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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聘

国企诚聘
经理助理1名，女，2000-3500元，主管3名，有事业心，
有销售经验者优先，5000-8000元，13897412831

大西部商贸城招聘
电工1名(有证)，停车收费员1名，保安数名，工资面议，联系电
话14709789516(电工)，18209781637(保安及停车收费)

青海旅投文化旅游设施工程有限公司（国有企业）招聘
因业务发展特面向社会招聘以下人员：平面设计
师、室内设计师、行政专员各两名，企业管理、财务
（会计、出纳、统计）、业务员各两名，工程施工（焊
工、水电工、安装工、油漆工、木工）若干名，缴纳社
会保险，薪资面议。联系电话：13369710526 刘
先生，0971-5131770 /17603069175孔女士

开发区保安公司聘
男女保安300名，年龄18一55岁，身高1米65
以上，初中文化，家住西钢，共和南路，付家寨，香
格里拉优先，工资2500至5000元。另招3000
元至2300元岗位，家住民院周边优先。电话
13119783811另聘会计出纳4名海湖新区优先

商贸公司诚聘
文员二名熟悉基础办公软件。
交医保养老。13099773279

某银行物业招聘
保安、消防（有证）、电工（有证）、出纳。
工作地点在市中心。电话:6126503

西宁索菲特酒店诚聘
客房服务员，薪资：3200元/月，月休4天，要
求能吃苦45岁以下，电话182199666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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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沁途汽车销售有限公司现面向社会诚聘
新车、二手车销售人员！
18-30岁，男女不限，学
历不限、工资面议，联系
电话：13709764437

物业保安

★ 行业行风监督电话：15597009182、15597009268 ★★ 市区免费上门服务 ★

职场天地职场天地职场天地职场天地职场天地职场天地职场天地职场天地职场天地职场天地职场天地职场天地职场天地职场天地职场天地职场天地职场天地职场天地职场天地职场天地职场天地职场天地职场天地职场天地职场天地职场天地职场天地职场天地职场天地职场天地职场天地职场天地职场天地职场天地职场天地职场天地职场天地职场天地职场天地职场天地职场天地职场天地职场天地职场天地职场天地职场天地职场天地职场天地职场天地职场天地职场天地职场天地职场天地职场天地职场天地职场天地职场天地职场天地职场天地职场天地职场天地职场天地 ◆周一至周五：100元/块·天，两天以上90元/块·天 （限22个字）

◆周六至周日：90元/块·天，两天以上80元/块·天 （限22个字）

◆行信息：60元/行·天，周六、日50元/行·天 （限10个字）

◆遗失类广告（证照）：不分周六周日均为90元/块·天（限22个字）

0971-8222463
地址:长江路地震局家属院2单元2楼

城西区 13086269820 城中区 13086268862
城东区 13086268861 城北区 13086269821

招聘
本公司因业务拓展招司机2名，库管2名，会计2名，
业务4名，工资3000-5000。电话：15209783988

招聘
保安、消控员（有证），工资3000元，
电话7922420、15897178883

上市公司急聘
经理助理2名和售后服务人员，年龄25一50岁，男女不限，上午班，底
薪3000一5000，加双休张经理，13897413539，18997051750

青葵幼儿园招聘
厨师两名，大众灶，工资面议，地址:西宁市城北生
物园区紫恒帝景小区。电话:18997486684

某公司诚聘
综合办内勤、物业物管员、小区绿化管理
员、保洁。18697112152，8160345

聘：电脑开票员，营业员，记账员，打字员，
助理会计15909718739，13997127517

开发区保安公司聘
男女保安300名，初中文化，家住城东区优
先，年龄40岁以下，身高1.7米以上，女
1.65米以上。工资3000元，普通岗2300
元，管吃住。另，招聘队长、办公文员及出
纳。电话13119783811.15003683991

印度今年夏季持续高温干旱，干
旱状况 6 月创下过去 5 年间同期之
最。受干旱影响，印度粮食播种面积
比往年大幅减少，粮食减产状况堪
忧。

印度气象局 6 月 30 日晚间发布
提醒，说今年季风带来的雨水量与往
年平均水平相比减少三分之一，生产
甘 蔗 的 北 方 邦 等 地 雨 水 减 幅 达 到
61％。

路透社报道，农业在印度国民经
济中占大约 15％，全国耕地中大约
55％依赖雨水灌溉。

印度通常 6月至 9月迎来西南季
风，季风所致降雨占全年降水量的一
大半。然而，今年季风姗姗来迟，导

致印度北部等地持续高温，河流和地
下水水位下降，中暑死亡、用水紧缺
等问题突出。

不少分析师担忧，如果今后两三
个星期内降雨状况不改善，不仅农业
生产进一步遭到冲击，国民经济其他
部门会受连累。

随着干旱持续，印度农民播种面
积不及往年，预期化肥、拖拉机销量
大幅减少，农民消费额会骤减。据印
度农业部门数据，截至 6 月 28 日，印
度农民播种面积为 1470 万公顷，同
比减少大约 10％。

