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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诚聘
内勤及管理人员5名，25-50岁，3600-
6000元，高中以上13897412831

招聘
青海宾馆门口青藏特产招聘导购数名，年龄
25-45岁之间，形象好，电话：13997278500

佑通保安聘
物业保安，3000元，保安主管，3500-4000元，45岁以下，另聘52
岁以下银行保安员，2200-2500元，6362548,13639764637

商贸公司招聘
物流配送司机1名，底薪3000元，文员1
名，懂电脑，底薪2500元，13897647934邵

招聘
青海省五四中学招聘有教学经验
的高中各科教师，6250609赵老师

大西部商贸城招聘
电工1名（有证），保安数名，工资面议，联系电
话：14709789516（电工）18209781637（保安）

招聘
负责店面销售及业务员数名，男女不限，工资
2500-4000元，有提成住宿，15297138172吴女士

知名地产诚意招聘
销售经理2名，销售主管2
名，置业顾问20名，策划
师2名，案场秘书2名，厨
师2名，以上岗位一经录用
待遇优厚，简历投递邮箱：
260653111@qq.con；电
话：18997162439张女士

西宁城北集散中心某公司聘
货运男司机数名，年龄25-35岁，厂家经理1名
（大专以上学历）待遇面议13997187800陆经理

招聘
青海大黄蜂旅游设施工程公司聘
食堂厨师1名（汉），55周岁以下，一日三餐，月
休2天，工资4500元，联系电话：13369710526

招聘
财务，会计，审计，审计助理各
1名，工资面议138972485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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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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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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招工
钢结构厂招熟练工，下料，组立，拼
装，埋弧，二保焊工，13519774912

青海泽川公司诚聘
会计1名，有工作经验，有会计证，工作地址：大通
长宁镇，工资面议13109771211,13309715351

蒙牛青海总代理诚聘
招聘超市导购员，配送司机，结款员，开票
员，王经理：18509713887,13099789112

西宁市公共交通广告公司诚聘
平面设计2名，待遇：工
资6000元+保险，业务营
销人员4名，待遇：高比
例提成+保险，安装、制
作工人4名，待遇：工资
5000元+保险，联系人：
郭经理15209710523

某公司高薪诚聘
市内终端小店业务，州县业务，业务内勤，送货司机，仓库配货员若干名，底
薪+年终奖+五险，地址：南川西路尕庄，电话：0971-5224003,15309712531

西宁招保安，45岁以下，月2700元（包
吃住）13897440551,0971-5131511

招聘
社区服务人员，管理，助理及内勤人员，22 -45岁，底薪+提成，
节假日正常休息，有免费旅游。18997161679，18997150721

物业公司诚聘
维修电工，限本市户口，有相关工
作经验者优先，15009711877

青海夏都酒店招聘
宾馆总经理3名（女）；客房、前台服务各
10名，保安、保洁各6名。13997128396

保安公司聘
保安55岁以下，月2370一2700元（包食宿）；
消控员2400元/月。5131511、13195791440

招聘
某房地产公司招聘财务会计1名，某物业公司招
聘保安2名。 0971-6277085，18697102232

城中区某宾馆招聘
洗衣工，保安40岁左右，联系电话：
13897623551，13997284694

今麦郎诚聘
西宁市区配送司机2名，年龄25-45岁，
汉族，3500-5000元：13997294104

委内瑞拉政府 8 日抓捕一名支持 4 月
30日兵变的反对派高层人士。

反对派要员、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胡安·
瓜伊多证实，全国代表大会副主席埃德加·
桑布拉诺被捕。

这是委内瑞拉政府挫败兵变后首次抓
捕反对派议员。

【抓人】
委内瑞拉制宪大会主席迪奥斯达多·

卡韦略 8 日告诉国家电视台记者：“一名兵
变的主要共谋者刚刚遭到拘捕……他们必
须要为……谋划未遂兵变付出代价。”

瓜伊多 4 月 30 日在首都加拉加斯主导
一起小规模兵变，63 岁的桑布拉诺在场。
委内瑞拉最高法院 7 日指认桑布拉诺和其
他 6名反对派议员支持那起未遂兵变，涉嫌

“叛国、合谋违法、煽动叛乱”。制宪大会随
后剥夺 7人的司法豁免权。

桑布拉诺 8日在社交媒体推特说，委内

瑞拉国家情报局探员在加拉加斯民主行动
党总部包围他乘坐的车辆。

“国家情报局（的出现）令我们惊讶。”
桑布拉诺说，“他们不让我们下车，用一辆
拖车强行把我们直接带到（国家情报局总
部所在地）埃利科伊德。”

