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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聘

招聘
手工制作人员，月薪3000-5000元，计件当天结算，可免费
领料回家制作，联系电话：13897651909，15909716339

企业诚聘
预算员5名，5000元-1万元，销售经理5名，
5000元-2万元，文员2名13897412831

物业保安

捷安特自行车青海总店聘
男女营业员各5名，35岁以内，底薪+提成，
待遇优厚，国际村三中对面13997088559

某物业公司诚聘
前台、事务助理、水电工、保
安、保洁电话：13897259313

诚聘
下料工，男女不限，普通电焊工，学徒工，
包吃住，18997071143,15597389003

投资公司诚聘
业务主管3名，25-45岁，5000+提成+分红，业务代
表20名，20-40岁，底薪2200+提成，13897438851

公司诚聘
建筑及市政二建，五大员，造价员，招
投标人员，文员，会计及相关人员，持
证上岗，有工作经验者优先聘用，工
资面议，长期有效。15297274252
李经理15202543039

中发源德克士聘
管理人员4名，有西式快餐经验优先；
服务员10名（全职兼职均可）；接待员
2名（18-25岁）幼师经验者优先；外
送骑手5名，熟悉西宁城东区，会骑电
动车优先。15597392160、8826559

诚 聘
青海东宝公司是卡特
山工青海总代理，因业
务拓展现诚聘销售经
理，售后服务经理若干
名，工资待遇面议，联
系电话13997167196

招聘
湟水河批发市场内聘防盗门营业员，业务员2名，年龄
40-48岁左右，工资待遇面议，联系电话：13909718709

天桥物业诚聘
消控一名，有消控证；维修一名，有电工证；保安保洁若
干，50岁以下，身体健康，有五险。电话：0971-8243188

雄瑞保安诚聘
保安，男，55岁以下，2200-3200，
18997270111，18897059980

某卫生站诚聘
护士3名，应届毕业生均可，包吃住，电脑熟
练者优先，工资面议。电话：13997200759

青海人防工程监理咨询有限公司招聘
注册监理工程师，电气专业监理，水暖专业监理，土建
专业监理人员，要求有三年以上工作经验，并持有助理
工程师以上或监理岗位证书，有注册监理工程师证者
优先。地址：海湖新区安泰大厦B座10层。联系人：葛
先生13709712340，柯女士15897083853，6101611

金松集团诚聘
财务总监、会计、开发专员1名，水电安装/土建工程师各1名，
安装造价1名，待遇从优，交五险。8174677,13195756061

图书公司招聘
司机，库房理货员，电脑操作员。电话
0971-8218757，吴经理：15500798664

蓝水阁水族诚聘
店员，底薪3000元+提成，要求
女性，联系电话：13734683457

城西区某商务宾馆聘
客房服务员，前台收银员，工资
面议，包食宿，李15597396732

某公司招聘
会计2名，能够独立处理全套账务、熟悉操作用友财务软件；30-
40岁；缴五险，万达上班，公司有食堂。18909786100张女士

某福利院招聘
护理员10名，保洁4名，包吃
住，待遇从优13389710008

招 聘
本公司是一家集养老、养生、医疗、
康复护理、旅游观光为一体的大型
综合性养老公寓。现诚聘：经理、
主任、行政咨询接待。要求：年龄
40-65岁，本市常住人口，女士优
先。联系人：李经理19909718669
地址：王府井写字楼A馆8楼809

某国有物业企业聘
保安、保洁若干名，45岁以下，高中以
上。6369215、18697106622陈女士

超市招聘
收银员（长期工）优先，45岁以下，管住，工资
面议。电话：13139068182、13619717042

茶卡酒店招聘
经理两名工资5000-8000，部长2名工资4300-4500，前台4名
3800-4000，前台领班1名4000-4500，餐饮服务员10名3500-
4000，客房服务员12名3300-3500。电话:13734699662

公司招聘
保洁，保洁主管
13109722761

某公司急聘
房地产会计1名，商业会计1名，
建筑工程师2名，融资专员1名
（有银行贷款工作经验者优先）司
机2名，联系电话：13897450705

营业员，电脑开票员，文秘，保管员，送货员，维
修工，学徒工。15909718739，139971275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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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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609788397、18697246616

青海好用网www.qhhaoyong.com

佑通保安诚聘
物业保安，月薪3000元。保安主管，月薪3500-4000元，45岁以下。
另聘52岁以下保安员，工资2200-2500。6362548,13639764637