6 月初，印度拉贾斯坦邦久鲁市
最高气温为 50.3摄氏度，接近印度气
温最高纪录 51摄氏度。 新华社特稿

美国得克萨斯州达拉斯地区 6
月 30 日发生一起坠机事件，一架小
飞机刚起飞就坠落起火，所载 10 人
全部遇难，没有地面人员伤亡。

事发地点位于达拉斯市区以北
大约 30 公里处的艾迪生市机场。艾
迪生市政府发言人介绍，出事飞机是
比奇飞机公司制造的一架 BE－350
型“空中之王”双发动机飞机，在跑道
上离开地面不久就一头载进机库；机
库里当时没有人。

相关部门没有发布飞机尾部编

号以及飞行员和乘客名单。暂时不
清楚遇难者身份和坠机原因。美国
联邦航空局和国家运输安全委员会
派人赴现场调查。

当地电视台画面显示，飞机坠毁
后起火，冒起黑烟，机库顶部出现一
个窟窿。

美联社报道，达拉斯县政府已经
帮助艾迪生市政府设立一个协助中
心，向遇难者家属提供心理辅导和其
他帮助。

新华社特稿

中东欧反对
德国和法国领导人上周在日本大阪出

席二十国集团首脑会议期间一致同意支持
蒂默曼斯出任欧委会主席，波兰、匈牙利、
捷克和斯洛伐克四国在 6 月 30 日欧盟峰会
上对这一人选表示强烈反对。

捷克总理安德烈·巴比什告诉媒体记
者：“我担心这个人不是团结欧洲的合适人
选。”

匈牙利总理欧尔班·维克托峰会前致信
欧洲议会第一大党团欧洲人民党主席约瑟
夫·多尔，认定提名蒂默曼斯将是“严重甚
至历史性错误”。

蒂默曼斯出任欧委会第一副主席以来
多次指认波兰和匈牙利侵犯公民权利。

欧委会主席人选需要得到 28个欧盟成
员国至少 72％、即至少 21 国的支持并且这
些国家应代表欧盟 5亿总人口的至少 65％。

路透社报道，如果先前公开反对提名蒂
默曼斯的意大利和预定 10月底退出欧盟的
英国弃权，波兰、匈牙利、捷克和斯洛伐克
四国联手，可能足以否决对蒂默曼斯的提
名。

中右翼抵制
欧盟五大关键领导职位面临换届，包括

欧委会主席、欧洲理事会主席、欧洲中央银
行行长、欧盟外交和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和
欧洲议会议长，关乎欧盟今后五年的政策
走向。

欧盟领导人先前就五个职位人选两次
磋商，但就最关键的欧委会主席人选没有
能够达成一致。欧委会是欧盟行政机构，
主席相当于欧盟“政府首脑”。

德国总理安格拉·默克尔支持中右翼
的欧洲人民党推举德国籍议员曼弗雷德·
韦伯出任欧委会主席。这一党团认为，欧

洲人民党在 5 月欧洲议会选举中获得最多
席位，因而按照“领衔候选人”惯例，应由
韦伯出任欧委会主席。2014 年，这一党团
的“领衔候选人”让—克洛德·容克经欧洲
理事会提名、欧洲议会表决通过后成为欧
委会主席。

只是，代表中间派的法国总统埃马纽埃
尔·马克龙认为，尽管欧洲人民党仍然占据
欧洲议会最多席位，但中右翼阵营“霸占”
欧委会 15年后理应分享权力。

法新社报道，默克尔和马克龙在日本达
成所谓“寿司协议”：中左翼的社会党与民
主党进步联盟推选的蒂默曼斯任欧委会主
席，韦伯任欧洲议会议长，另外一名自由派
人士任欧洲理事会主席。社会党与民主党
进步联盟是欧洲议会第二大党团。

这一提议在欧洲中右翼阵营内部招致
反对。

爱尔兰总理利奥·瓦拉德卡说：“公平
地说，大阪达成的这一提议遭到很多人反
对……绝大部分欧洲人民党的领导人认
为，我们不应该不争取，就如此轻易放弃
（欧委会）主席职位。”

7月中再议？
欧洲议会议长安东尼奥·塔亚尼确认，

无论欧盟峰会结果怎样，欧洲议会都将在 7
月 3日选出新议长。

路透社报道，欧盟领导人原本希望在这
以前尽快确定关键职位人选，但一些外交
官说，传言欧盟 7月 15日将再次举行峰会。

马克龙呼吁各方展示“妥协精神”。他
认为，蒂默曼斯是有能力胜任欧委会主席
的人选之一，其他人选包括欧盟委员会分
管竞争事务的委员、丹麦人玛格丽特·韦斯
塔格，英国“脱欧”谈判欧盟首席代表、法国
人米歇尔·巴尼耶。

一名外交官说，巴尼耶是欧洲人民党成
员，可能成为各国都能接受的人选。

路透社解读，欧盟磋商再陷僵局突显这
一区域组织面临的决策困境。欧盟近年来
一直疲于应对从移民到经济的一系列危
机；欧盟领导人决策时需要平衡党派利益，
考虑地理、性别等多种因素。 新华社特稿

欧委会主席人选依旧“难产”
美国一小飞机坠毁

10人遇难

印度多地遭热浪侵袭
粮食减产堪忧

欧洲联盟 6 月 30
日召开首脑会议，第三次

商讨欧盟委员会主席等欧盟
关键领导职位人选。德国、法
国等主要欧盟国家希望提名现任
欧委会第一副主席、荷兰前外交
大臣弗兰斯·蒂默曼斯出任欧
委会主席，遭到中东欧国家

和中右翼阵营反对，磋商
再陷僵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