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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失声明

◇平安县乔炳的会计从业
资 格 证 （ 证 号 ：
632121199001180072）不 慎 遗
失，声明遗失。

《招聘》

◇乐都某物业公司现诚招
水电维修工一名，要有相关操
作证书和工作经验，工资面
议。电话：18097077212

◇本人在平安诚招保姆一
名（女性，年龄 50岁以上，要有
爱心、责任心），主要照顾一个1
岁小孩，工资面议。

联系电话：18797056564

◇西部彩虹文化广告传媒
有限公司因业务需要现面向海
东市（一区五县）诚招广告精英
数名。要求：具有良好的社会
沟通能力和较强的团队精神，
薪酬丰厚。

电话：0972-8680006

◇海东时报在海东市（一
区五县）诚招投递员及分类广
告信息人员。要求：有良好的
沟通能力和团队精神，能吃苦
耐劳，工资待遇面议。

电话：0972-8680006

《乐都协博人力资源有限公司
招聘专栏》

◇青海华夏水泥现诚聘会
计 2 名，有相关工作经验者优
先，35岁以下，工资 3500-4000;
普工10名 ,45岁以下工资3000;
设备维修工5名，45岁以下工资
3500-4000;电工 2名,45 岁以下
工资3000-3500 。

◇青海优创网络科技有限
公司现诚聘程序员 1 名工资
3500，平面设计 1名工资 1800+
提成;3、奥森健身会所诚聘销售
人员数名，工资1500+提成。

◇黄河鑫业有限公司诚聘

电解工数名，薪资待遇 3000-
4000，缴纳五险一金、提供带薪
年休假。

◇青海伊欣名族服饰现诚
聘办公室主任 1名，男，待遇面
议，车间主任 1 名，男，待遇面
议，会计 1名，男（30-45岁），文
秘一名，男30左右。

◇招聘美容师 2 名，工资
2000-5000。

◇乐都区保安公司现诚聘
保安人员数名工资 1500-2000
咨询地址，乐都区就业局一楼
协博人力资源办公室。

咨询电话 0972-8627198

《服务》

◇ 乐都区新祥清洁服务有
限公司 各类管网安装、建设、
维护、疏通。化粪池清理。专
业团队承接高层、宾馆及大型
食堂储水罐的化学清洗二次供
水。服务电话：0972 -8651588

0972-7417177

◇“啥都干”家政服务 真诚
为您服务！ 乐都服务电话：
15597203460

◇平安装修行业的领跑者
西征装饰！西征装饰携手吉象
地板为您打造温馨时尚空间！
地址：宏达宾馆西侧

电话：18997320182

◇电脑组装及维修、打印
机维修、耗材。地址：海东医院
南侧。电话：15111750033

《综合》

◇三阳商务宾馆内设标间
单间贵宾间，四星级享受三星
级价格，是您差旅的理想之
地！地址：乐都怡春路 2 号(国
土局西侧)

订房热线：0972-5936666

◇三阳商务宾馆茶餐厅风
格独特环境优美、工薪消费免

包厢费，茶餐厅可承接各类宴
席。地址：乐都怡春路 2 号(国
土局西侧)

订餐热线:5939888

◇7 月 19-20，吉利汽车纵
横中国行大篷车海东民和站在
川垣亚欧超市门前举行大型车
展 。 厂 家 直 销 吉 利 自 由 舰
42900 元/台，团购 10 万元三台
仅限2日，还有吉利全系车型大
优惠。详询：0972-8523866

◇上林彩钢钢构 专业生
产:夹芯复合板、岩棉板、彩钢
瓦、C型钢、H型钢、承接各种钢
结构大棚、活动板房、牛羊棚、
代客设计、安装、优质服务一条
龙。地址：互助七彩星河湾西
门正对面 联系人王经理：
0972-8321977

◇百姓超市，咱老百姓自
己的超市，买东西，到百姓！商
品全，价格廉！地址：互助县汽
车站斜对面。

◇ 乐 都 天 杰 吉 利 熊 猫
CROSS、2014 款 GX7 隆 重 上
市。购吉利品牌汽车可享受
3000 元补贴，活动时间 2014 年
4月25日-12月31日。地址：乐
都县东大桥

电话：0972-8636515

◇ 城 市 中 国·激 情 海 东
（www.ccoo.cn）城市中国也称
城市分众门户，是中国最大的
地方门户网站联盟，携手各地
运营商打造地方第一门户，共
同挖掘本地城市黄页、旅游特
产百科、商家、交友、招聘、房产
等精彩信息。欢迎您到“海东
在线”www.haidong.ccoo.cn

