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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罗斯总统普京 5 日表示，美国退出
《中导条约》给各方带来巨大危险，俄方将
凭借数种导弹抵御美国退约带来的现实威
胁，并将对等回应美国部署中短程导弹的
行为。

普京说:“美国用臆想的借口单方面退
出《中导条约》，撕毁了军备控制领域的这
一根本性条约，堪称以最严重的方式使世
界局势更加复杂，给各方带来巨大危险。
引发这一事态的责任完全在美方。”

普京指出，他已责成俄国防部、外交

部、对外情报局密切关注美国接下来在研
发、生产和部署中短程导弹方面采取的步
骤，俄方将以对等回应的方式采取行动。
如确切获悉美国已完成研发并开始生产相
关导弹系统，俄将被迫着手全力研制类似
导弹系统。在这类新导弹系统装备俄军
前，俄将用现有的多种导弹来抵御美国退
出《中导条约》带来的现实威胁。

俄罗斯国家杜马国防委员会副主席什
维特金表示，美防长埃斯珀的计划再次证
明美国不仅不想遵守《中导条约》，还计划
在亚洲地区制造紧张局势，俄罗斯不会对
美国的这一行为袖手旁观。

6日，外交部军控司司长傅聪就《中导

条约》等军控问题举行中外媒体吹风会并
回答记者提问。傅聪司长强调，中国对美
国推动在亚太地区部署中导坚决反对。中
国拥有的陆基中短程导弹全部部署在本国
境内，完全出于防御目的，不威胁任何国
家，特别是不会打到美国本土。而美国军
事上偏重前沿部署，明显具有进攻性。如
果美国执意在亚太地区部署，就是在中国

“家门口”挑衅，中国绝不会坐视自身利益
受损，将不得不采取必要的反制措施。中
方希望美国在此方面保持克制，同时希望
韩国、日本、澳大利亚等有关国家谨慎行
事，不要允许美在其领土部署中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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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海省人才交流中心就业服务窗口
青海省人才交流中心招聘求职官方微信

定期发布现场招聘会、专场招聘会动
态、各类用工单位岗位信息、大型企业招录
信息、就业政策及职业指导。

就业服务海量信息及时掌握、祝您迈向成功
地址：青海省人才交流中心（海湖新区五四西
路 86号，五四西路与通海路十字路口东北角）

青海省人力资源市场微信公众号

长按上图识别二维码，即可关注本公众平台
联系电话：0971-8258711、8258717

■青海青玻实业有限公司
1、办公室主任1名：30-50岁，专科以上学
历，相关专业优先 2、业务员5名：25-50
岁，高中以上学历 3、操作工10名：年龄：
20-40岁4、司机1名：B照及以上，以上岗
位缴纳社保（五险），公司提供免费食宿，
薪资面议。
联系电话：0971-8816658/18097117917
■上海三菱电梯有限公司青海分公司
电梯维保工5名：20-30岁，中专及以上学
历，专业机电一体化，工作认真负责，踏
实，能承担一定的工作压力。试用期2月，
月薪 2000 元，试用期满月薪 2500-4000
元。缴纳五险一金，周末双休、法定节假
日正常休息，年底双薪、交通补助、话费补
助、餐补、月奖及绩效奖，年终奖，提供住
宿。 联系人：武梅红

联系电话：13086282061
■青海越达（斗山）工程机械有限公司
1、出纳1名：大专及以上学历，1年以上工
作经验。负责公司日常收款、汇款、财务
报表以及财务部安排的其他工作试用期
2800元，转正3000元/月+公司福利+年终
奖金。
2、售后服务内勤1名：大专及以上学历，
应届生优先考虑。负责公司 400 电话接
通、报修落实及回访工作。保内所有类型
报告的上报。熟练计算机软件，待遇：基
本工资（2200）+提成。以上人员一经录用
均缴纳五险，上下班有免费通勤车。
联系人：刘海霞 电话：13086273660
工作地点：青海省西宁市海湖大道银羚大
街29号
■海东市博锋矿业有限公司
1、电工 3名：20-45 岁，薪资 3600-5400

元。
2、财务经理2名：25-50岁、大专及以上学
历，财务主管工作3年以上。以上岗位转
正后缴纳五险。
联系人：曹娜娜 电话：15609720090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公司中移铁通青海
分公司
1、营销人员 40名：实习期一个月基薪
2000元；实习期满1500（含基础业务量）+
计件工资+达量奖励，入职后签订劳动协
议。
2、商客经理 10名：实习期一个月基薪
2000元；实习期满1500（含基础业务量）+
计件工资+达量奖励，入职后签订劳动协
议。
联系人：王经理

13909711025 13997059995
■创达电子信息科技公司
1、营销经理5名：大专及以上学历，市场
营销等相关专业；1-2年以上销售行业工
作经验，具有较强的沟通能力及交际技
巧；具备一定的市场分析及判断能力，良
好的客户服务意识；有责任心，能承受较
大的工作压力；职位福利：话补、饭补、加
班补助、交通补助、周末双休、法定节假
日正常。
联系电话：18195789908（周经理）
2、运营3名：专科以上学历，计算机相关
专业，良好的沟通能力及团队协作能力，
富有责任心、学习能力强。话补、饭补、加
班补助、交通补助、周末双休、法定节假日
正常，联系电话：18195789908（周经理）
3、设计4名：大专及以上学历，美术、平面
设计、艺术设计等相关专业，有一定的平
面设计工作经验；熟练使用Photoshop、cdr

