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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 聘

甘肃大昌混凝土工程有限公司

诚聘

东岗站：

分类广告

甘肃海洋听力技术有限公司因业务扩大需求，诚聘以下岗位：
1.助听器验配师 10 名，要求女性，20-40
岁，
中专以上学历，
医学相关专业或有销售经验
者优先考虑，
入职提供带薪培训。
2.区域助理 2 名，大专以上学历，能够适应
长期出差，
协助区域经理做好区域管理工作。
15393106042 张 13919066551 谢总

混凝土泵工 数名
联系电话：李班长 13919301727 4280808
搅拌车司机 数名
联系电话：周队长 13919352050 4280808 土建、市政项目经理、安装项目经理、技术负责、施工
员、资料员、机械管理员、施工现场电工，小车司机，
装载机司机 1 名
以上人员要求大专以上学历、3 年以上相关工作经
联系电话：4280808

建筑公司诚聘

西固站：
搅拌车司机 数名
联系电话：张队长 15339825278 4285508
中控室操作工 2 名
质量员、辅助工数名
联系电话：4285508

旺铺出售

西太华商厦 10 楼黄金旺铺

面积550-2600m2，
售价18000-26000元/m2，
平层总面积 8800 平方米；

西关兰公馆一、
二楼黄金旺铺
面积 60-300m2，
售价 28000-55000 元/m2
抢铺热线：
0931-8366888 18919975751

验。小车司机（退伍军人优先），要求高中以上学历，
驾龄 3 年以上。一经录用待遇从优，
薪资面议。
地址：
城关区雁南路联创广场
联系人：
邓女士 电话：
4536849 13893186071

商铺出售

兰州市城关区，张掖路地下商业街 40 号
商铺，面积 71.86 平米。房东一手出售。
欢迎有实力的商家、厂家、个人洽谈。
13993153007 13993135637

招 四川西南航空职业学院
聘

在甘肃以下地区招聘宣传主管，有当地教育资源优
先：
平凉市、
庆阳市、
白银市、
天水市、
定西市、
陇西县、
陇南市、
酒泉市、
嘉峪关市、
敦煌市、
临夏市、
榆中县。
联系人：石老师 13540475007 地址：兰州市城关区甘南路黄楼1805室

消控室人员、保安、保洁、保安、
保洁、水暖工、
水暖工数名，
待遇面议。

聘

物业公司招聘

重大利好

电工及客服人员。
电话：4699707
物业办公室职员 4 名，男女
国家认证的健康体脂管理师
不限。保安数名。保洁、招
待所服务员、外围保洁数名。
要把 30 多万人成功减脂受
地址：兰州市七里河桥
电话：2344499
益的科学减肥方法告之要减
南关物业聘：
物业办公室职员4名，
水暖工
肥的朋友们……详细内容请
2名，
保安5名，
花匠2名。售
房人员5名（35岁以下）。
咨询电话:18993896298(李老师)
电话：8427112 工作地点：南关

兰州兰太物业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电话：
13919133672 18009442136
13519666621

兰州翎通航空货运
代理有限公司聘

环卫保洁人员，电梯维护员，消 司机：2 名（男性） B 照 3 年驾龄有上
岗证，责任心强 业务员：2 名，
（男
控室值班人员数名。年龄 55 性）高中文化，工作认真仔细 客服：2
（女性）工作熟练，
细心认真
岁 以 下 ，电 话 ：13519316960 名，
联系电话：13321221713 8663406
刘 地址：雁宁路中段
地址：
城关区嘉峪关南路二热附近

兰大附近大型幼儿园招聘 高薪诚聘

幼师 5 名、
会计 2 名！保育保洁员各 3 名，储 备 主 管 ，优 秀 助 理 ，25- 48 岁 ，月 薪
帮厨 2 名，
保安 2 名！待遇面议。
3800 元以上，有三金双休+免费旅游。
电话：
17793108191
13919950335 13893327114
13669365212 哈经理