◇金荣水电器材 零售各
种开关电线、水管阀门、灯具等
任您选购。地址：海东建材市
场C区三排15号

电话：131195740128

◇喝健康好水，捍卫生命
源泉。卫泉纯水机让您放心使
用。海东总代理经销商为您服

务。电话：13139111633免费咨
询电话：4006005281

◇名都装饰 承接婚房、别
墅、家居、酒店、KTV等，为您量
身定制全新、舒适、环保的典雅
之局和文化空间。地址：平安
县平安大道 306-12（先河西区
门 口） 电 话 ：0972- 8680386
15897210662

◇禧六福珠宝 买珠宝就
到禧六福珠宝店，平安店盛大
开业 。新婚买三金送三银，买
钻戒优享8折，买钻坠送18K 金
链。地址：平安县平安路水井
巷内50米 电话：15597501119

◇家装购物首选之地--海
东建材家俱市场。市场内商户
众多，品种齐全，家装省时省力
省钱！地址：平安县原棉纺厂
路口东。

◇宏艺装饰作为海东地区
资深的装饰设计、施工团队，主
要针对家庭特色装饰和企业展
厅进行创意设计和精确施工，
为客户着想，超越客户要求，有
众多忠实的客户和成功经验！
咨询电话：13649781315 付经
理！

◇乐都诚立会计代理公
司：会计代理，代办三证，涉税
业务咨询，会计用品。联系人：
徐 先 生 电 话 ：13299835504
0972-8632291

◇鼎发会计 免费帮您注
册公司 会计代理，地址：乐都
国税局斜对面

电话：13897715359

◇专业做家装防水、地暖
打压、改水电。有意者请联系
小王师傅。电话：15597236102

◇火速开锁公安备案，肥
猫开锁专业修锁换锁，专换金
点原子锁芯

电话0972-8633119

《招商》

◇平安县广场大电视广告
招商，有意者请联系。

电话:13619728858

◇海东地区出租车LED屏
广告招商，有意者请联系。

电话：0972-8680007

《出售》

◇位于平安县广场西侧宏
达高层 19 楼有一精装修房屋
（144平米，水、电、暖齐全，带品
牌家具家电）现对外出售。价
格面议，有意者请联系。

电话：18997308687

《转让》

◇ 位于乐都火巷子有一餐
厅对外转让，设备齐全精装
修。电话 13897684198

◇本人在乐都有一全套
5D影院设备对外转让，有意者
请联系。电话18997421617

《餐饮》

◇雯雯农家院，农家风味，
自产蔬菜，烧烤焜炸，特色浓
郁，欢迎品尝！

互助县威远镇台子路通达
驾校南侧 电话:15109798311

◇纳顿庄园：青海最美土
族乡村，青海省非物质文化遗
产。民族特色氛围、绿色健康
食材，特色烹饪手法，酩馏佳
酿、风情歌舞，地址：青海省互
助县威远镇小庄村153号

订餐电话：0972-8323666

◇青稞酩馏酒：400年秘法
传承的古法工艺、纯萃优质青
稞手工传统酿造，1000 平米特
制埋藏酒窖，升华青藏高原千
年古酒文化，尽显正统土族酩
馏白酒真味，品质天然优良、口
感醇厚天成。地址：青海省互
助县威远镇小庄153号

电话：0972-8323666

水均益：月入26万是无中生有
近日，中央电视台著名主

持人水均益，在成都娇子音乐
厅举行了一场名为“瞭望世界”
的主题演讲。

“央视主持人很穷，你们不要
相信我一个月挣26万”

在演讲中，水均益透露，央

视主持人并没有传说中那么高
的工资。“有记者朋友问我来过
成都没有，来过，还不止一次。
我昨天好好反思，认真检讨了
一下，来成都参加过一个商业
活动，就是所谓的‘走穴’，因为
央视的主持人和记者很穷，你
们不要相信网上说我一个月挣

26 万，那完全是无中生有。我
们的收入是国家标准，干得好
年收入有可能有这个数，但是
月收入是万万不可能的。”

传言给水均益带来了不少
“困扰”。“很多我的朋友居然也
认为我拿这么多钱，所以他们
经常让我请他们吃饭。有时候

甚至有我家亲戚——我在书里
也写了，一个阿姨有一天突然
打电话给我妈，老太太寒暄几
句，最后说你能不能帮我们一
下，我们家盖房子缺三五万块
钱，你能不能借一点。我们家
传统是很清贫的家庭，我父亲
在大学当老师，工资多一点，也

就是正教授级的工资，一般人
不到我们家借钱的。那个阿姨
说，你们家都发财了，你小儿子
一个月挣26万。我妈给我打电
话，说你是不是有什么瞒着我，
我说什么呀，她说你不是一个
月挣26万吗？这是我记忆当中
很深刻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