以及OFFICE等软件；有较强的视觉搭配
能力 。
4、设计学徒3名：话补、饭补、加班补助、
交通补助、法定节假日正常。联系电话：
18997150239（陈经理）
■青海博远汽车贸易有限责任公司
1、出纳1名：大专以上学历，会计学或财
务管理专业毕业；具有2年以上出纳工作
经验，三十岁以上女性；熟悉操作财务软
件、Excel、Word等办公软件；记账要求字
迹清晰、准确、及时，账目日清月结，报表
编制准确、及时；了解国家财经政策和会
计、税务法规，熟悉银行结算业务，转正底
薪3500元＋五险＋补贴 。
2、销售经理4名：大专以上学历，市场营
销等相关专业；2年以上销售行业工作经
验，有销售管理工作经历者优先；具有丰
富的客户资源和客户关系，业绩优秀；具
备较强的市场分析、营销、推广能力和良
好的人际沟通、协调能力，分析和解决问
题的能力，转正底薪 4000 元＋提成+五
险+补贴。
3、销售顾问5名：主动性强，工作态度积
极，热爱汽车销售工作;有较强的事业心，
勇于面对挑战;良好的沟通和表达能力、
应变能力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心理素质
佳;转正底薪3000＋提成＋五险＋补贴。
4、销售内勤1名：大专及以上学历，统计、
会计、金融等相关专业；具有良好的客户
沟通能力及优秀的谈判技巧；具有很强的
组织和协调能力和一定的团队精神，能承
受一定的工作压力；转正底薪3000元＋五
险＋补贴。
5、行政人事专员1名：负责招聘工作，应
聘人员的预约，接待及面试、员工入职手
续办理、员工劳动合同的签订、续签与管
理、考勤及工资绩效数据统计汇总；负责
部门一些日常行政事务、监督及执行企业
管理规章制度、行政人事管理制度以及工
作流程、绩效考核制度；熟悉办公室行政
管理知识及工作流程，熟悉公文写作格
式，具备基本商务信函写作能力，熟练运
用 OFFICE 等办公软件；转正底薪 3000
元＋五险＋补贴。
6、汽车配件销售1名：30-45岁，高中以上
学历，市场营销等相关专业；有敬业精神，

吃苦耐劳，有一定的汽配销售知识，销售
管理工作经历者优先；具备较强的语言沟
通能力、服务意识、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
力；工作地点：格尔木
7、库管1名：汽车配件库管，三十岁以上；
工作地点：格尔木 薪资待遇：转正 3000
元＋五险＋补贴.。
8、食堂做饭大师傅1名：负责公司员工餐
制作；年龄三十岁以上，工作地点：格尔
木 转正3000元＋五险＋补贴。以上岗位
一经录用，提供午餐及晚餐，上下班通勤
车接送，转正后购买五险，上班时间：8：
30-18:00,周一至周六上班，周日休息，国
家法定节假日休息。
联系电话：15202563411 郑经理
■青海夏都医药有限公司
1、执业药师3名：具有三年以上相关工作
经验，具有较强的责任心，具有执业药师
资格证书；薪资5000元，缴纳五险，法定节
假日，提供住宿，午餐。
2、销售经理1名：大专以上学历，具有较
强的责任心，有相关工作经验者优先。薪
资5000元，缴纳五险，法定节假日，提供住
宿、午餐。
3、统计员1名：能够独立完成岗位工作；
大专以上学历；有良好的沟通能力；薪资
3500 元，缴纳五险，法定节假日，提供住
宿、午餐。
4、采购员1名：能够独立完成岗位工作；
具有两年以上工作经验；具有较强的责任
心；药学相关专业本科以上学历；薪资
4000 元，缴纳五险，法定节假日，提供住
宿、午餐。
5、QC化验员3名：本科以上学历；药学
相 关 专 业 ；有 工 作 经 验 者 优 先 ；薪 资
3500-4000元，缴纳五险，法定节假日，提
供住宿、午餐。
6、销售内勤1名：本科以上学历；能讲流
利的英语，最好有出国经验；可以当翻译
洽谈业务。
联系方式：石女士
13997175821 0971-5317768
■中复神鹰碳纤维西宁有限公司
1、主管会计1名：本科学历，财会类专业，
30岁-45岁，具备3年以上的主管会计工
作经验，中级会计师职称。全面负责西宁

