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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 聘

某企业诚招
备件库管 10名，月薪面议。 地址：西宁
市城东区。 联系电话：13997031639

服务顾问 10 名、 信息
员，要求大专以上，月薪
面议。 地址：城东区。 联
系电话：13997031639

某企业诚招

服务顾问 10 名，要求
大专以上，月薪面议。
地址：城东区。联系电
话：13997031639

某企业诚招

某企业诚招
事故专员一名，月薪面议。 地址：西宁
市城东区。 联系电话：13997031639

青海慈铭现诚聘：销售经理数名，年薪三十万。 销售精英数名，年薪二
十万。 加入我们，您将：具有薪资福利待遇：无上限薪资 +业绩提成 +
周末双休 +法定节假日 +年度体检。 岗位要求：1：具有良好的语言表
达能力，逻辑思维；2：市场营销、临床医学及护理等相关专业或有工作
经验者优先录用。 联系人：马女士 联系电话：13897255607

挑战高薪等您来

运维实施人员，要求：
本科以上学历， 掌握
ＩＴ 系统运维， 月薪
6000 元。地址：城西区
五 四 大 街 联 系 电
话：029-87607660

陕西西部资信诚招
运维项目经理一名，
要求：本科以上学历，
计算机专业优先，月
薪 9000 元。 地址：城
西区五四大街 联系
电话：029-87607660

陕西西部资信诚招

施工监理、 业务主管，
要求：男性，本科以上
学历，月薪面议。地址：
德令哈市长江路。 联系
电话：0977-8202880

某国企诚聘
全科医生或中医师二
名，月薪面议。 地址：
大通县解放南路。 联
系方式：18697110086

中医诊所诚聘

报纸排版编辑一名，工资面议，要求：全职，
熟练使用方正飞腾等报纸排版软件， 业务
能力强、心细、责任心强、有相关从业经历
者优先， 欢迎广大求职者前来面试。 联系
人：李经理 联系方式：13997078667

文化传播公司急聘业务员 4名，工资：底薪 +提成，试用期一
个月，要求：吃苦耐劳，有奉献精神，工作踏
实肯干，业务能力、沟通能力强，有相关从
业经历者优先，欢迎广大求职者前来面试。
联系人：李经理 联系方式：13997078667

文化传播公司急聘

内勤 5 名， 要求本科以
上学历， 月薪 3000 元。
地址： 西关大街 49 号。
联系电话：13897280897

太平洋人寿保险诚聘
主管 5 名，要求：本科以
上，男性，月薪 6000 元。
地址： 西关大街 49 号。
联系电话：13897280897

太平洋人寿保险诚聘

客服 8 名，要求大专以
上学历，月薪面议。 地
址：西关大街 49 号。 联
系电话：13897280897

太平洋人寿保险诚聘

助理一名，要求：男性，大
专以上学历， 月薪 5000
元。地址：西关大街 49 号。
联系电话：13897280897

太平洋保险诚聘
区域服务专员，仅限女
士， 月薪面议。 地址：
西关大街 49 号。 联系
电话：13897280897

太平洋人寿保险诚聘

太平洋保险诚聘
销售督导，月薪面议。 地址：西关大
街 49号。联系电话：13897280897

工程管理人员， 大专以
上学历， 有相关工作经
验及职称，工资面议。 联
系电话：0971-6276012

某国企诚聘

这里是一个开启梦想的平台，这里有各种各样的职业，我们需要帅气的机长、美丽的空姐、悬
壶济世的医生、勇敢坚强的超级战士以及超强指挥能力的舰队指挥官；......如果这是你儿时
的梦想，恭喜你，你正是我们想找的人！青春还在，有机会就任性！招聘岗位：1、辅导员（亲子
幼教）50名，要求：学前教育及幼师专业优先，中专及以上学历，主要工作内容：依据体验剧
本要求，辅导儿童完成场馆内体验活动。 2、研发经理（故事编辑）5名，要求：文字编辑及撰
写类相关专业，本科或以上学历，3年以上相关工作经验，主要工作内容：按照公司研究开发
规划，对各场馆故事情节的编排、改进等工作。 地址：海湖新区科技馆正南面黄金口岸大厦
21楼 联系人：张经理联系方式：18697276667��������吕主任联系方式：15597001490