聘女性杂工

聘人事助理

28- 45 岁 ，大 专 以 上 学 历 ，
38-49 岁，高中以上学历，2800/月，双休三 2800-3600 元/月，有三金双休
有奖金。7898853康总
金，法定节日，每天六小时。4131716令总 及节假日，

急聘资料整理员
聘办公内勤 2548 岁 ，高 中 以 上 学 历 ，

24-36 岁女性，高中以上学历，
三金双休及法
会上网懂电脑。2600-3200/月， 2800-3500/月，
三金双休。15095350469 兰总 定节假日。15193176869 杨总

诚聘

兰太物业招聘 雁滩一物业公司招聘 德邦快递诚聘

招聘电工、保洁员 申通快递长期招聘
火车站旁某小区招聘电工(持上岗证)、保洁
详情致电
数名，要求身体健康，吃苦耐劳，待遇面议。快递员若干名，
18100949500
联系人：魏女士 联系电话：13893123355 咨询：

印刷厂聘 雁滩急聘 生产厂家聘 超市招营业员

平面设计、接单员，限女
性，薪资 3000 元以上，送
货员数名，
3500元以上。
联系电话：
13609314221

1、
会计，
专职、
具备一般纳税人
经验，兼职勿扰。 2、文员，有
做标书经验。3、库管，稳定有
经验男女均可。地址：雁滩日
杂市场。电话：
13609337740

生产、安装工人各 20 名月薪
4000 以上，大车司机 2 名月 数 名（女 性），能 吃 苦 耐
薪 5000 以上，客货车司机 2
管吃管住，待遇面议。
名月薪 3500 以上，管吃住，劳，
范13919000306
行李自带。13993198151 电话：

静宁县金果实业有限公司高薪诚聘

静宁县金果实业有限公司成立于 2013 年 11 月,是集苹果种植、收购、储运、
销售，植物益生菌发酵果蔬浆饮料、含乳饮料制造的甘肃省农业产业化重点
龙头企业、省科技创新型企业。因业务拓展需要，面向社会诚聘下列人员：
1、营销总监 1 人 任职要求：年龄 48 周岁以下；大专及以上学历，有多
年从事食品、饮品快销行业销售管理工作经验和较广泛的销售资源。
薪资待遇：底薪 10000 元/月；工作地点：兰州。
2、
融资经理1人 任职要求：年龄在25—40周岁，
金融、
财务等相关专业
专科以上学历，
有驾照，
能经常出差；
具备3年以上融资相关工作经验和1年
以上融资管理经验；
薪资待遇：
月薪3600—6000元；
工作地点：
兰州、
静宁。
3、策划主管 1 人 任职要求：年龄在 40 周岁以下；大专及以上学历，广
告、营销类相关专业；有 3 年以上策划实践经验，擅长市场分析和调研。
月薪 3000—6000 元，工作地点：静宁。
4、采购经理 1 人 任职要求：年龄在 40 周岁以下，大专及以上学历；熟
悉采购流程，具备良好的沟通、谈判能力和较强的成本意识。月薪
3000—6000 元，工作地点：静宁。
5、电气自动化工程师 1 人 任职要求：年龄 40 周岁以下，大专以上学
历，电气工程等相关专业有 3 年以上从事自动化生产设备维修、改造工
作经验；熟练生产线电气自动控制原理，有罐装饮料生产设备检修、维
护保养经验；月薪 3000—6000 元，工作地点：静宁。
6、
主办会计1人 任职要求：
年龄25-40周岁，
财务、
会计专业大专以上学历，
持
有会计证；
有3年以上食品类财物经验。月薪3000—6000元，
工作地点静宁。
7、外贸专员 1 人 任职要求：本科及以上学历，国际贸易等相关专业，英
语听说读写能力优秀，适应出差。月薪 3000—6000 元。
8、项目专员 1 人 任职要求：大专及以上学历，有一年以上项目申报工
作经历；月薪 3000—6000 元。工作地点：兰州。
联系地址：兰州市七里河区西津西路371号天和苑3-1-1302（柳家营十字向西300米）
联系人：马女士 联系电话：18198015349

