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招聘

诚聘
客户经理8名，4000-8000元，信贷，保
险，银行工作经验优先。13897412831

物业保安

花园台家具厂招聘
货车司机3名，统计员三名，跟车工5名，库管三名，月薪5000
元—7000元，包吃住，有经验者优先！15997015468

城中宾馆招聘
前台收银员一名。保安。联系电话：
13897623551 ，13997284694

宾馆

某配件公司聘
信息员，会电脑，会开车，多巴地区优先(此
广告长期有效)。18997334999 严经理

高薪诚聘：全科大夫，专、兼职都可，联系电话17797113580
行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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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筑公司诚聘
建筑工程财务会计一名，3年以上
工作经验施工经验，熟练操作各
软件。工作地点：海湖新区安泰
大厦联系电话：18697299898

某公司招聘
项目经理若干名，薪资7000+；项目专员、采购专员若干名，
薪资面议，可享受四险。联系人：田女士电话6332883

诚 聘
土建、安装造价员若干名，
3年以上工作经验，工资优
厚，双休18697156175

保安公司聘
保安55岁以下，月工资2370-2600元(包食宿)；市区
2200-3300元。 5131511 、8453724 、13195791440

纯净水厂诚聘
生产车间操作工两名，男女不限，45岁以下，城北区优
先；汽车电瓶车送水工若干，工资面议。13519766069

某公司招聘
出纳一名。联系电
话：18597158888

诚聘
男女保安数名，工资2000-2500，女45岁，男54岁以
下，另聘复转军人一名。6362548，13639764637

求职

★ 行业行风监督电话：15597009182、15597009268 ★★ 市区免费上门服务 ★

职场天地职场天地职场天地职场天地职场天地职场天地职场天地职场天地职场天地职场天地职场天地职场天地职场天地职场天地职场天地职场天地职场天地职场天地职场天地职场天地职场天地职场天地职场天地职场天地职场天地职场天地职场天地职场天地职场天地职场天地职场天地职场天地职场天地职场天地职场天地职场天地职场天地职场天地职场天地职场天地职场天地职场天地职场天地职场天地职场天地职场天地职场天地职场天地职场天地职场天地职场天地职场天地职场天地职场天地职场天地职场天地职场天地职场天地职场天地职场天地职场天地职场天地 ◆周一至周五：100元/块·天，两天以上90元/块·天 （限22个字）

◆周六至周日：90元/块·天，两天以上80元/块·天 （限22个字）

◆行信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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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971-8222463
地址:长江路地震局家属院2单元2楼

城西区 13086269820 城中区 13086268862
城东区 13086268861 城北区 15597009592

物业公司诚聘
因公司工作需要，现诚聘水暖维修工一名，保安一名，年
龄55岁以下。工资面议。联系电话:0971-8866275

城西某宾馆诚聘
前台服务员，保安。工资
面议。18997275238

某公司诚聘
物业副经理、司机、物管员、小区绿化管理
员、保洁。18697112152，8160345

高薪诚聘
库管、店员、销售，月薪3500-5500元，
包食宿。8453588，13897466995

诚 聘
店长/店面导购数名
联系电话：13109726777

公司诚聘
司机2名，内勤1名(女)，业务员
两名，工资面议13897231983

蒙牛青海总代理诚聘
开票员，配送司机，业务员，超市导购员，理货员，
库工。电话：13299769555 13897252869

某煤矿急聘
瓦检员，安全员各3名，掘进工6名，年龄55岁以下，
工资6000-10000元/月，18909776722候先生

雅典娜咖啡诚聘
库管1名，女性，工资3000元，另聘服务员，
男，工资待遇优厚，电话:18997069168

招聘

招聘

因西宁电网改造的需要，西宁市以下
地区需停电，现通告时间如下，望广大用
户做好准备。因停电给您造成的不便，请
予以谅解。在停电期间，线路随时可能恢
复送电，任何单位和个人应当遵守《电力
法》、《电力设施保护条例》等法律法规的
规定，不得私自攀登电力变压器架及杆

塔，禁止盗窃、破坏电力设施，禁止在电力
设施保护区内从事违反法律、法规的活
动，否则，将自行承担法律责任。

8月 22日 2:30-4:30
乐七路、乐八路、乐九路、乐十路、金

K一路、金K二路、金K三路、半K三路、半
K四路：民和路地区；京科房地产公司（主

供）、银监局、金坤房地产公司、经济开发
区发展集团公司、监狱管理局、乐家湾新
村、中国移动通讯公司等。（停电原因：线
路改造，转移负荷）

8月 22日 4:30-6:30
乐十七路、乐十八路、乐十九路、乐二

十路、金K四路、金K五路、半K五路、半K

八路：民和路地区；三公镁业公司、乐家湾
新村、京科房地产公司（备用）、青海省民政
厅、嘉通伟业公司、三和房地产、西宁市公
安局等。（停电原因：线路改造，转移负荷）

