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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宁现房写字楼 临街商铺出售
出租出售

安宁甲级写字楼出租出
售，面积灵活组合，主干道高品
质现房写字楼，投资自用两相
宜。医药、医疗器械类企业办
公首选写字楼。
安宁主干道黄金旺铺出租
出售，面积 70-2000㎡，大开间
现铺，无转让费。适合金融、餐
饮等高档社区配套商业。

13619394526 18919817792

组工大厦诚聘

中高级管理人员，营销人员，前台
接待、收银、礼宾员，餐饮、客房服务员，
保安员，
工程维修及保洁人员。
薪资优厚，包食宿，享保险，信誉
高，欢迎热爱酒店行业的人士加入我们
的团队。
招聘地址：兰州市东岗西路 543 号组工
大厦南楼人事部。
联系电话：
0931-8892155 8892153

旺铺招租

城关区永昌路中段临街整层 1400 平方米出
租，可分割。层高 7.5 米，局部采光结构，有
天然气，无转让费。另有营业中茶楼转让。
联系电话：13893608505 党先生

西站什字诚信大厦负一楼铺面，
面积 2218 平方米。
联系电话:2961449 联系人：柳女士
甘肃诚信送变电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人才招聘

甘肃省建筑科学研究院因业务扩展需要，
急需聘用：
1、
公路试验检测工程师（材料专业）、
（公路专业）、
（桥梁
隧道专业）若干名；
要求：公路工程相关专业本科学历，45 岁以下，身体健
康，
有 5 年以上相关专业工作经验。
2、
各类专业助理试验检测工程师若干名。
要求：
本科或大专学历，
35 岁以下，
身体健康，
有 2 年以上
相关专业工作经验。
联系人：
樊女士
电话：
13893235676

商铺出租

我公司位于西固区中医院西侧,鸿安国
际广场八、九号楼 1、2 层商铺 1400 平米,整
体对外出租,有意者请致电垂询! 非诚勿
扰，中介免谈!
垂询电话:13919070958 牟先生
18993111166 丁先生

国色天乡·鹭湖宫

成都买房

买房赠送车位+免费看房
电话：0931-8174050
网址:www.lhgcd.com
地址：兰州市城关区庆阳路
91号弘业大厦15楼

元富大厦写字楼全城发售

现房现用！可售！可租！
61-907 平米灵活商务空间，任意分割出售。
核心地段首席商务中心，住宅价买写字楼。
即买即用，
不必犹豫，
出手正当时！
贵宾热线：8639000 13919122203
地址：五泉天桥东 200 米（南山路）
开发商：兰州市元富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某监理公司招聘

1.注册监理工程师、造价工程师数名。2.现场
监理工程师、监理员数名。3.招标代理师、招
标员数名。4.办公室文秘和会计数名。要求：
具备相关资质、有工作经验者优先、工资面议。

电话：18009438288（邸总） 地址：白银市白银区南部市场

零门槛！综合物资市场招租！ 写字楼招租

毗邻中川机场拟建 T3 航站楼，成熟人气生
“组工大厦”
南侧
“至诚首府”
活配套，380V 设备供电，独立分割，自由组合， 位于
园区封闭管理！综合物资市场招租！
5A 级写字楼（原甘肃银行大厦），
招租范围：生鲜果蔬、家纺百货、粮油批
现有部分楼层招租。
发、仓储加工、汽配美容、机电设备、建材装饰、
（
原甘肃银行总行已装修，
租户可拎包入住）
餐饮娱乐和快捷酒店等。
联系电话：
13739319983
6831533
18919028878

诚 聘

旺铺招租

一、德盛伊园综合楼：此商铺位于平
凉路与甘南路十字向西 30 米，商铺 1-4
层整体出售，面积约2000平方米。
二、德盛西园综合楼：此商铺位于西
站十字东南角向东20米（西太华对面），商
铺2、3层整体出售，面积约2160平方米。
以上两处商铺均有独立电梯上下，地
理位置优越，人流量聚集，具有投资潜力。
联系人：王女士
18919842265 8649050
开发公司：兰州德盛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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园艺公司诚招如下员工：
1、花卉养护工人：从事花卉养护工作，男女不限，年龄 50 岁以下，家住
城关区、七里河、安宁者均可，身体健康，待遇面议；
2、园艺男工：从事温室花卉养护及配送工作，年龄50 岁以下，持有驾照
（驾龄五年以上）、家住七里河、安宁者优先，身体健康，待遇面议。
联系电话：13893391666 15214071120 0931-8725109

