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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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物业·保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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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互助锦皓天酒店聘
客房部部长一名，有工作经验者优先。
家住互助县城者优先。15597529000

口腔诊所招聘
大夫，要求必须有资质，电话
15110989872。周先生，待遇面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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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保安公司聘
保安。54岁以下，月薪2200元，甘河月薪2370元
(包食宿)，特保月3000元，5131511，5123453

中普车房网聘
贷款部门经理1名，2年以上工作经验，代办专员
10名，有工作经验者优先。电话18697223787

某银行聘
监控值机员45岁以下及特保月薪2600-
3100元，13897440551，8453724

互邦公司诚招
市内配送、促销员，底
薪+提成8210381

蓝豪会所诚聘
服务员3000+全勤+提成；部长3500+全勤+提成；大堂
经理6000+全勤+提成；传菜2800+全勤+提成；收银
3500+全勤+提成；面点4500+全勤+提成。有酒店工作
经验者优先。海湖新区金座B区 18797399846

阿仔野生大甲鱼煲汤诚聘
门迎，服务员，城西昆仑路西山二巷
口（市运管处停车场）13897420908

营销策划公司诚聘
人事助理，秘书，销售代表与助理，电话销售数名，年
龄30岁以内，（2000-3000元）+提成15695383859

诚聘
顾家布艺城北红星美凯龙店诚聘销售顾问
数名，待遇优厚，工资面议18997268978

职场天地 13086269821
13086268862 13086269820城

西
区

城
北
区 13086268861

城
东
区

城
中
区

82224630971 地址:西关大街6号光彩广场432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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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某餐厅聘
面工，服务员，勤杂人员若干名，年
龄45岁以下。电话13997047888

中泰百货商贸城诚聘
电工数名，有电工证和相关工作经验者
优先。电话：6113333，18297109678

急聘
主管人员5名，有梦想，敢挑战高薪！男女不限，年龄24-
50岁。另聘助理2名工资面议。13619711122 娜经理

新天地西餐咖啡诚聘
收银员，工资2700+300（全勤奖+工龄工资），试用期一个月，试用期工资2500元，要求：高中
以上学历，会电脑。张，13897446786，地址：西宁市城西区五四西路西口师大斜对面

湟朝厨房诚聘
收银员，工资2700+300（全勤奖+工龄工资），试用期一个月，试用期工资2500元，要求：高中
以上学历，会电脑，安：13195781278，地址：西宁市经济开发区（城东）民和路创业园

新天地湟朝大酒店诚聘
收银员，工资2700+300（全勤奖+工龄工资），试用期一个月，试用期工资2500元，要求：高中
以上学历，会电脑，安：13195781278，地址：西宁市城中区香格里拉大道8号

青海世昌安保公司聘
保安30名，年龄25-55岁之间，工资2000元以上，另聘管理人员，出
纳，大专以上学历，工资面议，联系电话：18997212899,6162289

万达广场附近面馆聘
收银员，厨房切配，洗碗阿姨，服务员，工资
高，包吃住，住宿环境优良。13997068699

医院诚聘
导诊 护士 医助 检验师 药剂师 护理部主
任 市场转诊人员（数名）15202515543

城东某物业公司招聘
保安、消控员各数名，男，60岁以下，
工资面议。联系电话:13195788758

小龙坎老火锅诚聘
厨师长，刨肉，锅房面点，切配，出菜，洗碗，组长，收
银，服务员，迎宾，传菜生，工资面议。18397103998

招聘
人事主管1名，已婚，有人事工作经验，会计1名，持
证有3年以上工作经验，内勤1名13109714422李

餐饮宾馆

启事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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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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遗失声明
青海金三角面粉有限公司不慎将
中国农业发展银行青海省分行营
业 部 办 理 的 开 户 许 可 证 正 本
J8510001615401遗失，特此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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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租
城东区某高档小区，商业街三楼两千平米对
外出租。联系电话:13709767772陈女士

商场招租
东大街 1 号商场四楼 1500ｍ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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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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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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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安黄金市场招租
平安空港商贸一楼 2000m2德林农贸市场招租，水果、
蔬菜、牛羊肉、手工馍、五金交电等。18997140061

旺铺出租
昆仑东路 275m2临街铺面，装修豪华，适宜茶馆、棋牌
室、办公室等。电话:13893369692 17726942980

招商

诚邀合作
因商业拓展和经营推广需要，我家具
城诚招：企划推广、商业营销、活动
执行长期战略合作伙伴，有意向合作
单位请与 15500577688 洪先生联系。

青海兴万千家福家居博览中心

酒店出租
城南新装某酒店对外承包，4000㎡，餐厅、客房各一半，可
分包，有稳定客源，接手即可营业。电话:18009788567

转让
乐都某品牌火锅店转让，精装修，客源
稳，即转即营业。电话：15997021219

转 让
场地出租
南川东路市八中对面院内有空场
地对外出租。13997181648

行信息
内科诊所合作或转让。电话：13897512923

住房出租
大同街 65㎡、83㎡住房出租，水电暖，家
具家电全，拎包入住。13519715285

商铺出租
长江路海悦酒店内 800㎡对外出租，
可办公，做办公室等。155005565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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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农庄转让
西钢 1 号门附近农庄餐厅转让，房费低，客
源稳。电话：13997063168（接手就营业）

