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4-05-19 星期一 职场·天地 A19广告部主办 责校:小燕 热线: 8211345

西海都市报竭诚为您服务 欢迎刊登西海都市报分类广告

鸿翔金融外包公司聘
本公司诚聘客户经理 10-30名，职位要
求 20-40岁，大专以上学历，待遇：底薪
+提成+三金。 联系人：罗女士
电 话：18797312750�����8170331

阳光垂钓园是餐饮、休闲、垂钓于一体的综合性水产园。 因
开业在即，现诚聘：厨师、面点师、配菜、服务员、打杂
招聘电话：18297009363地址：城南老源源茶园前方 500
米硅铁厂左转。 订座电话：15719713139

戛纳汇国际娱乐会所招聘

联系电话 0971-7929999���联系地址：西宁市城西区西关大街 57 号

音控师：2 名，月薪 3500+300 全勤 D��J师：100 名起 /日结，从事过有关专业者优先
水电工：2 名，月薪 2800+300 全勤 前台接待：10 名，身高 1.63 米以上，年龄 18-28岁薪资面议
人事专员：2 名，女性 21-25岁熟练办公软件，从事相关专业工作一年以上者，月薪 2500 元 +300 元全勤
保 安：40 名，男性年龄 22-30 岁，退伍军人优先，无犯罪前科，月薪 2600 元 +300 元全勤 +奖金
楼面服务生：60 名，形象气质佳，月收入 6000 元以上（有相关经验者优先）
收 银：10名，女性年龄 20-28岁本地户口，形象气质佳，月薪：2800+奖金+提成，从事相关经验一年以上。

8211345 8211399·职场天地 0971-

行业行风监督电话：15597009268、15597009820连续 12 年全省、西宁市发行量第一 广告量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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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遗失类广告（证照）：不分周六周日均为90元 /块·天（限22个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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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址:西海都市报广告部（海悦酒店二楼）

招 聘 青海皇子集团房地产开发部诚聘
1、造价成本预算管理员 1 名：大专以上学历，造价管理或工程管理相关专
业，35�岁以下，5 年以上预算编审及房地产土建成本管理相关经验， 具有较
好的组织管理协调能力，有全国注册造价工程师资格者优先。 2、项目工程资
料员 1名：大专以上学历，30岁以下，建筑工程类相关专业，持有资料员上岗
证书，熟悉建筑工程资料管理堆积，2 年以上相关工作经验，熟练使用 office、
AutoCAD，资料专用软件，擅长分析整汇总。 联系人：蔡总 15500633337

西宁水世界游泳馆诚聘
救生员（男性），35岁以下， 教练数名
（男女不限）热爱运动，会游泳，有游泳
教练证，求生员证优先，工资面议。
15073153035龙先生 6339899