西供电调停字20190813

西宁供电公司停电通告

（遇雨雪、不可预见及特殊因素顺延）
国网客户服务热线：95598

韩国政府 12 日发布战略性产品进出
口公告修订案，决定把日本移出韩国的贸
易“白色清单”，这是韩方对此前被日方移
出贸易“白色清单”后采取的反制措施，以

“拉黑”作为警告。
值得注意的是，韩方给这一新规的实

施预留了 20 天的窗口期，也表示愿意与
日方进行相关协商。分析人士认为，比
起动真格，韩方此次的反制之举更多的
是政治回应，而双边关系的缓和还需要
日韩两国政府共同努力，以协商替代对
抗。

日韩双方互踢“白名单”
根据韩国产业通商资源部 12 日发布

的声明，韩国把享受战略性产品进出口便
利政策的“甲类”贸易对象细分为“甲 1”和

“甲 2”两类，把先前“甲类”贸易对象日本
列入新增的“甲 2”类别。而新设的“甲 2”
类别中只有日本一个国家。

据韩联社报道，韩国原先 29 个贸易
伙伴获得最高级别的“甲类”国家出口便
利，日本是其中之一。而新举措则意味
着日本不再属于韩国“受信任的贸易伙
伴”、即所谓“白色清单”国家，对日本出
口的审批手续相应地由简入繁。审查时
间从 5 天延长为 15 天。但即便如此，该
审查时间也远短于日本针对韩国设定的
90 天。

8 月 15 日是日本二战投降日，在韩国
被称之为“光复节”。文在寅 12 日说，在
光复节即将到来之际，韩国更应毅然决
然地予以应对。他强调，面对日本的经
济报复不能感情用事，要冷静地思考根
本对策，做好长期打算。

按照产业通商资源部声明，新的分
类规定将在随后 20 天内征询公众意见、
接受审议，并于 9 月中旬付诸实施。韩
国产业通商资源部长官成允模表示，日
方如果在意见征询期内提出请求，韩国
政府愿意与日方在任何时间和地点进行
协商。

韩国媒体认为，韩方此举在于反制日
本 政 府 此 前 对 韩 国 实 施 的 出 口 管 制 措
施。日本政府 7月 1日宣布对出口韩国的
三种半导体原材料加强审查与管控，触发
韩日贸易摩擦。

双边关系并非不可挽回
那么，韩国对日本的“以牙还牙”是否

会进一步加剧两国矛盾？未来日韩两国
的经贸摩擦将走向何方？

分析人士认为，韩方在发布修订案
时，给这一新规的实施预留了窗口期，也
表 达 了 愿 意 与 日 方 进 行 相 关 协 商 的 意
愿。

日方此前的举措已经让韩国民间燃
起了较强烈的反日情绪，如果不加以控

制，日韩民间关系很有可能走向全面对
立，这也是日本所担心的。

一旦韩国对日本出台反制措施，对日
本经济的影响也不容小觑，日本方面也不
愿意看到事态进一步恶化，对出口韩国的
半导体材料管制有所松动。所以虽然目
前双边摩擦看似“水深火热”，但并没有到
不可挽回的地步。

合则两利，斗则俱伤
合则两利，斗则俱伤。日韩两国政

府都已经意识到这一点。目前两国关系
缓和的关键在于日本需要迫于压力取消
限制令，而韩国需要淡化国民的反日情
绪。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日韩矛盾由

来已久，双边问题仍需要通过谈判来解
决，以保证两国间的经贸关系不会向着太
坏的方向发展。

背景链接
日本政府 7 月 4 日加强管制出口至韩

国的 3种关键化学制品。此前，日方一直对
向韩国出口企业发放 3年有效许可，省略个
别申请，但出口管制后每份合同都需要审
查，以判断是否可以出口。

韩方指认，日方此举明显是报复韩国
最高法院去年裁定日方企业赔偿第二次
世界大战期间遭强征的韩国劳工。日方
则认为，根据两国 1965 年签署的《日韩请
求权协定》，韩国劳工的请求权问题已经
解决。 新华社北京8月13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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贸易摩擦停不下来

日韩还有的聊吗

在日本首都
东 京 的 新 大 久
保，行人从标有
日本和韩国国旗
的 广 告 牌 前 走
过。 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