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贺教授辅导英语
初高中英语提分，中考英语提100分以上，
高考提120分以上。15109789456

海湖新区金座团购房出售
金座昕艺园均价6200，户型94-132㎡，
可贷款，可选楼层。18597083901

临街商铺出租
黄河路测绘局楼下临街商铺，150 平
方米，不适合餐饮。15897088001陈

南大街小学精装房急售
18929300185、13389716091
临街旺铺转让
城西区黄河路82号精装修80平米临街旺铺
（银龙酒店向南50米）转让。18909715489

塔吊出售
大成4O独立高度12节塔尖32M每节
2.2M 手读全用期 15 年己使用 5 年、活
动基础价面议，马先生138 9745 4287

环球优学教育
初、高三全日制火热报名中，

没有教不好的孩子，只有做不好的教育，
春季补习到环球，期中当学霸！1 对 1
特训班 12人精品班 人民公园8018388
莫家街口5560033 康乐永昌大厦8110033

海湖新区房屋出售
海湖新区金座昕艺园团购出售！均价
6500！详情致电15110999795李经理

豪华独栋别墅急转
占地900m2新装修高档会所转让，无转让费，带
车位、高档设施，适合各种项目。13909718386

宾馆对外承包
门源路延长段，建设巷路口某宾馆，有客房28间，
可停车，对外承包，手续齐全。面议。13997081477

营业中砂锅店转让
曹家寨市场 37 平米砂锅店低价转让，上下水齐
全，适合任何行业。13997206248、18697268820

高价回收
宾馆、酒店桌椅等，空调KTV音响设备，
钢材木料，工程设备，库房积压物品。

15597057555

餐具消毒即厂区整体出售出租
15897168857李
库房出租
大型库房出租，宁张路16公里处，后子河，
大型车辆方便进出，电话13734688994

房屋出租
南山东路151号5000m2房屋整体或分割出租，适
合酒店、办公等，位置佳、交通停车便利。8083652

厂房库房出租
八一东路车管所隔壁有多间厂房库房出租，可做
小型加工厂，库房，车间。韩先生18997168880

厂房出租
海东市平安区三十里铺村与西宁
交界处 4000m2厂房出租，适合生
产，加工，仓储。13909728820

商铺出租
民和路延伸段71路公交车终点站，170平
米，电话：13997240799，13997138966。

写字楼出租
西宁市城中区南京路龙田大厦810平米(可
分租)，带全套办公家俱。13309782222.

旺铺出租
新宁路新宁花苑一楼854㎡商铺出租，有全
套天然气设备、装修。13997045244杨先生

200m2二层铺面出租
小桥门源路延长段一铺面，门口场地有300平米，可
销售车辆或小汽车修理，价格面议。13997081477

百姓开锁
汽车锁、保险柜、更换防盗锁芯

公安局备案

6111110

速达开锁
汽车锁、保险柜、更换防盗锁芯

公安局备案

5222229

老张开锁
保险柜，汽车，换指纹锁，防盗锁芯

公安备案

6133433

小王开锁
配汽车钥匙保险柜换各种锁芯

公安备案

8114114

肖师傅开锁
高档防盗锁芯批发

公安备案

5111114

西宁市开锁行业协会会长单位

110开锁
保险柜、换指纹锁、防盗锁芯

6115110

三人行学校
提高成绩哪里去？“三人行必有我师”。西宁市三人行文化培训学校在
西宁城西、城中、城北、城东设有六个教学点。优质教学、科学管理。
一对一个性化辅导、小组课、9至15人精品小班，
火 热 报 名 中 ！ 提 分 快 就 到 三 人 行 学 校 ！
6289123（城西青年巷）8166436（城西纸纺街）
8118123（城中南大街）5167321（城北小桥大街）
8803920（城东南小街）8299321（城东八一路）

出 售
夏都大街(老五中)旁边临
街二楼350m2商铺整体出
售。15500773879李

旺铺出租
南川东路临街旺铺出租，
1200 平方米，价格面议，电
话 8452221 18909787288

出租办公楼
位于新华联办公楼4，5层(每层800平
方米)整层对外出租，价格面议，有意
者请联系5319917 15110953636

西宁骏翔保安服务有限公司聘
保安，男，18-55岁，面貌良好，消控员数名、45岁左右，
精神面貌良好，有工作经验，责任心强。8087879

银鹰招聘
司机10名、男押运员30名，男女业务员10名，工
资：2750-3030+补助。联系电话：5209302

中国电信10000号诚聘
招聘客服代表若干名（37岁以内），要求普
通话标准、表达清晰流畅、具备一定的计
算机操作技能，会藏语者优先录取，有相
关意向者请于 4 月 27 日 9:30 参加面试。
联系电话：0971-5507303地址：城东区昆
仑中路 15 号电信枢纽楼 11 楼培训室

