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信息A30 2017-11-21 星期二·超市 8211345广告部主办 责校:崔振林 热线:

金色阳光聘
手工制作，薪金4000-6000元。可按件现金结算，免
费领料可兼职在家工作。13997380060长期有效

招聘 青海易成建安公司招聘
总工，15年以上经验；项目经理，8
年以上经验；技术员，3年现场经验；
建筑专业会计，35岁以下，男。（以上
有职称优先）电话：0971-8117209/
13997306024/13997124567

海鸿国际购物中心招聘信息
运营经理1名，要求：大专及大专以上学历，工作执
行力强，有三年以上工作经验者优先，工资面议。
招商经理1名，要求：大专及大专以上学历，工作执
行力强，有三年以上工作经验优先，工资面议。工
作地点：海东市民和县川口镇川垣大街，联系人：白
经理，联系电话：0972-8518865,13007772497

银鹰招聘
司机5名、男女押运员30名，工资2600－2900
加补助。另招会计2名，工资面议，5209302

今麦郎食品诚聘
市区车销业务和销售业务数名(保底5000元起)；配送
司机2名，汉族，自带厢货优先。电话:13997294104

八坊家宴青稞酒诚聘
销售部长期诚聘白酒销售精英数名，有工作经验优
先，3000-5000元，0971-6243990,13109749228

开发区某国企诚聘
安保人员，男，45岁以下，初中以上文化，身
高1.75m以上，工资3000元／月。8819924

某公司招聘
会计一名，详情面
议。13997053357

雄瑞保安诚聘
保安员数名，男，18-50岁，2000-3000元，福
利加公休，18897059959、18897059980

城东某物业公司招聘
保安，保洁数名，50岁以下，薪资面
议。联系人倪先生：13997275772

某公司招聘
文员、销售代表、新媒体运营、股票/期
货分析师与交易员。15209788888

诚聘3D效果图CAD施工图设计人员
要求熟练掌握软件，有创新能力能胜任工
作，有工作经验者优先。18909783388

某餐饮诚聘
门迎两名，大堂主管一名。工资面
议。13997240010，15009782616

城西某茶艺诚聘
服务员，女性，厨房帮工，女性，能长期干的，下岗
职工优先，广告长期有效。电话：15009718888

某银行物业招聘
保安、保洁。工作地点在
市中心。电话:6126503

可可山泉诚聘
送水司机、送水工数名，3000-5000元。熟悉西宁路线，有驾照
者优先。电话:18997249656，15009719566此广告长期有效

物业·保安

某保安公司急聘
保安员30名，男性，45岁左右，无犯罪记录，工
作地点城北某小区。15009773377雷经理

招聘
小桥附近招聘保安100名，工资2200-3000元，上
一天休一天，电话，6362548 、13997018268

西宁海湖糖尿病医院诚聘
内科医生10名，妇科医生
2名，中医按摩师2名，信
息科1名，营销人员10名，
护士10名，工资（可拿高
薪）面议，17797185555

诚聘
西宁永茂物资有限公司诚聘库管，
男，45岁以下，18909787555陈

海湖新区某面馆诚聘
长期干的女勤杂工，月薪2400-3000元，工作时
间早6:30至16点，30至55岁，18997191177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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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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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797189863、18697246616

某宾馆诚聘
前台收银若干名，
13997154280

某修理厂诚聘
机电工，机修工、漆工、材料员数名。联
系电话:15809713955,13897499155

诚聘
一名全职家教，女性，有责任心，有耐心，家庭保姆一名，女，
48岁以下，干净，身体健康，有责任心。电话13997282887

高薪诚聘
店员，库管，司机，月薪2500元-4500
元，包食宿。8453588，13897466995

城西某宾馆诚聘
前台收银，楼层服务员多名，另
美容足浴招租，18997275238

卓尔山桶装水招
办公室账目员1名（记流水账和计算）。平安区代理
商1 名。电话：17709782277(城北朝阳)

诚聘
城西区西川南路小区物业招聘水电工一
名，有意者请打电话13519751138张女士

某科技公司招聘
布线员工若干名，踏实肯干，有责任心，有无
经验均可，有驾照者优先。电话 :7350098

物业公司诚聘
物业公司经理一名，男性，45岁以
下，具有物业专业大专以上学历，
50万㎡物业管理相关经验，工资
面议，电话：8806768地址：城东
区民院东侧翠雍天地小区内