瓜伊多 8 日在推特证实副手遭情报机
关拘捕，指认政府“绑架”。

制宪大会 4 月 2 日剥夺瓜伊多的司法
豁免权，暂时没有对他发出逮捕令。最高
法院 8 日指认另外 3 名反对派议员涉嫌叛
国，3人的司法豁免权同样可能遭剥夺。

美国驻委内瑞拉使馆经推特要求立即
释放桑布拉诺，威胁委内瑞拉政府将面临

“后果”。美驻委使馆外交人员 3 月全部撤
离，现在首都华盛顿办公。

【示硬】
委内瑞拉最高法院院长马伊克尔·莫

雷诺 8 日回应美方追加制裁威胁，拒绝以

“改换阵营”换取解除制裁。
美国副总统迈克·彭斯 7 日说，美国政

府不久将制裁委内瑞拉最高法院其余 25名
法官。莫雷诺和其他 7 名最高法院宪法法
庭法官 2017年起遭美方制裁。

莫雷诺说：“迈克·彭斯试图让委内瑞
拉最高法律机构向威胁屈服，这种威胁侵
犯独立自主原则和（委内瑞拉）主权。”他指
认美方企图操纵委方司法系统，煽动政变，

“非法、卑鄙、令人无法容忍”。
“我们不会向胁迫低头。”他说，“永远

不会向寻求侵犯我国主权的外国政府屈
服。”

委内瑞拉前情报主管克里斯托弗·菲
格拉“反水”，支持兵变，获美方解除制裁。
总统尼古拉斯·马杜罗 8日经由国家电视台
发表演讲，说：“他们告诉军队士兵，谁背叛
国家与外国佬为伍，谁就会获得奖赏。”

据新华社电

巴西里约热内卢市一家上诉
法院 8日下令先前获释的前总统米
歇尔·特梅尔重返监狱，继续接受
羁押，就多项腐败指控接受调查。

一名法庭书记官告诉记者，裁
决“立即生效”。

特梅尔现年 78 岁，8 日在圣保
罗市告诉媒体记者，定于当地时间
9日上午向司法机关“报到”。

特梅尔的律师爱德华多·皮萨
罗·卡尔内洛斯告诉巴西环球电视
台，法院的裁决不公平。在他看
来，继续羁押特梅尔没有司法证
据。

巴西 2014 年 3 月启动“洗车行
动”大规模反腐调查，迄今定罪超

过 150 名政界、商界人士。特梅尔
2017 年成为调查对象，遭检方起
诉，但国会众议院表决对他不予停
职、不交司法审理。

特梅尔去年年底结束任期，不
再有在任总统所获特权。今年 3月
21 日，他因涉嫌领导一个“犯罪组
织”收受巨额美元贿赂而在圣保罗
被捕。特梅尔和其余涉案人员否
认犯罪，同月 25日因继续羁押缺乏
法律依据而获释。

在“洗车行动”中落网的另一
名前总统路易斯·伊纳西奥·卢拉·
达席尔瓦因腐败罪名成立正在监
狱服刑，刑期是 8年 10个月。

据新华社电

5 月 8 日，英国哈里王子和梅根夫妇抱着刚出生
的儿子在温莎城堡的圣乔治大厅合影。5 月 6 日，37
岁的英国萨塞克斯公爵夫人梅根顺利产下一名男婴，
这是她与哈里王子的第一个孩子。 据新华网报道

飞机起飞前，乘务员都会提醒乘
客观看安全须知录像和阅读放在座椅
袋里的安全须知信息卡。不要以为这
样做只是例行公事。两名乘客乘坐新
西兰航空公司一个航班时因拒不理会
乘务员这一提醒被赶下飞机。

新西兰“新闻原料”网站 8 日报
道，这两名乘客 7日上午登上从惠灵
顿前往奥克兰的一个航班，坐在紧
急逃生口旁边的座位。

坐在他们附近的一名乘客说，
“安全须知录像开始播放，乘务员举
起安全须知信息卡，但是那名女子
开始低头看书”，一会儿又看手机；
与她同行的男乘客也看手机。

按照这名目击乘客说法，乘务员
“非常耐心地”告诉这对男女，他们
的座位在紧急逃生口边上，尤其需
要了解安全须知。然而，那两人对
乘务员的要求置之不理，女子甚至
故意“用手指塞住耳朵”。乘务员警
告他们如果坚持不看须知，会把他
们交给警察，但依然不起作用。

僵局持续 25 分钟，致使航班未
按时起飞。飞行员把飞机驶回登机
口，接到报警的警察带走了这两名
乘客。 据新华社电

拒看安全须知
乘客被赶下飞机

委内瑞拉政府抓捕瓜伊多副手

巴西法院喊特梅尔回去“吃牢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