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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单位聘
办公室人员一名， 本科以
上学历， 熟悉办公软件，2
年以上工作经验， 工资面
议。 联系电话：6132415

华联超市外一租区鲜奶店招聘女
性营业员数名，年龄 18-40 岁，要
求会操作电脑，待遇面议，广告长
期有效。 电话：15597032070

招 聘

春林台球（口福街店）急
聘吧员、保洁、服务员，工
资面议。 18219714444

急 聘
行政人员、司机、财务会计、出纳、
按揭专员、高档会所管理人员、项
目经理，联系方式：
13897710488、15297280083
工作地点：平安县 请将简历发送
至邮箱：10712961@qq.com；

房产公司招聘

本公司诚聘会计数名、 污水
处理员数名。 18997062559��
15500544561

诚聘

店长 1 名、收银、网管数名，要求形象阳光，性格
开朗，交流沟通能力强，女性优先，福利待遇优
厚，工资面议。 13369766851����13099780058

艾度网咖高薪诚聘

网管两名，底薪 1800 元 +200 元全勤；吧员
两名， 底薪 2000 元 +200 元全勤， 包吃住
（假期工优先）联系电话：13299753154 吴
经理 18297130993��曹经理

怪客网络会所招聘

经理、主管、部长、门迎、吧员数
名，另聘炒锅师傅、配菜师、打荷
数名，均包食宿，工资面议，长期
有效。 18697156446 马先生

城东恒欣火锅急聘

餐饮

保安员若干名， 男性，45 岁以下， 福利 +
公休；监控员，女性，35 岁左右，倒班制。电
话：18897059959,18897059980

银行营业网点聘

工程预算员（土建安装专业）
工作 3 年以上优先，待遇面
议。 18997181889���8225799

裕程工程造价招聘

项目经理、总工、各专业工
程师、试验人员、技术员、安
全员，工资面议。 6278332

金丰路桥诚聘

工程师（8 年以上施工经验），懂电
脑，工资面议。 0971-6157303

某建筑公司诚聘

高薪招聘会计，工资根据能
力商定。 13997063988

会计公司诚聘

因我公司业务需要，现招聘保安
若干名，退伍军人、下岗职工优
先，待遇面议。 电话：6140948

诚 聘

�8211345��8211399�职场天地
连续 14 年全省、西宁市发行量第一 广告量第一

0971-
地址:西海都市报广告部（海悦酒店二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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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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增加 10 元钱，信息将同步发布到本报手机客户
端“掌上青海”、微信公众平台“微信息”栏目

招 聘
金色阳光聘
手工工艺员，工资 4000--6000元，兼职
按件现金结算。 免费领料可在家做长期
有效。 电话：13997380060���6157829

服务员、前台各两名，工资：底薪
1700 元 + 全勤 100 元 + 伙食 100
元 + 客房提成。 13369782946

诚聘

前台收银 3 名，待遇：2200 元 + 全
勤 100 元 + 提成； 另有门面出租。
电话：7719333��13519720701

朝阳西路某宾馆招聘

西宁市智易方教育培训学校诚聘
少儿艺术、少儿英语、文化课培优校长 10 名：要求
在西北五省区民办教育机构工作 5 年以上，其中担
任校长职务 3 年以上，具有独立经营教育培训机构
的能力。 同时诚邀优秀教务 / 政教主任、各科目退
休教师加入我们的团队。以上岗位一经聘用待遇从
优，公司将提供绝好的学习进修机会，促进共同发
展。 电话：18921289199�18997165556�马老师