西宁大厦诚聘
弱电，消控，餐饮服务员，
电工，接待，电话8164957

黄河路某宾馆诚聘
前台收银 上24休48 ，客房服务员，三班倒，
管吃不管住，待遇面议 13327670100 袁

招十字绣钻石绣工
计件工资，每件15-1000元，带回家做，不
限时间。13327669644

青海圆必通速递有限公司诚聘
一、客服10名，女，普通话标准，打字速度快，工资
面议。二、业务员(派件员)若干名，自带电瓶车；
4000-10000元三、揽件业务员若干名，3000—4000
元。四、IT技术支持工程师1名，按照实施计划，完
成泛微协同管理系统导入、部署、实施、培训等工
作。3000-6000元。五、文员1名，熟练办公软件，
有文件管理工作经验者优先，六、会计1名，有5年
以上经验并负责全面账至少2年，地址:城西区兴
海路77号电话：0971-6103166，15500648766

某物业公司聘
物业管理处主任一名，保洁若干名。房地产
另聘文秘一名，工资面议。18697102232

青海昊泽公司诚聘
办公室文员一名，驻工地资料员一
名，工资面议。电话13519789888罗

富康医疗招聘
内科，外科，中医科，
妇科，口腔科，耳鼻喉
科医生若干，护理若
干，要求，证照齐全，
医生主治或以上职
称。联系人巩院长，
电话13299888351

西宁山城汽车销售有限公司招聘
欧尚汽车品牌营销经理合伙人1
人，客户营销经理1人，销售顾问数
名，网销人员数名，电话营销人员
数名，机修大工数名。联系电话：
13327662960，0971-4128504

幼儿园招聘
副园长1名，保教主任1名，厨师阿姨2名，老师3名，保育
员2名，懂办公软件1名，宣传员5名，电话13007773772

招聘
司机若干名，要有从业资格证，月工资
3400元，女性司机优先。13997380138

悦宾楼食府诚聘
部长2名，底薪3800+提成，门迎
2名，底薪3300，服务员6名底薪
3200+提成，洗碗工底薪2900，吧
员2名底薪3500，传菜员5名底
薪3200，以上各岗位每月公休4
天+全勤200+工龄工资，包食
宿，联系电话：15597007636

青海百鑫工程监理咨询有限公司诚聘
专业监理工程师，监理员，造价工程师，行政
管理，大专以上有从业经验18997175720

玻璃店诚聘
工厂做饭工1名，店面营业员，工厂员工，工资
2500-5600，电话：13997126443,8459507

某食品公司诚聘
库房分拣员数名，厢式货车司机3名，业务员数名，电脑打字录入员
一名。地址:城南新区奉青路口塘马坊市场里，电话:15202556269

宾馆

求 职
本人专长销售，培训经验丰富，适应能力较强，善于沟通，现
应聘销售主管或经理职位，有意者请联系15011038986

诚聘
收费员、资料员28-40，高中，月薪3800-5000+养老+医
疗+福利，有双休。电话:13997038360，135197479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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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青海一恒置业公司诚聘
物业经理1名，本科学历，40
岁以下，有5年以上物业管理
工作经验，物业协调能力强，
水电工程师1名，岗位：给排
水/暖通，30-45岁，大专以上
学历，5年以上工作经验，有
建造师证或中级职称者优先，
薪资面议，电话：8562241

海湖新区某售房部急招
置业顾问数名，底薪两千+百分之四
十，有意者联系电话13997275010

高校食堂人员招聘
切配工1名，帮厨工3名，男女不限，25―40
岁，包食宿，底薪+提成。电话：18509712328

西钢某粮油公司诚聘
出纳 1名 ，业务经理 8名，文员
2名。13519707747胡经理

招聘
水磨洗碗厂招男女普
工，18797342196

西宁城西兴欣宾馆招聘
客房服务员若干，要求年龄50岁以下，性格好，
责任心强，女性，工资面议，电话：13997275511

海湖新区某物业诚聘
安保员、消控员、保洁员、高压电工、水电维修
工、客服主管、物管员。联系电话：6269130

德克士中心广场清真店
招聘全职，兼职服务员。
电话:15500747862

城中区某宾馆招聘
客房服务员、洗衣工，员工餐厨师（女）联
系电话：13897623551，13997284694

美国副总统迈克·彭斯 25日在哥伦比
亚首都波哥大参加“利马集团”会议，催促
拉丁美洲地区盟友配合美国，对委内瑞拉
政府继续施加压力，逼现任总统尼古拉
斯·马杜罗下台，暗示不排除武力手段。
利马集团同意“加压”，但反对使用武力。

【美国追加制裁】
彭斯 25日会晤委内瑞拉反对派代表、

自任“临时总统”的胡安·瓜伊多，代表美
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表达美方对瓜伊
多“百分百支持”。瓜伊多没有理睬马杜
罗政府对他的旅行禁令，22日设法前往哥
伦比亚，说本周内会回国。