兰州鼎火锅强势入驻西宁，现诚聘传菜生，服务生，
主管，洗碗工，保洁。 18697111912���15597196698

鼎火锅诚聘

大西部商贸诚聘
保安、保洁、物业管理员、电工、
甲方水电暖管理员。 8122650

春发商砼公司聘
搅拌车司机若干名，B 照以上驾照， 持货运资格证，
工资均 6000元 /月,包食宿。 13897411951��（王队）

96366中心招聘
市场部职员、文员，
年龄 35岁以下。
电话：18797379477

汽销公司聘销售顾问， 前台接待，大
客户经理， 高中以上学历，2000+ 提
成。 0971-4126266�18697156269

诚聘

体育用品公司聘
纯手工缝足球，5 分钟学会，可带回家做，
每只 30-40 元，日结。 电话：7736358�

房地产公司聘
销售经理，置业顾问，设计，文案。 5228195

金色阳光聘
工艺员工资 3000-4000元，兼职工资现
金结算，免费领料可在家做，定做批售唐
卡。 电话：13997380060���6157829

藏语翻译、电子商务、手工雕刻（木雕）、家具设计、工业会
计，要求有相关工作经验。 电话：2237708、18097235802

青海缘汇木雕工艺有限公司诚聘

聘手工制作员
简单易学，带料回家制作，长期招聘，可兼职，现结工
资，签回收合同，另招加盟商。 18397089793��范老师

某公司诚聘
持证监理工程师及监理员各 2 名，有经
验工程地勘一名。 电话：15110987310

招十字绣工
十字绣、 珠绣、 中国结、 挂件加工人员， 每件
15-5000元，另招加盟商。 电话：13327669644

天香 K王招聘精英
服务员、传酒生、收银员、咨客、保安，
提供住宿，工资面议（下午 15点以后
打电话）15110906664��王经理

营业中酒吧
夏都大街营业中酒吧上下共约 500m2， 现外转
140万，有意者致电：15297014181�非诚勿扰。

兴亮商砼聘
搅拌车司机若干，搅拌操作员若干，以上工作人员，证
照齐全，司机 B照。 15597032069��13997130029

大型批发市场聘
治安巡查人员，身高 1.7米以上，年龄 40岁以下，工资
2500元 +养老 +医疗 +意外三险。 18897059959��

银行营业网点聘
营业网点保安员若干名，45岁以下，男性，常
白班，待遇面议。 5111112�18897059980

笑春枫诚聘
长期招聘优秀经理、优秀技师，可
保底。 主管，工资 2500-5000 元；
服务员，工资 2000 元 -4000 元；保
洁数名，工资 2000-3500 元，各数
名，包食宿。 18797115258���

某驾校诚聘
教练员，驾龄 10 年以上，家住城东区及
下岗职工优先。 18509717020

诚聘
汽车机修工、机电工及学徒各数名。 电话：18997126273

某公司诚聘
技术员，资料员数名，工资面议。 电话：18997175871

某物业公司诚聘
文员（大专以上，35 岁以下，有经验者优先）；水暖
工（相关资格证，50 岁以下） 电话：18709710654�

某城市投资公司诚聘
总经理助理 2 名、财务会计 2 名、光伏电站运行人员
6 名，薪资面议。 电话：4120093���15297197479

顺丰速运诚聘
分拣员 3 名，35 岁以下， 高中及以上学历， 月薪：
3000元以上；快递员 10 名，35 岁以下，高中及以上
学历，自备面包车电动车者优先，月薪：2000-6000
元；储备干部 3名，25-35岁，大专及以上学历，有 1
年以上大型企业管理经验， 月薪 4000-5000 元；运
作司机 2 名， 持 B 照以上， 有货运资格证， 月薪
4000元左右。 联系电话：13997228007

某卫浴品牌诚聘
店面导购（20—35 岁）数名，安装工数名。
电话：4399988��13109726777�

西宁大厦
诚聘川配菜、凉中工、京二灶、
面点小工，15500606081
前台接待、门童 、 文员 、服务
员、餐饮部长 、传菜生、门迎 、
电工、保安。 8164957

美体师，工资 3000-6000元，年龄 18-45岁；美容前台，2000-4000
元，免费招学徒，工资 1500元，管住，交养老险。 18997199111

诚聘

某监理公司诚聘
高薪聘路桥专业总监， 驻地油路实验员及小车司机，工
作地点：外州县。 电话：13897663254��18297219388

诚聘
陕西众力电梯公司聘维保、销售、工程人员若干名，工
资面议，此广告长期有效。 4385772����13997048996

试验员、技术员、资料员、实习生若干名，办公室主任 1名、小车司机 2名
（此广告长期有效）18297266111��马经理 13327630158��张女士

某路桥公司诚聘

普工两名，夫妻优先，薪酬优厚。 电话：13086280813
某塑钢厂招聘

诺布林卡酒店成立于 2013年 3 月，是“个性精品”酒店的代表。 酒
店以藏文化元素为主题，引领“自然”“融合”“闲逸”的主题文化。 酒店
建筑面积为 6000m2，有各类特色主题房间 88 套，餐饮包间 7 间，会议设
施等一应俱全。 酒店背山面湖，拥有“面朝大海春暖花开”的绝美景色。

开业在即，酒店诚招：财务部：主管 2名、出纳 2名；前厅接待 10 名；餐
饮部：中、藏餐厅服务员 30 名；客房部：主管 2 名，服务员 20 名；工程部：
水暖工 4名、电工 4名、网络管理 2名；安保部：安保领班 2名，保安 8 名，
退伍军人优先考虑。 以上人员一经录用待遇丰厚，提供免费食宿，工作满
一年缴纳社保，带薪休假，通勤车等。 招聘地址：西宁市城西区香格里拉
城市花园 3期 4单元。 电话：0971-5167485��张女士