金座集团诚聘
1、房地产物业会计：30-45岁，3-5年房地产物
业工作经验，具有会计相关资格证；2、网络管
理员：30-45岁，5年以上网络管理员经验，熟练
掌握系统维护管理及故障诊断及处理能力；3、
人事专员：30-45岁，3-5年人力资源经验，能
够协助制订完善、组织实施人力资源管理有关
规章制度和工作流程。15500769797赵经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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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行风监督电话：15597009182、15597009268★
地址:西海都市报广告部（海悦酒店二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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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房屋租售

城南新区奉青花园多层住宅出售
96m2-135m2经典两房三房，成
熟社区，即买即住，数量有限，
欲购从速。另有旺铺及库房
（车库）出售。电话：8269186

转 让

1）西宁西火车站候车厅站房及外侧场地对外租赁；2）日喀则火车站
站内一楼西侧，二楼东、西两侧三个商业场地对外租赁；3）拉萨火车
站站内二楼东、西商业厅对外租赁；4）拉萨火车站广场东侧拉萨招
待所商铺对外租赁。登录http：//zs.qingz.95306.cn:8080/mainpa.
ge.do查询。招商电话：0971—7191342 0971—7194072

商铺场地租赁

旺铺出租
150m2牛肉面馆（接手可营
业）、200m2 湖 南 米 粉 店 、
160m2二层办公室分别出租，
三个地址均在海悦酒店东
侧。电话：13909725666李

火锅店低价转让
城东区博文路曹家寨批发市场后门对面 350㎡精装
修，房租一年 5万元。13997123451、13139051408

出租/出售
湟 源 县 黄 金 地 段 ，宾 馆 一 栋 总 面 积
8000m2。15997079078、15695380599

酒店出租
城南某酒店对外承包，4000㎡，全新设施，有稳定客
源，接手即可正常经营。电话:18009788567

办公室出租
现有 170㎡办公室对外出租，水电暖
齐全，带办公家具，租金面议。地址：
西关大街8号世贸大厦13楼 联系
电话：0971-8457566张女士

启事声明
餐厅寻求合作
力盟步行街繁华地段 1000㎡餐厅寻求合作
伙伴或合作项目，非诚勿扰。18997260329

宾馆转让
城东区商务宾馆转让，手续齐全，客源稳定，
接手即可营业，非诚勿扰。13369766288

火锅店转让
五四西路 700㎡火锅店转让，手续齐全，停车
方便，接手即可营业。电话：15500740087

火锅店急转
本人因家中有急事，大十字繁华地段新装修火锅
店转让，480㎡，价格面议。电话：13897188415

旺铺出租
湟光 300m2 旺铺出租，
可分割。13619711980

宾馆转让
城东区互助路某宾馆转让，非诚勿扰，
价格面议。联系电话：18005308236

转让或出租
旺营中 360㎡，地段好，房租低，精装，因两人经营不
合超低价对外转让或出租，可包席。18797166089王

旺铺转让
西关大街 190m2 临街旺铺转让，地段
繁华，非诚勿扰。13997206768

旺铺出租
城中区东大街四楼 3000m2商铺
整层出租。13519788090

旺铺出租
城中区南关街原白天鹅火锅 1100m2

商铺整层出租，二楼。13519788090

出租
营业中大型生态园、宾馆对外
出租。电话：13109733261

转让
纸坊街旺营中品牌牛肉面馆转让，165m2，
无实力勿扰。电话：18297192839

商场招租
东大街 1 号商场四楼 1500ｍ2

场 地 整 体 出 租 ，电 话 ：
18097072888、13997089129

旺铺低转
南川西路东台市场附近商铺低
价转让。13997288114

转让
城中南川商场成锋川菜馆转让，转让费 16 万（含 7 个
月房租和 1万押金）房租 8300元/月。18195789224

商铺出租
城西区胜利路华润万家超市旁
（西侧）商铺出租。13709742101

泛泰•依山郡
现房 44㎡精装拎包住，多层送露台
3800 元/㎡起，另临街独立商铺 60㎡
起租售。咨询电话：0971-8456888

火锅店转让出租
小桥繁华地段大型火锅店转让或出
租，生意稳定。电话：13086285673

遗失声明
谢青山因保管不慎遗失《个体
工商户营业执照》正副本，注册
号:630104670093251，发 照 日
期:2013年9月5日，声明作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