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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桥物业诚聘
消控1名，有消控证；维修1名，有电工证；保安保洁若干，
45岁以下，身体健康，有五险。电话：0971-8243188

诚 聘
我公司招聘统计员一名，年龄40岁以下，大专本科均可，工资
面 议 。 联 系 电 话 18097205763，152025952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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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
区

城
北
区

13086268861城
东
区

城
中
区

青海好用网www.qhhaoyong.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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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诚 聘
某单位急聘25-50岁男女各1人，薪资
面议，环境优，可转正13897413693

上市公司急聘
经理助理2名区域经理人5名，年龄25一50岁，男女不限，上午班，
底薪3000一5000，加双休。张经理13897413539 13897462268

某食品批发配送公司诚聘
库房分拣员数名（18-45岁，男女不限）；厢式货车司机3名（5年以上驾龄），熟悉市区道路，吃苦
耐劳；有快销品经验的业务员数名。地址:城南新区奉青路口塘马坊市场里 电话:15202556269

某公司诚聘
物业财务会计、内勤、物业综合维修、保安、保洁、
小区绿化工。18697112152 8160345

某单位食堂聘
配菜，家常面工，服务员，售饭员，勤杂
人员若干名。电话13997047888

佑通保安诚聘
男女保安，年龄55岁以下，工资2200元—2500元。
另聘办公室主任一名。6362548 13639764637

和术中医堂招聘
药剂师、护士、推拿师、针灸师若干，有相关资
格证、工作经验，工资面议。15002740782

民惠物业诚聘
保洁员数名，男女不限，45岁左右。试用期一个月，转正后基本
工资1950元，每月社保补贴459元。合计2500元。6106139

雄瑞保安诚聘
保安，男，55岁以下，2200一3200，
18997270111，18897059980

保安公司聘
保安55岁以下，月2200，甘河月2370(包
吃住)。特保。5131511、13195791440

某国有物业企业聘
保安、保洁若干名，45岁以下，高中以
上。6369215、18697106622

时代新能源食堂聘
川菜师傅两名，拉面师傅两名、工资5000左右。洗碗（菜）工，工资
3000左右，包吃住。城南南川工业园区15897218397谢

诚 聘
医院管理人员(3000-8000元),药店收银员，营业员
各两名(3000-5000元)。13909732296

诚 聘
西钢集散中心批发部聘男,女工若干名，工资
3200—3500元。电话13897454451

西宁市儿童福利院诚聘
会计1名，办公室文秘1名，大专及以上学历，
年龄45周岁以下。护理员若干名，爱心父母
若干名，学历不限，具体事宜面议。联系人:
张老师，联系电话:6251441 6252071

洗车诚聘
城西招长期稳定洗车擦车工，
包吃住（三餐）13709704573

沙特阿拉伯外交大臣阿德尔·
朱拜尔 10 日澄清，沙特政府与美国
传媒公司旗下小报曝光美国电子商
务巨头亚马逊公司首席执行官杰
夫·贝索斯婚外情“完全不相干”。

贝索斯与美国传媒公司的纠葛
始于今年 1 月。贝索斯宣布与妻子
离婚不久，美国传媒公司旗下小报

《国民问询》周刊披露他与一名前电
视节目主持人有婚外情，触发贝索
斯调查他与婚外情对象的短信和照
片如何流出。

贝索斯几天前在社交媒体发
文，暗示他掌控的《华盛顿邮报》披
露沙特记者贾迈勒·卡舒吉遇害事
件令沙特政府不满，怀疑沙特与美
国传媒公司“有染”。

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面向全
国》栏目 10 日播出沙特外交大臣朱
拜尔接受采访的视频。记者问及沙
特政府是否牵涉《国民问询》曝光贝

索斯婚外情一事，朱拜尔回答，“我们
与它无关……对我而言，它听着像是
一出肥皂剧”。朱拜尔说，他“不了
解”沙特政府与美国传媒公司有任何
关系，不认为沙特方面会鼓动美国传
媒公司刊发贝索斯的负面报道。

按照贝索斯的说法，《国民问
询》以曝光他与婚外情对象不雅照
片相要挟，要求他停止调查并公开
说明报道内容并非出于政治动机。

美国传媒公司首席执行官戴
维·佩克的律师埃尔肯·阿卜鲁莫维
茨 10日接受美国广播公司《本周》节
目采访，否认《国民问询》以公开私
密照片敲诈勒索贝索斯。

阿卜鲁莫维茨说，婚外情报道
内容由贝索斯及其情妇所熟悉的一
名“可靠知情人士”提供。在被问及
美国传媒公司近期完成 4.5 亿美元
债务重组时，他回答，其中来自沙特
方面的资金“不多”。 据新华社电

美国国务卿迈克·蓬佩奥本周踏
上中欧之旅，访问匈牙利、斯洛伐克、
波兰等国。一些分析师认为，美国近
年将外交重点移向亚洲和中东地区，
以致冷落中欧国家，国务卿这次出访
中欧意在“重刷存在感”，与俄罗斯争
夺对这一地区的影响力。