智易方教育

“良友”诚聘 04、08 机胶印工、切纸工、
生产经理、库管、排版、装订工、炊事员，
待遇优。 8819477���13709718348

招 聘

文员、工程、维保人员若干名，
工资面议。 本广告长期有效。
4385772���13997048996

陕西众力电梯公司聘

招聘员工 10 名，退役军人优先，
年龄 25-45 岁， 高中以上学历，
男女不限。 13909781681

诚聘

因驾校业务拓展，现面
向社会招聘实操教练
员，理论培训教师若干
名，年龄 50 岁以下，有
教学经验者优先。

招 聘

联系电话：0971-7926800 0971-7174051

出纳一名，年龄 30-35 周
岁，工资 2000 元以上，交
三金。 13007772280

开发区保安公司招聘

男女服务员，工资
3000 元。 保洁。
0971-8203799

雅典娜咖啡厅诚聘

临床内科大夫、中医大
夫、护士各 1 名，工资
面议。 13897626018

某医务室诚聘

服务员、收银，待遇从优。
18997123987��王先生

城西某网吧诚聘

营销总监、店长、导购、安装工、司机数
名，一经录取享：底薪 + 提成 + 各项补
助 + 福利。 8247699��13109733288

恒洁卫浴诚聘

格尔木市八一中路平价大药房
高薪聘请营业员，带薪培训，有
经验优先。 13997371188

诚聘

幼教二名，有幼师资格证，或
从事幼儿教育经验丰富者优
先，工资面议。 18597012527

大通某幼儿园诚聘

前台收银两名，要求：1、男
女不限；2、年龄 18-35 岁；
3、相貌端正，气质好，有较
强沟通能力，能熟练操作
电脑。 工资面议。 电话：
13909713183��5565188

居安宾馆诚聘

华宇宾馆诚聘
保安数名，地址 南关街
74 号 13897437531

促销员,业务，学生假期工，工资可日
结 100—400 元 / 天可专兼职，可长期
干招全国及省市州县代理商保年赚
10—30 万。 13007783775��8457772

爱客者袜业诚聘

前台、健康顾问、私
人、团操教练、保洁。
电话：18697160701

型健身诚聘

城南某酒店聘
燃气司炉工。
13997164939���李先生

消防员、水、电维修工，
带证上岗，工资面议。
8081555��13897288990

某物业招聘

IS制定绑架战略

中东地区国家的一名安全部门消
息人士告诉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最晚从去年年中开始，
IS 在叙利亚东北部拉卡省活动的
一个下属组织开始制定计划，绑
架周边和西方国家人质。

按 CNN 的说法 ，IS 先前制
作的处决人质视频引发国际震
动， 该组织可能据此认为需要绑
架更多人质。

根据情报，IS 武装人员计划
潜入黎巴嫩和约旦等国绑架人

质，随后带回叙利亚。他们通过绑架人
质并索要赎金等方式筹集资金， 用以

贿赂同情 IS 的边防人员，以便潜入其
他国家，进而绑架更多人质。

现阶段，难以确定 IS 手中有多少
人质。部分原因在于，人质所属国家的
政府、企业、组织或人质的家人为了确
保人质安全， 往往不愿意公开绑架事
件，而是私下与绑架者谈判。

此外， 美国政府一直严格遵循
“对美国公民海外遭绑事件保持沉
默”的政策，从未公布在叙利亚遭绑
架美国公民人数。

【专门方案】

美国军事分析师迈克·罗杰斯
认为， 大量难民因战火从叙利亚涌
入黎巴嫩和约旦等国 ， IS 武装人员
可以混在难民中越过国界 ； 同时 ，
武装人员可能尝试在难民营中绑架

援助组织的外国工作人员。
美国前驻叙利亚武官里克·弗兰科

纳说， 在与叙利亚接壤的约旦北部地
区，有不少人同情 IS，而且“两国边界有
诸多漏洞”。

在专家们看来， 另外一个问题
是， 其他武装组织可能绑架人质，然
后 “卖” 给 IS。 “这可是赚钱的生
意，”罗杰斯说。

据新华社供本报特稿

【可乘之机】

非洲五国抱团
打击博科圣地

新华社雅温得 2 月 7 日电 乍得湖流域委
员会成员国和贝宁 7 日在雅温得宣布组建一
支 8700 人的多国部队，打击极端组织“博科圣
地”。

乍得湖流域委员会成员国和贝宁 7 日在
雅温得结束为期 3 天的专家会议， 喀麦隆、尼
日利亚、尼日尔、乍得和贝宁代表在会议结束
时宣布上述组建多国部队的计划。

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消息人士告诉新华
社记者，非洲五国多国部队的组成情况为尼日
利亚 3250 人，乍得 3000 人，喀麦隆 950 人，尼
日尔和贝宁各 750 人。

近日，“博科圣地”频繁发动恐怖袭击，导
致大批尼日利亚北部平民逃到喀麦隆、乍得和
尼日尔避难。与乍得相邻的喀麦隆极北大区也
多次遭“博科圣地”袭击。

乍得湖流域委员会成员国包括喀麦隆、尼
日利亚、尼日尔、乍得等。2014 年 10 月，乍得湖
流域委员会国家元首特别峰会发表公报，表示
成员国将同贝宁政府共同派遣军事力量打击
“博科圣地”。

极端组织 “伊斯兰
国”(IS)先前处决多名西方
国家人质后，最近开始利用
手中人质要挟参与打击 “伊
斯兰国”的国家。 一些中东
地区消息人士披露，为了绑
架更多人质，“伊斯兰国”

制定了专门的绑架
方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