诺布林卡酒店诚聘

诚聘
职员、业务、讲师若干，高中学历，工资 3000-5000。
双休日电话：15111711191����18297197685���

怪客网吧诚聘
网管数名，工资 2000，三班倒，管吃住。 电话：13997125788

招聘项目经理（具有二级建造师持证）数名。
联系电话：13897060819��池先生

诚聘

玉树囊谦装载机司机 1名，4500元 /月，5000元
/月，证件齐。 13518952999����18697237553

诚聘

招聘工作人员
高中，年龄 28-48 岁，待遇：底薪 2000+提成+
三金，有双休日。13997271019���13997068543

某集团公司诚聘房地产专职会计一名，5年以上工作经验， 工作地点：
平安县，待遇面议。 联系人：杨主任 13897228111��0972-8610122

诚聘

城西某宾馆聘经理
要求： 对前厅和客房有丰富的管理经
验，责任心强，熟悉电脑系统，女性 35
岁左右，待遇面议，18946840888。 另
聘收银 、 服务员 、 保安数 名 。
14797002628

监理公司
土建、水电、市政专业、监理若干名，有经验、持证
优先录用。 0972-8316818���13299855555��许

青海省军区招待所诚聘
餐饮部经理、领班、服务
员、传菜生、前厅接待、洗
衣工、保洁员、客房服务
员、保安若干，待遇优厚。
电话：7118888/2802

青海三和房地产开发公司聘
1、销售部主管 1 名，具备营销策划、推广等方面经
验，40 岁以下，工资 3500 元
2、置业顾问 6 名，35 岁以下，形象气质佳，有无经
验均可.工资 3000 元.
3�、小车司机 1 名，30 岁左右,B 照，五年以上驾
龄，退伍军人优先，工资 2600 元
4、保安员 45 岁以下，包三餐，工资 2000 元.
8806768��城东区民族学院东侧翠雍天地小区内

某洗浴现急招主管，服务生，技师若干名，待
遇从优。电话：15202561815��13299889731

招聘

某物流公司诚聘
文员、提货员、送货员。 13389788219��8122649
北山工艺玻璃店诚聘

店面营业员，工厂员工，财务人员数名，工资待遇
2200-3600元。 电话：13997126443���8459507

汽修厂诚聘
机修工或机电工一名，工资面议。 13519758842

城北区某大型洗浴高薪诚聘
接待 10名，3000-6500元；保安：20名，2800-3200元；男服务员：20名，2800-3500�元；男保
洁：1名，2800元。 以上人员每干满一年底薪工资，上调 500元，每月发放员工生活福利一次，
每月评选优秀员工五名，各奖励 400元，吃住全包，每月组织员工外出旅游一次，地址：城北
区海西西路 12号。 电话：15500592999（丁经理） 15597193967（孙经理）

长期诚聘
门迎、服务员、传菜生、收银各数名，包食宿，工资：2200
元+200元全勤+提成。 6336664��15500548942

联想电脑公司诚聘
电脑技术员 2名，店面库管 1名，二年以上同
行业工作经验，待遇从优。 13709716326

城西区古城台某宾馆诚聘优秀前台收银，三班倒，
待遇优厚。 联系电话：13209712269

诚聘

安泊尔牛肉面隆重开业现诚聘
主管 3名，工资：2800-3500元 +奖金；收银 3名，月薪 2500-2800+奖金；服务员：10 名，工资：2300+ 提成 + 奖金；
面匠：4名，工资面谈；配菜师 4名，月薪 2500-3000+奖金；打荷：6 名，月薪 2300 加奖金；以上人员工资待遇从优，
免费提供食宿，每月带薪休假 4天，地址：城东区乐都路夏都府邸西区。 联系电话：15597028121���6130924

香港莎鲨家纺诚聘
女导购 10名，本市户口，高中以上学历，25-38岁，底
薪 1900元+提成 +养老全额，另聘专职会计 1名，以
上所有人员有驾照者优先。 15309788587��揭主管