招洗车美容学徒
4名，打杂工1名，工资面
议。电话13997152991。

某搅拌站招聘
罐车驾驶员联系电话13897118243

新乐物业诚聘
保洁、保安、电工多名待遇底薪+绩
效+工龄+四险，电话13997271466

昆仑玉专卖店诚聘
销售精英，22-45岁，有经验者优先，
工资5000一9000元，13997193888

城中区某社区卫生服务站聘
医生护士电话:18609716116

招 聘
某幼儿园招聘教师、保育员
3-5名，电话18309716512

诚 聘
物业经理，工资面议。联系电话:
15110984079、13709730409

招 聘
助理1名，内勤1名，底薪3000+；筹备经理工
资面议，五险+节假日双休。15110906367

一家亲生鲜超市城南店聘
25000m2城南旗舰店诚招各类商家致电洽谈，招聘采购，会计
师、会计、企划、3D设计师、信息、超市店长、主管、保安、糕点
师、面点师，卤制品制作师傅，诚招商超设备，水电，消防，装修
等有相关资质的公司参加招标。15297100164（崔经理）

诚 聘
档案录入员 26-38 岁、档案编制员 30-48 岁、正常
班、双休日、法定节假日。6156529 13619726528

某物业公司诚聘
保安，40岁至55岁间，有经验者优先，
工资面议。13997489898牛经理

某监理公司诚聘
房屋建筑土建、电气、装饰装修监理，持证者优先。
13997078662 13897261806 6246059

青海龙达钢结构
专业加工，承接各种钢结构玻
璃幕网架工程18697298866

物业公司招聘
保安，保洁数名，45岁以下，以上岗位均享
受工作餐和福利，工资面议。7110032

城西区社区卫生服
务站长期招聘护士
18997225545

甲级监理公司诚聘
专业监理工程师，50岁以下，有相关工作
经验者优先，持证。13897585853王先生

美大集成灶诚聘
业务员、业务经理各5名，专卖店营业员10
名，安装工、普工、学徒各 10 名，底薪＋提
成＋年终奖，一经录用公司缴纳五险一
金。电话:15110908652 此广告长期有效

西宁晚报社招聘记者、编辑
1.本科及以上学历，新闻、中文等相关专业；
2.两年以上媒体从业经历，尤其是政经新闻

从业经历者优先；
3.熟悉西宁、青海发展，有一定社会、人文知

识积累，较强的开拓能力、突出的采访能力和
出色的文笔；

4.身体健康，能承受相应的工作压力；
一经录用，待遇从优！

工作地点：南关街43号西宁晚报社
报名电话：0971—8230284
个人简历发至邮箱：996174551@qq.com
............给你一个大舞台 展现你的大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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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4月26日 星期四

广告部主办
新闻热线
8244111

广告热线
8248965

23A

13997231906
18597011219
8110521
13107538667（互助）
18935616688（大通）

15003601579
15597682688
13897287074
15500565247（湟源）
15500505310（平安）

18997080597
18997080593
18997080579
18897221122（乐都）
13897786471（共和）

18609718651
18997080590
18997080591
15897268552（湟中）
13309795737（格尔木）

中西医门诊部招聘
中、内、外、妇、检验、药房、针灸、按摩大
夫，护士。15297090439，18697102159

湟源有十四亩厂房对外租
售，手续齐全。18297199985
共和南路某小区物业招聘
物管员一名，此广告长期有效
电话:7338887 13639751126

商 铺 出 租
西门口华德汇胜购物广场一楼600m2商铺；
宁食集团·解放商场前门旁右侧80m2商
铺出租。联系电话:13997143667赵经理

某餐厅聘
配莱.传菜.洗碗工.勤杂人
员若干名。18997237769

一站办企业服务公司
信源财税贴钱代办公司
打造青海财税第一品牌、打造最高性价比
40000-67-999 18997156699

祥云殡葬一条龙
出租灵棚、水晶棺、净身穿衣寿衣、
批发骨灰盒、锅灶、专业遗体运送。

13897284689、18897056316

西宁市殡仪馆
实行市政府惠民殡葬政策宁政办【2012】2号文件的唯一
承办单位，免收四项基本殡葬服务费，共计720元。
地址：宁互路向北3.5公里；5130150、4112211

凤凰山公墓、南陵公墓
环境优美，风水宝地，骨灰寄存，提供高、中、低档墓
13897588177、18997041760、13195798035
地址：南山公园东侧

青海神安民族殡仪馆
实行市政府惠民减免政策计720元，24小时
竭诚为您服务,西宁韵家口向互助方向4公里
8013263、13709781499、0972-8389583

青海龙泉中心陵园
公墓园林化 服务人性化
地址：西宁南川东路逯家寨 6275120、6275121

青海千仙居陵园
风水宝地千仙居，人生百年后花园
4000130095、13897464435

百安居装饰
新年优惠100㎡房大包 46500墙面、厨卫砖、集成吊
顶、烤漆门、久雅地板、橱柜等。电话：152 97015729

青海名匠装饰
￥48800 精装送到家(大包100平方以内)城西区国芳
百货4单元10楼4105室。6338825、13997264729

荣宝居装饰
￥49990，100 平米内大包，简欧、新中式、现代简约、地中
海、田园精装。13007792280新宁路17号5号楼1022室。

奥德赛装饰5161064
￥42700元，水电、瓷砖、吊顶、橱柜、木门、地板、窗台石、
背景墙、鞋柜、墙面、防水、照明、壁纸1300776747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