公司的财务管理、负责与银行及相关业务
部门对接工作、负责公司内外部相关部门
和机构的沟通、协调等工作、负责与连云
港基地工作和业务对接。5000-6000元/
月。
2、宿舍管理员1名：负责西宁公司的宿舍
各相关事项的管理工作；负责与连云港基
地工作和业务对接。高中以上学历，40周
岁以内；具备相关企业工作经历者优先考
虑。2000-3000元/月。
3、质管副部长1名：30岁以上，化工或理
工类相关专业；熟悉质量管理体系，具备
生产管理相关经验。组织协调部门相关
工作；监督部门员工的工作执行情况并及
时反馈。5000-6000元/月。
4、质管部主管2名：30岁以上，化工或理
工类相关专业；做好上传下达，负责本班
组各项工作的安排与落实；核实班组各项
检验记录是否完整；负责质量管理体系培
训；较强的组织和协调能力，具备生产管
理经验。3000-4000元/月。
5、质检员10名：23至35岁，化工等相关专
业；具备基本的检验技能和数据计算能
力，较强的责任心和动手能力，掌握检测
设备的使用方法和检测标准；记录检测数
据，对不合格数据分析与复测；完成上级
领导安排的其他工作。3000-4000元/月。
6、安全管理员2名：大专以上学历，安全
类、管理类专业；有施工管理经验优先。
3000-4000元/月。
7、电气工程师2名：本科学历，电气类、自
动化类专业；助理工程师职称；有化工企
业工作经验优先考虑。3000-4000 元/月
公司福利：五险一金，提供住宿，伙食补
贴，职称津贴，高温津贴，采暖补贴，年终
奖金，法定休假，生日福利，节假日福利，
员工活动，提升培训等。
公司地址：西宁经济技术开发区甘河工业
园区甘家路2号（西宁生产基地）（暂驻管
委会创业大厦215室办公）
联 系 人：牛先生
联系电话：0518-86070121（连云港），
0971-2219006（西宁）
公司官网：http://www.zfsycf.com.cn/
邮 箱：hr@zfsycf.com.cn

美想在亚洲部署导弹能如愿吗
美国 2 日正式退出《中导条约》的当

天，美国国防部宣布将全面研发此前受
该条约限制的陆基常规中程导弹，并称
这是对俄罗斯方面有关行为的“审慎回
应”。

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援引美国国防
部消息人士的话报道说，美国军方为了在
欧洲对抗俄罗斯，计划于近期测试新型的
移动发射式巡航导弹。有分析指出，美国

计划测试的这种陆基巡航导弹其实就是战
斧导弹。由于受到《中导条约》的限制，美
国此前取消了陆基版战斧，保留了海基版，
但两者实际差别不大，只要把海基版挪到
地面，再引入地面控制系统即可。另据报
道，美国还将于今年11月测试一种中程弹
道导弹。

美国国防部长埃斯珀在《中导条约》终
止后的第二天表示，他赞成尽快在亚洲部
署新的导弹。对于部署导弹的时间表，埃
斯珀表示希望在“数月”内完成，但他没有
提及导弹可能的部署地点。

美国将在哪些国家部署导弹，又将部
署哪些导弹?根据美方此前的表态，在亚太
地区，美国想在 500 到 5500 公里的导弹射
程范围内形成优势，而根据地理位置以及
美军在亚太地区的基地分布情况来看，日
本、韩国以及关岛是最有可能成为美国部
署导弹的地点。

至于可能部署的导弹类型，目前来看，
中程弹道导弹和巡航导弹都可能成为美国
的部署选择，而具体的部署型号可能根据
部署的位置有所区别。

外界还有猜测，美国可能要求在澳大利
亚部署导弹。对此，澳大利亚总理莫里森5日
表示，美国的中程导弹不会部署在澳大利亚。

莫里森还称，如果美国以后提出要求，
澳大利亚同样会拒绝。他告诉媒体记者:

“(美方)没有问我们，(我们)不考虑。”

俄罗斯科学院世界经济和国际关系研
究所专家阿尔巴托夫表示，亚洲地区大部
分国家或地区都不会让美国部署导弹。他
举例说，日本无法相信美方“不会部署核导
弹”的说法，而且部署导弹可能导致日本民
众的大规模抗议活动，因此日本政府会慎
重对待这一敏感问题。

鉴于目前美菲关系紧张，菲律宾也不
太可能接受美国的导弹。韩国《中央日报》

发文称，一旦韩国成为美国的导弹部署地
点，有可能引发比2017年“萨德”事件更严
重的韩中对立，因为射程数千公里的中程
导弹，其威胁要远大于“萨德”反导系统。

英国《金融时报》援引美国军控协会专
家的话分析称，尽管美国防长热衷在亚洲
部署中程导弹，但严峻的现实是:没有国家
需要这类武器，部署未经美国国会授权，也
没有盟友准备好接受。

美国方面2日宣布正式退出《中导
条约》后，美国国防部立即宣布将全面
研发此前受到条约限制的陆基常规中
程导弹。与此同时，美国国防部长还表
态称，希望尽快在亚洲部署新导弹。

俄罗斯总统普京5日表示，美国退
出《中导条约》给各方带来巨大危险，俄
方将凭借数种导弹抵御美国退约带来
的现实威胁，并将对等回应美国部署中
短程导弹的行为。6日，外交部军控司
司长傅聪强调，中国对美国推动在亚太
地区部署中导坚决反对。

美军将测试新型导弹

没有盟友愿当部署地没有盟友愿当部署地

普京称将普京称将““对等回应对等回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