餐厅转让

兰州市城关区中心地段精装修营业中 830 平
米中餐厅一次性低价转让！房租低位置好！
有诚意者电话联系！18919167531

旺铺转让

西固核心地段，高端 KTV 转让，2300 平
米，
价格从优。张先生 18919199431

诚聘

兰州宏业防火门有限责任公司聘

安宁某电力单位招聘物业维修电工
兰州市区快递员，
高薪等你挑战，
月薪 4000-8000+，
销售经理•销售内勤：男女不限，有较强的沟通
综合月薪 5000，
月休 6 天，
多能者多得。稳定区域，
稳 1 名，月薪 2600 元；保洁员 1 名，月 销售能力，及资深销售团队优先。
薪 1600 元 ，白 班 保 安 2 名 ，月 薪 普工•电焊工 数名，18-35 岁，身体健康，熟
定收入，
就近安排。报名热线：
18919134540
练防火门加工者优先，不会可培训，能吃苦耐
2260 元，以上人员年龄要求 50 岁 劳，爱厂敬业，公司提供食宿，甘肃省内户口优先。
库管：2800- 3500
以下。联系电话：13639322120 联系电话:13619315671，地址：兰州七里河区天奇物流园

老村长酒业招聘

年龄50岁以下
文员/客服：25003500
电话：
0931-8881633
15294128631 杨

招聘

聘

业务员 5 名、司机 5 名、要求：有无经验
均可，司机要货运证待遇保底 3000 元，
转正后 3500 元十奖金十提成十补助 神州优驾平台网约车司机若干名，
5000 元以上 ，可提供住宿。地址：天缘 私家车也可加入。3 年以上驾龄，
年龄 22 岁-55 岁，工作时间自由。
建材城 13359491000 2339888

国际品牌-宜必思酒店
兰州安宁东路店招聘 文秘、销售代表、要求：男女不限，20 一

天庆诚聘

月 收 入 6000 以 上 。 联 系 电 话
18609408520 0931-2166777

客房服务员 10 名、
客房经理 2 名，
免
费提供食宿，薪金可观。有工作经 50 岁，有上进心，语言表达流利，中专以
验者优先，
技能高者可以破格定级。
上学历，年薪 10 万左右，外地来兰者可
应聘地址：兰州市安宁区安宁东路
（新厦水岸天成旁） 13359427435 提供住宿。13619343916 牛经理

西餐厅服务员，工资高，待遇
好，
管食宿。15117120967

招 聘
诚聘

华美配电柜厂诚聘
财务出纳 2 名，配线
电工 3 名，钣金工 3
名，
配电柜销售3名，
以上均包吃住，
工资
面议，联系人张总：
13893379337
18693148181

诚 聘

司机 2 名：5 年以上驾龄，B 照，有上岗证；业务员
4 名：2 年以上销售经验，有驾照优先。内勤 2 名：
要求会用管家婆等类似软件，
对工作认真负责。
13609382574 黄 15214081819 王

500 强聘

3600 元急聘 3000元急聘助理

助理、
内勤大专以上学历2800招生产工人 10 名，办公室文员 2 名，炊 主管、
三金双休，
法定节日，有分红
事员 2 名，
年龄要求 40 岁以下，
包食宿。 4500/月，
享年假。18919841966 郑总
13609349580

聘中年人 老兵启航营聘

爱岗敬业，
有开拓
25-46 岁，大专以上学历，思维敏捷，能 22-35 岁，
2800- 4600/月 ，
三金
适应时代节拍，5500-7600/月，三金双 精 神 ，
休节假日奖金。15193176869朱总
双休。 15117259304 金总

聘中年女性 急聘助理内勤

25-48 岁，大专以上学历，爱岗敬业， 22-48 岁，高中以上学历，有团队技
三
责 任 心 强 ，4800- 6500/月 ，五 金 双 术精神，爱岗敬业，3800-4600/月，
休，法定节假日。13359403568 张总 金双休及节假日。7890813 龚总