法新社报道，彭斯和瓜伊多就如何对
马杜罗政府“勒紧套索”达成一致。

彭斯告诉媒体记者，美方希望委内瑞
拉和平过渡，“但特朗普总统已经表明立
场：所有选择都在桌面上”。按照这一说
法，美国不排除武力推翻马杜罗。

彭斯还会晤利马集团部分成员国领
导人，承诺美国将向愿意接纳委内瑞拉移
民的国家提供总计 5600 万美元资金支
持。据联合国数据，270 万委内瑞拉人自
2015 年以来为逃离经济困境而前往别国
谋生，大部分进入拉美邻国。

同一天，美国财政部宣布把 4 名委内

瑞拉州长追加为制裁对象，理由是他们阻
碍“援助”物资入境。彭斯说，美方后续将
采取更多、更严厉制裁措施。他还给利马
集团成员支招：可以冻结委内瑞拉石油公
司的境外资产并移交给瓜伊多。

应美国要求，联合国安理会定于美国东
部时间26日下午3时（北京时间27日凌晨4
时）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商议委内瑞拉局势。

俄罗斯卫星通讯社报道，美国指望安
理会出台决议，呼吁委内瑞拉重新举行总
统选举；俄方准备起草一份支持马杜罗政
府的决议，要求联合国会员停止介入委内
瑞拉事务，寻求和平化解危机。

【欧盟反对动武】
欧洲联盟 25 日敦促国际社会避免以

任何形式军事干预委内瑞拉局势。欧盟
外交和安全政策高级代表费代丽卡·莫盖
里尼的发言人马娅·科齐扬契奇 25 日在
欧盟总部告诉媒体记者：“我们必须避免
军事干预。”“依我们的观点，”莫盖里尼
说，“极其明确的是，我们需要一个和平的
政治和民主解决方案，一个由委内瑞拉自
己把握的危机化解方案。”“显而易见，这
不包括动用武力。”

欧盟上周在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召
开外交部长会议，就反对军事干预委内瑞

拉局势达成一致立场。西班牙外交大臣
何塞·博雷利 24 日说：“我们已经明确警
告，我们不会支持，而且还会坚决谴责任
何外国军事干预。”

【拉美未达共识】
利马集团由 13 个拉丁美洲国家和加

拿大组成，为协调对委内瑞拉问题立场于
2017年成立，其中大部分成员反对马杜罗
继续执政，承认瓜伊多为“临时总统”，但明
确排除以军事侵略手段推翻马杜罗政府。

墨西哥、哥斯达黎加、圭亚那、圣卢西
亚缺席 25 日在波哥大的会议。墨西哥承
认马杜罗政府的合法性，呼吁反对派与马
杜罗对话。

作为利马集团唯一非拉美国家成员，
加拿大政府主张对委方追加制裁。加拿
大外交部长克里斯蒂娅·弗里兰 25 日说，
加方已经把马杜罗政府中的许多高级官
员列入制裁名单，正与合作伙伴商讨进一
步扩大制裁范围。

巴西副总统汉密尔顿·莫朗 25日在会
议间歇告诉媒体记者，巴西绝不会允许美
国经由巴西领土对委内瑞拉发起军事行
动，“没有人押宝军事（介入）方案”。

巴西总统雅伊尔·博索纳罗今年 1 月
就职以来，加强与美国联系，同样承认瓜

伊多为“临时总统”。
利马集团以外，马杜罗的盟友之一、

玻利维亚总统埃沃·莫拉莱斯呼吁这一团
体“寻求对话解决”委内瑞拉危机。

【“援助”依然胶着】
波哥大会议东道主哥伦比亚外交部

长卡洛斯·奥尔梅斯说，与会代表“正在努
力设法开辟一条人道主义通道”。

马杜罗政府先前宣布关闭委内瑞拉
与巴西边境，与哥伦比亚断交，派军警拦
截试图从巴、哥边境进入委内瑞拉的美方

“援助”车队，反对派示威者和政府安全部
队在边境发生冲突。马杜罗的助手迪奥
斯达多·卡韦略 25 日在边境城市塔奇拉
一场集会上宣布拦截行动成功：“那些载
有物资的卡车没有一辆能进来。”

瓜伊多宣称，假如“援助”物资无法及
时运送入境，30 万人可能面临生存危机；
马杜罗否认委内瑞拉存在人道主义危机，
认定美国强行运送“援助”只是幌子，目的
是为军事侵略找理由。

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先前提醒美国政
府，在没有得到委内瑞拉政府同意的情况
下输送物资有风险，这一国际组织不会贸
然“替任何捐助方执行（援助任务），特别
是带有政治目的的任务”。 据新华社电

美国勒紧套索 欧盟反对动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