正平集团青海金阳光教育咨询服务有限公司招贤纳士

厨师 2名，4800-5500元 /月；配菜 2名，3000-3500元 /月；打荷、洗碗各
4名，2800-3000元 /月；门迎、水吧台各 2名，3000-3500元 / 月；服务员
10名，2900-3300元 /月；假期工 10名，2200-2500元 /月。 注：后厨男女
不限，50岁以内，前厅服务员男女不限，40岁以内。 地址：海湖新区新华联
购物中心 4楼。 电话：18997158759（郭）前厅、13195768417（谭）后厨

弄堂小馆聘

某单位诚聘
青海地区科教仪器销售员一名， 月薪
3000元。 联系电话：15091763470

某国企诚聘
财务会计， 月薪面议，地
址：城北区北禅路 50号。
电话：0971-6276012

青海地区综合管
理人员三名，工资
面议。 联系电话：
0971-6276012

西宁湟水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诚聘

餐饮酒店

切配、面点师、洗碗工、服务员 2500-3000+奖金，有工作
经验者优先考虑，月休四天。 联系电话：18709789002

重庆家福火锅招聘

青海塔库建筑诚聘
财务总监、公益事业部经理、文案策划、总经理
助理，资料员（熟悉投标文件制作）。 6266791

诚聘
长途货车司机， 驾龄 5 年以上，
持货运资格证。 13099793777

项目经理 2名，技术员 2名，施工员 2名，有
证者优先，待遇面议。 常年招聘特殊工种。
电话：6157303��13997124567

某建筑公司诚聘

蓉和源诚聘
川菜厨师 2 名，工资：6000-8000
元。 13709782330、7928999

诚聘
城东区某幼儿园现招聘数名有经验的教师和清真
灶厨师。 联系电话：13709756076、0971-8069396

会计、销售、收银；宾馆服务员、保
安。 13139059879、13897421584

吉诺眼镜诚聘

保安公司聘
保安，男，50岁以下，白班，月薪 2000元，有公
休。 另聘女队员。 5131511���5123453

茶餐厅聘
经理，部长，服务员。
13897588958

爱客者袜业诚招促销
80-300元 /天专兼职，招全国、省、市、县、州、镇代理商、零
售商、带车合作，年赚 10-30万。 13007783775、8457772

阿仔野生大甲鱼煲汤
聘：广东特色煲汤师傅、钢琴师、女服
务员。 6103118��13897420908

10吨蒸气锅炉司炉工， 要求具有两年以上工作经验，
有司炉证，工资面谈。 联系人：张海涛 15297134444

高薪聘请某建筑公司诚聘
公路桥梁专业项目经理、 技术人员、房
建一级建造师、技术人员、水电暖工程
师、仓管人员、市政工程项目经理、技术
人员。联系电话：18997261538张女士

波西米亚茶餐厅开业在即
部长、收银、迎宾、服务员，工资：2400-3000
元＋全勤 200元＋提成＋奖金。15597392003�聘

我集团现招聘法务专员 1 人， 大专及
以上学历，法学专业；酒店项目管理人
员 1 人，大专及以上学历，工科专业；
置业顾问 5 人，高中及以上学历，不限
专业；一经录用，试用期薪资 2500，转
正后相应岗位薪资 + 绩效 / 提成，购
买 社 保 。 联 系 电 话 ：0971-8215920���
13099783099，联系人：张女士

三田雍泓集团招聘
某消防公司招聘
工程师，预算员，水电技术员资料员数名有工
作经验优先工资面议。 18997169460吴先生

祁连路某宾馆聘
服务员数名。 13897640729�

店长 1名、客服员、理货员、防损员数名，
工资面议。另超市大肉柜台诚招联营商。
电话：18997172023、13709766023

超市诚聘

前厅服务员、洗碗工（包含一些杂活），要求
女性，包食宿，待遇优厚。 15597461144

海湖新区小型火锅店诚聘

职场天地 �82224630971-
地址:西关大街 6 号光彩广场 432 号

13086269821城
北
区

13086268861
城
中
区
13086268862

13086269820城
西
区

城
东
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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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业行风监督电话：13195770676、13997124749

公司诚聘
月薪 3000-5000元聘业务代表、配送员、司机，
诚招二级代理商，长期有效。 13139092398

诚聘
房地产前期工作人员一名， 熟练业务流
程，会开车，工资面议。 13997275629

保安，男，50岁以下，月薪 2300元（银
行工作）。 8453724、13709743100

西宁保安公司诚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