诚 聘

某建筑设计公司、监理公司、工程造价公司诚聘:1、生产业务经理；2、诚邀有意者
加盟合作开办以上各公司分公司、设计所；3、建筑、结构、规划、园林景观设计人
员，可研编制及工程造价相关技术人员；4、诚招办公室工作人员（熟悉招投标代
理各方面工作者优先）。18993078260 18993078382
13919972704

海南看房团送旅游 仓库出租 出境国际旅行社转让
养生、
养老在海南、
购 30 平方——130 平方
精装家电齐全，
拎包入住。
报名热线：
13609355318

忠和镇崖川村，仓库 6000 多平方米，库房整体钢筋混凝土结构，仓储租赁资
质，消防安全齐全。8.5 米大开间，高 5.5 米。水、电、消防、电梯、货梯、监控设施齐
全，
大挂车可直通仓库大门，
另有配套办公室。
地址：兰州机场高速与白银高速交叉囗、109 国道。距城区 20 公里，502 公交
车终点站，
交通便利，
价格面议，
非诚勿扰！
电话：
13321335922 王总
13919002935 刘经理

邮政速递诚聘 安宁公司招聘 招聘 招聘启事
招聘

图书店面销售人员数名、店长两名，男女不限，年龄20-40岁，
高中及高中以上学历，工资无上限。电话：13919082908

公司诚聘

资料员兼材料采购员:女性，20—30 岁，从事建筑行业，
会做房建资料，优秀应届毕业的学生也可，待遇面议。
地址:文化宫二建大厦 电话:2654883 15095348520

火车站招站台销售人员6名，每月上20天班，工资： 本宾馆系国有企业，招聘前台服务员,年龄 24
大专以上学历，有前台服务经验者优
3500元—4500元。（要求：女50岁以下初中文化五官 岁左右，
先录用。另聘楼层服务员 2 名，年龄 35 岁左
端正）待遇面议。以上人员家住城关区者优先录用。 右，工资待遇面议，一经录用享受正式员工福
18509488959 牛女士
联系电话：13919218786 洪先生 利待遇。联系电话：
另聘电工 1 名，持证有工作经验，年龄 50 岁左
15682740044 韩先生 右。联系电话：13109326983 朱先生

教育公司诚聘

销售精英10名，要求男性 大专以上学历教育相关专业优
先，待遇优，底薪+奖金+提成。详询郭老师：15193170778

招聘

电动车揽投员若干名，年龄 40 岁以下，行政经理：男性，专科，10 年以上行政、人
高中以上学历,待遇:计件+提成(试工期 事主管经验，熟悉企业系统化运作管理，
工资不低于 3000 元);享受公司相关福 具有沟通、组织、协调、抗压能力。
利待遇，每月提供 100 元伙食补助;提供 化验室主管：2人，中级职称。专科，化学分
市话包月服务，市话话费公司承担。 析相关专业，10年以上化验室管理经验。
王女士18189507700 13919032300 联系人：贾女士 13919945033

1、会计，会计助理，办公室文员各1名；
2、大专以上学历，性别不限；
地址：七里河万寿宫大酒店写字楼二楼
18189551883 13919350812（张女士）

兰州某知名品牌国际旅行社，1991 年成立，已正常经营 26 年左
右，有出境资质，社会影响、口碑均好，目前处于正常经营中。
寻合作伙伴或全资转让。联系电话：17726943950 非诚勿扰！

诚聘医疗器械销售助理
45岁以下，
具备良好的职业道德，
身
体健康；
高中及以上学历，
有较强责
任心，沟通、执行能力强；有医药销
售 、
开票工作及驾驶经验优先。一
旦录用待遇优厚，
薪金面议。
张经理：
13321312227

漂亮妈妈工作室招聘 高薪诚聘

招聘管理人员 2 名，
行政内勤 4 名。 工作内容：
主管、收费员、个人助理，半天工作制，25-48
电话回访，
资料管理收费。年龄25 岁－48 岁，
高
岁，3600-4600 元，高中学历，享受双休三
中以上学历，
月薪2800-3500 元，
双休日。
电话：
15095424030 18119341270 金。闫经理18189660803 0931-780018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