按坚吉兹的说法，卡舒吉在伊斯
坦布尔购买了住房。

土耳其法律要求离异的卡舒吉证
明自己单身。卡舒吉的朋友说，卡舒吉
当时问及能否让沙特驻美国使馆提供
证明，被告知沙特驻土耳其使领馆更好
办。不过，沙特官员否认这一说法。

坚吉兹说，卡舒吉进入领事馆是别
无选择。他 9月 28日第一次到领事馆，
过程顺利。他告诉朋友，领事馆工作人
员和善，告知他需要准备的文件。

按友人的说法，卡舒吉颇为放松，从
领事馆回来后去英国参加会议，直至10月
1日返回土耳其，次日再次去领事馆……

另外，路透社报道，土耳其警方怀
疑的 15 名沙特人在卡舒吉“失踪”当天
乘坐飞机入境土耳其，其中 9 人乘坐关
联沙特政府的私人飞机，6 人乘坐商业
航班。他们入境后仅短暂停留，而后出
境。 新华社特稿

沙特记者失踪 美国情报指向遇害
比利时羁押伊朗外交官

指控其策划恐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