住宅首付买商铺
总价 10万，年末特惠 1万抵 5万，看铺送礼品，核心地段，
10-80m2房租立返，包租包经营。抢铺热线：18697152017

出租
营业中大型生态园、宾馆对外
出租。电话：13109733261

菜馆转让
因家中有事，贵德县 125m2旺营中川菜馆低
价急转，地段佳，设施齐全。15597095370

旺铺出租
小桥新世纪花园 400㎡装修好临街商铺低价出
租，办公、教学、棋牌室优先。18909718817

办公室出租
金都大厦118㎡办公室出租，另城南库房1300㎡
出租，可住人。电话：13997192153

火锅店转让
城西区虎台附近 260m2火锅店转让，带总代加盟技
术及全套设备，接手即可经营。电话：18997262571

出租、转让
永和大厦六楼 2896.28m2整体招租或转让，
非诚勿扰。13299781575、13139070060

房屋出售
城中区滨河南路城市先锋小区一手房源，户
型：单身公寓，跃层，两室一厅，三室两厅，
面积 47.9㎡～125.63㎡，少量稀缺房源，价格
面议。133-8975-4400、0971-8454519

房屋出租
位于五一路，有四层独栋，约 2000ｍ2办公楼
出租，独院有停车位，可做办公楼，宾馆，幼
儿园，养老院，酒店，早教机构，培训机构，医
院，网吧等。13389754400、0971-8173530

遗失声明
西宁老铁商贸有限公司的组织机
构 代 码 证 正 副 本（ 代 码 ：
56490697- 5；登 记 号 ：组 代 管
630000-099501）遗失，特此声明。

40 万平方米成熟
社区，三层独立临
街旺铺全面销售。
18629289653

遗失声明
青海金岛骄马汽车有限公司
给刘卿的押金收据 00913，
2000元遗失，特此声明。

遗失声明
青海双华房地产营销策划有限公司
的营业执照正副本遗失，统一社会信
用代码：91630104ＭＡ752HQP10,发
照日期：2016年6月23日，特此声明。

遗失声明
青海品冠装饰工程有限公司发票
专用章遗失：91630100ＭＡ752ＭＵ
Ｍ6Ｈ（6301040015297），特此声明。

电焊部转让
城北建设巷300㎡门窗电焊部低价急转，设
备全，后面有院。电话：152025904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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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寻求合作
合作

某医院口腔科对外合作。有
意者电联：0971-8587535

东区医务室转让或承包。
电话：18797163108

遗失声明
2017年11月6日由西宁市城东地
方税务局纳税服务厅开具给青海
众祥大药房有限公司的税收缴款
书遗失，票号：00584831，金额：
944.44元，特此声明。

遗失声明
史永杰，程绍珍遗失位于青
海省西宁市城北区宁张路
四十八号城北国际村一期
七号楼三单元 3021室的购
房收据，编号：0296848，金
额：三十八万，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互 助 县 森 卫 苗 木 种 植 有 限 公 司（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1632126MA752XQHXU）经股东会研究决定解散，现拟向登记机关申
请注销登记，并成立清算组，组长：王生卫，组员：王生卫、陈万顺，请债
权人自2017年12月05日起45日内向本公司清算组申报债权、债务。

互助县森卫苗木种植有限公司
2017年12月05日

也门前总统萨利赫身边的一名高级官
员 4 日向新华社记者证实，萨利赫当天被
胡塞武装打死。

该官员说，萨利赫及其领导的全国人
民大会党副总书记阿瓦迪当天在逃离首都
萨那的路上被胡塞武装打死，当时两人正
试图前往政府军控制的马里卜省。

该官员向记者证实，萨利赫的侄子塔
里克和全国人民大会党总书记祖卡也在当
天早些时候死亡。

胡塞武装 4日宣称，已经杀死前总统阿
里·阿卜杜拉·萨利赫。胡塞武装与支持萨
利赫的武装曾经结盟，双方近来反目后在

萨那频发冲突，萨利赫后来行踪不明。
萨利赫曾在也门长期掌权。也门 2011

年爆发大规模游行示威后，萨利赫被迫下
台。次年，也门在各方斡旋下完成总统选
举，时任副总统阿卜杜拉布·曼苏尔·哈迪
当选总统，萨利赫卸任并完成权力移交。

然而，也门政局并未走向平稳。哈迪
上台后，什叶派胡塞武装多次与支持哈迪
政府的逊尼派武装发生冲突，并在冲突中
与萨利赫结盟。2014 年 9 月，胡塞武装武
力夺取首都萨那后，占领也门南部地区，
迫使哈迪逃往沙特。

2015年 3月，沙特等国对胡塞武装发起

大规模军事行动，也门局势进一步动荡。
去年 7月，胡塞武装与萨利赫领导的全国人
民大会党组成“最高政治委员会”，后于同
年 10月成立所谓“救国政府”，与被国际社
会认可、哈迪领导的政府分庭抗礼。

不过，胡塞与萨利赫的同盟并不稳
固。今年 9月，胡塞武装宣布任命“军队指
挥官”“最高司法委员会主席”和“财政部
长”等要职。萨利赫随后发表声明，拒绝
承认胡塞武装的单方面任命。对此胡塞武
装威胁解除双方间的政治和军事联盟。

上月底，萨利赫支持者拒绝胡塞武装进
入萨利赫清真寺庆祝第二天的伊斯兰教重

大节日圣纪节。此后，支持萨利赫的共和国
卫队和胡塞武装之间一直有零星交火。12
月2日，双方交火升级，萨利赫呼吁军队和民
众反抗胡塞武装，并公开示好沙特。

萨利赫的新立场得到沙特牵头的多国
联军和哈迪支持。多国联军开始向萨那空
投武器，支持萨利赫的武装力量对抗胡塞
武装。联军战机 4日还继续向胡塞武装在
萨那的据点发起空中打击。

法新社 4日援引哈迪身边消息人士的
话报道，哈迪已经下令副总统阿里·艾哈马
尔采取行动，动员军事人员向萨那推进，从
胡塞武装手中夺回萨那。 据新华社电

也门前总统萨利赫被胡塞武装打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