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诚聘英才
珠宝销售人员五名电商运营专员两名，商场运营经理一名，月
薪2400-10000元 18897051888 西宁水井巷三环玉器批发城

诚 聘
筹备经理1名、工资面议;内勤1名，底薪3000+；
五险+节假日双休。18797378523周先生

公司招聘
安全员、行政专员各一名，项目经理若
干名。大专学历以上，责任心强，吃苦
耐劳，有相关证书和工作经验者优先，
联系方式:王先生 0971—6242052

北山五期招聘
安保15名，年龄55岁以下，工资2850元，管午餐，意外
险。（长期有效）电话：15897149444 13897401176

某物业公司招聘
水电工数名50岁以下、证件齐全、工资面
议联系电话：6514826，15202588061。

招 聘
钣金学徒工及普工，月薪3000-5000元、吃包
住、地址：城南、18岁～35岁。18797176196

诚 聘
文员 1 名，内勤 2 名。工资 3000+福利待遇+双
休。销售经理1名，工资面议。13519702957 洛老师

助听器专卖店诚聘
店员若干名，30--45 岁，女性，高以
上学历，西宁户口，工资:底薪（2000—
2500元）+提成+养老保险，下岗职工
优 先 。 李 先 生:18809717788

招 聘
西宁市海湖新区儒之源花苑招聘保洁员数
名，年龄 45 岁以下。电话：18697887952

招 聘
司机1名，能吃苦耐劳，包吃住工资面
议，地址城南总寨。电话 8456055

某公司诚聘
房地产公司办公室主任1名，电话：6116622
物业公司保安、保洁若干名。电话：6119908

探矿公司诚招
车间主任1名焊工钳工数控
车工数名。13897618333

省统计局食堂招聘
做馒头工，待遇面议。
联系电话:18997208996

某房地产公司诚招
安全员1名，工资面议。地址：城东
区建国路5号，联系电话：8163134

某物业公司诚招
保安数名，年龄55岁以下，工资面议。地址:城东
区建国路5号 电话:14797008385 13897627083

青海圆通速递公司聘
1.会计：1名，2年以上经验，熟练操作办公软件和
财务软件。2.统计员：2名，财务相关专业优先，
熟悉办公软件。3.客服：10名，女，普通话标准，
打字快，有较强的心理压力承受能力。4.业务员
(派件员)：若干名，有较好的服务理念，自带电瓶
车；薪资：4000～10000元5.揽件业务员：若干名，
薪资：3000 元以上联系电话:6103166 南女士

半天工作制招聘
半天班，年龄24-50岁高中以上学历，底薪3000，法
定节假日+双休，名额有限 18797207162 丁经理

青海雷霆特训基地招收
“小小特种兵”暑期夏令营共六期，每期200人，青岛研学营
共四期，每期40人。详情电询:8247984 183971158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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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环球优学教育
6月16日、17日 举行18年中

考押题讲座，没有教不好的孩子，只有
做不好的教育，18年暑假补习到环球，9
月开学当学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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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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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宁晚报社招聘记者、编辑
1.本科及以上学历，新闻、中文、经济、财经、

金融等相关专业。当然，如果你具备较强的
新闻敏感性、对写作有很强的兴趣、有新闻策
划能力、逻辑思维能力、文字表达能力，我们
对专业不做要求，晚报的大门为你敞开。

2.有媒体从业经历，尤其是有时政新闻、经
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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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旺铺转让
互助海洲国际盛爱家烤肉店88平
方米，还带 7 个月的房租转让店
铺，因本人在西宁上班不能全身
心投入到烤肉店里，所以想将本
店转让，有意者打 13086253053

土地转让
本公司在大通县靠近西宁市区工业园区有50亩
土地转让，联系人:罗先生 电话:18229321699

急 售
水井巷130平米写字楼及地下车位2个，合同
过 户 无 任 何 费 用 ，13369468885

某足浴店转让
海湖新区，正常营业中足浴店转上，
客 源 稳 定 。 电 话 18997270513

旺铺转让
小桥十字1500平旺铺转让，价格
面议。联系电话：15597178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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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告部主办
新闻热线
8244111

广告热线
8248965

07B

18597011219
13997231906
8110521
13107538667（互助）
18935616688（大通）

13897287074
15003601579
15597682688
15500565247（湟源）
15500505310（平安）

18997080579
18997080597
18997080593
18897221122（乐都）
13897786471（共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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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装不锈钢水管设计安装.承包水电
304不锈钢是唯一可以植入人体的材料，不锈
钢水管西方发达国家已经成功应用了52
年之久。维格斯不锈钢水管质保70年，以
建筑物同寿命。免费服务热线:400一
0971一304 18997488008 王女士

老板急用钱 好铺低价出售
金座雅园三期275.79㎡，带租约，单价9000元，
月租金13800元，即买即收益。13709763088

昆东社区卫生站聘
护士、公卫人员。万大夫专治:痛风，风
湿，关节炎。6108609 13099791390

阿仔野生大甲鱼煲汤
经理、主管、部长、门迎、店员、收银、传菜、
保洁、配菜、打荷、面点。15500616391

招 聘
有关社会福利及医疗保障体系的国企招聘。高中以上，
双休，4500元以上，名额有限。赵经理，15809711248

本公司诚聘
售后服务人员10名，要求高中以上。25—48。有上进心。踏
实的有志者。上班半天制。双休。张经理。13997128347

145m2饭店转让
共和南路儿童医院旁.位置佳，客源稳，
精装,接手可营业。13997401156

互助酒店招聘
大堂经理1名，女性45岁以内，月薪六千有
工作经验者优先，联系人15597529000朱

占鑫豆制品厂招聘
因扩大产量招男工5名，女工5名，司机1名，招长
工短工勿扰，厂址，长宁镇，电话15609785918

某商贸有限公司大量招聘
食品和青海土特产品的包装工人，女，50 岁以
下，另聘司机和送货员8147665 182971828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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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城东某物业聘
综合水电维修工1名，有工作经验，2500—3000
元 ，家住东区优先130 9978 1970韩先生

诊所诚聘
药房人员、护士、各若干名，熟练电
脑操作，待遇面议。152972172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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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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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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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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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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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