诚聘
胜利路某电脑公司招聘女库管数名。
6166111-0���13897455236

二级建造师挂靠
某房地产高薪招高级工程师和二级
建造师挂靠人员。 15597187770

某眼镜店诚聘
店长、验光师、配镜师、导购，待遇面议。 18609711028���18697115797
某甲级监理公司诚聘
小车司机一名，监理若干名。 联系电话：0971-6360332

华谊地产诚聘
施工员一名，30 岁以上，常驻工地，具有高层
施工经验，预算统计员，男女不限，5 年以上
经验，具备国家认可造价资格，以上工作地点
为西宁八一路曹家寨市场对面，薪资面议。
15500611027��兰工 15597350035 宋工

巨强图文诚聘
晒图人员，有无经验均可，45岁以下。
电话：18997049988

青海居易实业集团诚聘
服务员，文员，会计，主管会计。
15695316556�常女士

亮亮商贸公司诚聘
业务员数名，月薪 3000-5000元，35岁以下，本
地户口,电话：13897443510��13897468294。

润世达商贸招聘
美导，每月工作 20 天，休息 10
天， 需出差， 包食宿， 工资
2000+ 提成 + 补助， 业务员，
培训讲师，品牌经理，待遇面
议，此广告长期有效。
8209907�15297198769

某商贸公司诚聘
高薪聘铺面销售，销售代表若干名，男女不限，35岁
以下，待遇优厚。 0971-8069739��15297138172

诚聘
水电安装现场指导技术
人员 1 名。 13519702444

高薪诚聘
导医 ，医助 ，护士，检验士，外科手术医生，网
络咨询员。 13897260989

皇冠珠宝诚聘
店长：2 名，收银员：6 名，领班：6 名，营业员：60 名，要求：1.年龄 20-35 岁，

形象气质佳，男女不限：2.自信，活泼开朗，喜欢销售工作： 3.有亲和力，有较强
的学习能力，沟通能力及应变能力：4.具有团队合作能力和敬业精神：5 有工作
经验者优先录用，薪资待遇面议。
注：应聘时请携带 1张 1寸彩色照片，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毕业证或其他证件复印件。
招聘热线：18797371333��地址：青海省西宁市南大街 18号锦园大厦（市公安局对面）

省人防监理公司聘
现场土建及水暖安装监理人员， 有岗位证者优先，
办公室文员一名，懂电脑办公操作系统。 6101611

产后恢复馆诚聘
女性，20-50岁，工作时间早 10点 -晚 17点。内容：
美容，美体，月薪 1200-1800元。 18997320021

某大型修理厂诚聘
招机修工，钣金工，电工，出纳，收银，库管，前
台，做饭工，洗车工，薪资面议。 18097409639

城中某网吧诚聘
女保洁数名，工资 2500-2600元。 13997068077

青海鸿图商贸公司诚聘
商超主管 1 名， 市场业务数名， 待遇面议。
13997286382���13897204380

某公司高薪诚聘
文员，市内业务，司机。 5224003���15309712531

寻求合作伙伴
某早教中心因扩大经营特邀请有
实力的投资者合作。
电话：18697259235��18697250105

瑞丰宾馆诚聘
前台、 客房服务员若干名， 工资面议。
8083517����13997159130

诚聘
部长：3000-4000 元，配菜：2400-2800 元。 服务员：
2400 元，以上录用全勤 100 元。 电话：18997144312

诚聘
本洗车行高薪诚聘男、 女擦车工数名， 底薪
2000-3000 元 + 提成，长期有效。 13099789008��王

诚聘
司机一名，工资面议。 地址：曹家寨
市场。 6285733

某咨询公司诚聘
土建、安装预算员、现场监理及监理工程师若干名，建筑、结构设计师
若干名，要求大专以上工程类相关专业毕业。 13897454971��郑先生

滨河路某宾馆诚聘
前台主管、领班、收银、客房服务员、保
安若干名，工资面议。 13997165659

高薪诚聘
天车工，汽车吊司机。
电话：5507312��5506668

万伦商务酒店急聘
前台收银三名，男女不限，工资面
议。 电话：18997207888���6512724

食品公司诚聘
库管 2 名、业务员 2 名，有货运资格证
司机 2 名。 电话：13709714137

餐饮 酒店
逸爱咖啡诚聘

咖啡师、厨师、服务员、若干名，包食宿，工资面
议。 电话：13997128171

香碗厨餐饮诚聘
夜间值班，传菜生，收银员，洗碗
工，保洁 ，主管 ，门迎 ，打荷 ，配
菜，面点中工，青海老八盘厨师。
13997276171���13195791666