再刷存在感
蓬佩奥 10 日从美国启程，定于

11 日访问匈牙利，12 日访问斯洛伐
克，13日访问波兰并且出席为期两天
的中东问题会议，15日短暂停留比利
时和冰岛后返回美国。

路透社报道，这是继前总统贝拉

克·奥巴马任内国务卿希拉里·克林
顿 2011 年访问匈牙利以后，美国时
隔 8 年再度派国务卿出访匈牙利。
至于斯洛伐克，美国已有 20 年没有
安排国务卿级别的高层访问。

一名不愿公开姓名的美国政府
高级官员说，美国近年没有太顾得上
匈牙利、斯洛伐克等中欧国家，但是

“如果没有存在感，就势必要滚蛋”，
在地区影响力方面输给俄罗斯。

按照这名官员的说法，蓬佩奥这
次访问“相当有必要”。

抢能源生意
美方官员披露，美国与匈牙利、

斯洛伐克分别商议双边防务合作，有
望 在 蓬 佩 奥 访 问 期 间 正 式 敲 定 协
议。这两个中欧国家有意采购美制
F－16型战斗机。

另外，蓬佩奥打算在访问期间劝
说匈牙利减少对俄罗斯的能源依赖，
尤其避免支持俄方力推的“土耳其
溪”输气管道项目。

“土耳其溪”是俄罗斯向土耳其
供应天然气并经由土耳其向欧洲南
部输送天然气的管道项目，海底部分

2018 年 11 月 竣 工 ，陆 地 部 分 预 定
2019年开工建设。

匈牙利所需天然气主要从俄罗
斯进口，国内唯一核电站保克什核电
站扩建项目依赖俄方资金和技术支
持。

匈牙利外交部长彼得·西亚尔托
本月早些时候说，美国企业埃克森美
孚公司有意在黑海地区开发一处天
然气田，相关项目迟滞已久，近期有
望加速推进。美方希望这一项目帮
助匈牙利减少对俄方能源依赖。

再对付伊朗
蓬佩奥赴波兰主要为参加 13 日

至 14 日一场中东问题会议。除蓬佩
奥外，美国副总统迈克·彭斯以及总
统唐纳德·特朗普的女婿、白宫高级
顾问贾里德·库什纳将一同出席。

知情人士介绍，会议将重点讨论
伊朗问题。美国希望联合更多国家
施压伊朗，进一步制衡伊朗在中东地
区的影响力。

伊朗方面多次批评这次会议并
且召见波兰驻伊朗临时代办表示抗
议。 新华社专特稿

委内瑞拉军队 10日正式开始举行
大规模军事演习，以显示抵御外部干
预的决心。

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当天观看了在
米兰达州一个军事要塞举行的防空演
习，演习中使用了俄罗斯制造的武器。
他说，政府将保证足够投资，以确保国家
防空系统所需的一切。委防空和防导系
统将配备世界上最先进的导弹。

马杜罗表示，委内瑞拉有和平的
权利，委人民是和平的人民，委内瑞拉
不接受任何人的威胁或干涉。他要求
军民联合起来，共同抵御美国政府可
能对委发起的侵略。“成千上万的人将
被武装起来进行防空和反导弹防御，
使我们的城市和村庄成为坚不可摧的
地方！”

此次军事演习将持续至 2 月 15
日。 据新华社电

蓬佩奥踏上中欧之旅再刷存在感

蓬佩奥蓬佩奥

委内瑞拉
举行大规模军演

沙特：与贝索斯婚外情曝光无关

泰国选举委员会 11日发布总理候选人正式名单，
前公主乌汶叻“榜上无名”。

选举委员会发布声明说，王室成员应当保持政治
中立，不应担任公职，因而没有赋予乌汶叻参选资格。

选举委员会审核 45 个政党推举的总理候选人，
继而发布名单。这一机构原定 15日发布名单。

泰护国党 8日提名乌汶叻为这一亲前总理他信·
西那瓦政党的总理候选人。乌汶叻接受提名。但是，
泰国国王玛哈·哇集拉隆功随即发表公告说，姐姐乌
汶叻参选总理“不妥”，王室成员涉足政坛有违宪法。

泰国定于 3 月 24 日举行议会选举。按照泰国法
律，选民将选出 500 名下议院议员，全国维持和平秩
序委员会指派产生 250名上议院议员，最终由两院议
员联合投票，选出新总理。

乌汶叻现年 67岁，是已故国王普密蓬·阿杜德的
长女。她 1972 年与一名美国人结婚，按照王室法规
放弃王室成员地位，1998年离婚后回国。尽管她的王
室头衔没有恢复，泰国民众仍视她为王室家族一员。

泰国军方 2014 年政变，推翻他信妹妹英拉·西那
瓦领导的为泰党政府，时任陆军总司令巴育·占奥差
设立全国维持和平秩序委员会，随后由时任国王普密
蓬任命为总理，充任政府首脑至今。巴育 8日宣布接
受国家人民力量党的邀请，成为这一政党的总理候选
人。

新华社微特稿

泰国前公主无缘参选总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