客服 5 人，主管 2 人，有经验者优先！联系人 主管各 2 人，
25-50 岁，有三金
杨经理：18189667760 18109314274何经理 双休。王经理：
18693116531
高中以上学历，
复转退均可，
男女不限，
高中学历，
能正常上 22-49 岁，
三金双休节假日，
有奖
下班，
2900-3600/月，
三金一险 3500-4800/月，
分红。15769396701叶总
双休节假日。15682741944沈总 金，

25- 48 岁 ，高 中 以 上 学 历 ，
2800-3500/月，
三金双休法定
节假日。 15095350469 柳总

高中以上学历，2800-3500/月，享
受法定节假日。15682741944 欧阳

诚
聘人事主管 急聘生意人 聘

25-48 岁，
大专以上学历，
责任心
强，
善于沟通，
4800-5600/月，
法 25-48 岁，高中以上学历。2800-4500/月，
三金双休及法定节假日。13519443418钱总
定节假日。7898853 辛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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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招聘

主管、助理、收费员，待遇：3000-5000 元，
18-40 岁，
25-48 岁，享受双休三金及法定节假日。男性家具配送员，
13309424667
18189575048 13909445450 刘老师 工资面议，

开平厂诚聘

招 聘 诚 聘

急聘社区专员

5 名，主管 2 名，工资 3000- 5000 元，一 汽 车 玻 璃 安 装 技 物业经理、司机，保安、保
洁、收费员电工、办公室文
经录用可享受三金，法定节假日休息！
师、
学徒工数名。 员、有工作经验者优先，工
杨经理 13919851103 冯经理 18709446004
4145800
资面议。18793150319

二热附近诊所诚聘护士，工资面议！
13919987528 13109484909

丰源美居宾馆聘
发布广告 微信扫一扫

发布广告 微信扫一扫

兰州晨报分类信息 您可靠的选择

诚聘保姆 诚聘送货员 2 名

湖北人家高薪诚聘

库管、车间生产工人若干名，长期稳定，1.初中语、
数、
英、
理、
化专职教师、
助教若干名；
男女不限，待遇面议。厂址：西站双洞 2.学管师、
课程顾问、
业务员若干名。
子附近 13919441337 18919923584
18919813179

微信扫一扫 足不出户 轻松办理各种广告

聘客户经理 聘复转退军人

住家阿姨，45 岁以下，身体健康，会做家常饭，个 男，
30-45周岁，
能吃苦耐劳，
团结协作意识强，
人习惯良好，无不良嗜好，心地善良，干净，勤劳，熟悉市内交通。长期干。电话：
13919398504
能相互沟通，待遇从优。 电话：18909426799
兰州立得天佳办公设备有限公司

因公司业务发展需要现招聘文
员 2 名，电梯业务代表及工程
人员数名，享受国家法定节假 服务员 2600-3000+提成，配菜师 3000日，待遇面议。工作地点：城关 3500+提成，厨师 5000-6000+提成。
区草场街。18693195652
15002563392 15101251186

诚聘护士

白领工作室聘 急聘大学生

前台若干名 工资
面谈 地址西关。
13359434059 蔡经理

半天工作制聘

雁滩家具市场招聘

物业公司招聘 4600 元急聘

保安4名，
男；
保洁4名，
男女不限50岁以下；
水暖工2 主管、收费员、个人助理，半天工作制，
高中学历，享受双休三金。
名，
精通小区上下水；
楼管员2名，
男，
懂电脑，
有工作 25-48 岁，
经验者优！地址:盐场堡. 电话:17361667968 13919093087 曹经理

辅导班招聘 聘社区服务专员 聘社区服务专员 招聘
5 名，高中以上文凭，主 5 名，高中以上文凭，主

兼职辅导老师，帮厨数 管 2 名 ，双 休 三 金 。管 2 名 ，双 休 三 金 。服务员、切菜工，40
名。大学生优先，盘旋 18509488681 王主管 13893248868 杨 经 理 岁左右，男女不限。
路附近。18054177237 13993164727 高经理 13619331686 张经理 13369498704

微信扫一扫 在线订制 在线支付
客服电话：4662740 815059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