旺和大酒店
五月期间入住本酒店一律实返（50-100 元），欢迎
入住，另聘网管，保安。 电话：13897454500

高原之宝牦牛乳业公司
招业务员若干，待遇 3000+提成，副经理
及主管 4000-5000元。 13997271453

七彩青稞酒业诚聘
业务经理 10 名、业务员 10 名、司机 10 名，待遇优厚，
工资面议。 电话：8242262���15297026916

蓉和源餐饮诚聘
面点：女，3000-4000 元 / 月 配菜：男，2500-3500 元
/月。 联系电话：13897219088��0971-7928999

禾田居酒店诚聘
服务员、传菜生、砧板、打荷、洗碗工、会计（有二
年餐饮工作经验），工资面议。 13369782680

塞奇西饼诚聘
财务总监，总经理助理，网络主管，送货员，化验
员，店长，营业员，生产员。 电话：18997177139

金塔酒业诚聘
西区促销、货车司机两名，驾龄三年以上，
家住东区，工资面议。8178712��8137757

青海华兴酒业诚聘
因业务需要， 特招聘业务员若干
名，待遇面议。 15500759992

服务员、后厨帮工、下岗职工优先。 15009718888
城中某茶艺诚聘

金喜来登酒店诚聘
部长、服务员、传菜生、门童、接待，均包食宿，工
资面议。 13519762278���13007783338

皇子豪廷大酒店聘
企划、 消控员 （持相关证件）。
13639757736���6339899

某休闲会馆诚聘
男女服务员、保洁，工资面议，包吃住。 地址：纸坊街
儿童公园路口。 18997219361����15597693627

某食品公司诚聘
送货司机， 仓库配货员各 5名， 工资
3000元左右。 电话：18709710925

东方明珠歌城聘
主管，收银，促销，男女服务员。西门华德大厦
三楼。 13897473948

蜀九香火锅西宁店诚聘
出纳、会计 13195789869。 内务、客户
经理、服务员、保洁。 13897203346

七一路天香 K王诚聘
1、服务员，男女不限，底薪 1900 元 + 酒水提
成。 2、咨客、吧员、收银、传单、保安，底薪 2300
元 +300 全勤 +200 元（保底提成）。 3、保洁，底
薪 2100 元 +300 元（全勤）。
电话：18997195328�杨经理
地址：七一路天香K王主题店（青百超市旁）。

诚聘
青海华山医院诚聘口腔科医生。
电话：18797326666

海轩商贸公司诚聘
文员，会电脑，工资面议。 电话：13519779880

高薪诚聘
公司聘：销售人员数名，底薪：2000 元 + 提成 。
电话：5508057 ��� 18195788960

祁连路某宾馆诚聘
前台收银、保洁、停车场门卫，（另有一楼空房对外转让，
可做棋牌、会所）。 电话：13309788511���13897184331

西海都市报广告部聘
广告业务人员、内勤若干名 ，
要求 ：内勤 ，大专以上学历 ；
业务，35 岁以下，有良好的沟
通能力和团队精神。 地址：西
海都市报广告部 （海悦酒店
东 侧 二 楼 ） 电 话 ：0971 -
8211345 8211399

西宁保安聘特保
21-35岁，1.75米以上，复转军人，警院，体院优先，
月薪 3000元以上，，8453724��13639782005

东湖别墅宾馆诚聘
夜班保安，前台收银，工资
面议。 电话：13639767198

诚聘
海西路快餐店招聘面匠，炒匠（汉
族）。 18997171330

招待所招聘
服务员、 保洁 1 名、 待遇面议。
13897258367

诚聘
洗碗工，工资（2600-3000 元）地址：
城西盐湖十字。 18809781181

急聘
中午快餐厨师一名，配菜 1 名，工资面议，兼职送餐
员数名，工资按小时结算。 18997137010

诚聘
本公司聘小货车司机一名，水洗工一名，能吃苦，工
资面议。 电话：1373464819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