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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辆拍卖公告

受委托，我公司将对以下车辆进行公开拍卖，现将有
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拍卖标的：大众、日产、别克、丰田、长城等品牌小
型车辆，陕汽、东风等品牌大型车辆共计 34 辆（详细清单
及照片见公司网站及公众号）。
二、预展及报名时间：2018 年 11 月 13 日 09:00 至
2018 年 11 月 15 日 17:00 止。
三、展示地点：电话预约。
四、拍卖时间：2018 年 11 月 16 日 10 时。
五、拍卖地点：甘肃九方拍卖有限公司拍卖厅。
六、参与竞买办理事项
1、竞买登记报名手续：
个人持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2份。
2、竞买保证金为人民币：壹万元，保证金以银行实际
到账时间为准。
七、保证金缴纳账户
户名：甘肃九方拍卖有限公司
账号：48010078801700000058
开户行：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兰州分行营业部
八、联系方式 马经理 18919044898
公司地址：兰州市城关区酒泉路31号汇金大厦14层
公司网址：www.jiufangpm.com
公众号：九方拍卖
甘肃九方拍卖有限公司
2018 年 11 月 9 日

招聘启事 金城管家招工

分类广告·人才

安家大成都

均价6300元/平米买进大成都
78-128m2 公园水景华宅

电话 0931-8279220

企业诚聘

司机，
十人，
A2 驾照，
5 年以上工作经验，
40 岁以下;小车司机，
五人，
C1 驾照，
退伍军人优先;汽车修理工，
十五人，
20-30 岁，
有相
关工作经验;办公室文员，
五人，
18-35 岁。熟悉办公软件，
有绘图
或财会知识优先。招聘信息长期有效，
以上人员安排食宿。
工作地点：
兰州新区（通勤车始发西站） 李经理：
18909426799

商铺、
住宅出售出租

位于兰州市火车站西路临街商铺出售出租：1、一层一三层 180m2 一
1000m2 不等，可分割出售。2、一层 110m2、1550m2 出租。3、海天新
都商品房（住宅）120m2、128m2 两套房出售（朝向西南、楼层 20 层），海
天新都 41m2 住宅两套出售。4、兰州市小稍门 120 号（飞阳家园）一层
商铺110m2出售。
（价格面议、
免中介） 郭先生13993135668

招 聘 天庆诚聘

七 里 河 某 高 校 招 聘 通 销售代表 10 名，文员 2 名。要求：
男女不限，20-50 岁，有上进心，
勤 车 驾 驶 员 3 名 ，A1 语言表达流利，中专以上学历，有
年薪 10 万元
照，工资面议，联系人：无工作经验者均可，
左右，外地来兰者可提供住宿。
马队长 15002608310 13619343916 4660318

急聘人事助理 4600 元急聘

2018 年 11 月 9 日 星期五

挂失作废平安人寿甘肃分公司以下人员执业证
李花琼
程中朝
马彩霞
席晶晶
刘 琴
常得菊
俞香月
杨海斌
杨正明
胡志铭
张元军
赫永东
葛正祥
姚富家
白伶燕
尹智敏
宋桂英
李文婵
魏域明
陆嫚妮
仲荣霞
刘正玫
麻春雪
施 俊
陆桃花
梁玉琼
王 翔
王生霞
曹天军
方国鑫
贺迥峰
张 锐
李玲玲
马灵娟
马成龙
何晓蓉
谢双虎
徐曼非
苟小玲
杨金秀
王海贵
韩灵灵
苏志超
张彦霞
陈利兵
陈 静
石新花
谢绍芳
敬春鎔
陈瑾雯
巩林桦

02000162012280020180200023
02000162012280020171100053
02000162012180020180600144
02000162012180020171200228
02000162012380020171200091
02000162012180020180700047
02000162012180020180400079
02000162012180020180600072
02000162010000020171200054
02000162010000020171200126
02000162010000020171200142
02000162010000020180400023
02000162010000020180600025
02000162010000020171200100
02000162012180020170600270
02000162010000020180200072
02000162012280020180600077
02000162012280020180400050
02000162012280020180600044
02000162012280020180300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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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元栋
郭华东
杨晓凡
张 展
文惠霞
马 慧
穆占鸿
赵少鹏
何香君
张 博
李 箫
董 红
梁志春
杨 昊
卫 欢
郑 平
李海莲
张 英
孙全军
张栩华
吴 丹
牛俊兰
张华萍
文 琴
郑晓琴
张利霞
祁军伟
薛文彩
张启田
李 凯
李 宁
李 荣
白艳梅
顾 淼
刘永强
梁心江
鲁 晶
高永鹏
王彦海
马升奇
韩 鑫
张玉霞
周继奇
梁照龙
龙荣国
陈 瑾
董莉丽
张正强
杜庚奇
杨燕萍
马育华

汽修厂招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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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

聘

机修大工,中工,钣金中工，学徒工。 保 安 、市 场 管 理
17797666786 17693115234
待遇面议。13893658571

农业银行职工食堂招聘面 品牌家政公司，本月招家政服务
25-38 岁，男女不限，有相 主管、收费员、个人助理，半天工作制，
点工一名，
要求男性，
身体 员 109 名，女性，18-55 岁，签正 大专以上学历，
关经验优先，3800-4500/月，五险一金， 25-48 岁，高中学历，享受双休三金。
物业公司诚聘
健 康 ，会 拉 拉 面 ，45 岁 以 规《家政服务合同》，持证上岗， 双休节假日奖金。15682741944 刘总
13919093087 曹经理
安排食宿，
基础工资 5700/月。
保安，
保洁数名，
55 岁以下，
身体
下，薪资面议，联系电话：咨询电话：徐经理 17361699547
健康。工作地点，
安宁区政府。清真做饭一名（12 个人家常饭），男女
李主任 13893111657 张经理：18909313024
联系人张经理 17797565096 不限，须住校外地优先。13993176416

学校食堂诚聘

聘复转退军人 聘女性杂工

诚 聘 某公司诚聘
办 公 室 内 勤 1 名 ，女

库管两名：女性 1 名，男
性1名要求会开叉车，司机
2 名，工人 1 名。地址：焦
家湾市场 8625515

诚 聘

招聘

司机(B 照 C 照)、叉车

性，中专以上学历，年 停 车 场 收 费 员 一
司机、分拣工(女)，包
龄 35 岁以下，形象佳，
工资面议，联系 吃住，农村优先，工资
家住城关区，
待遇面谈。名，
13919138686 王经理 电话 18152080382 面议。13909486906

好未来教育高考数学

【签约保分，方法独透，精准补差，精准提分】
秒解近十年高考题，
高一高二同步提高，
高三专题、
套卷。
地址：南关什字民安大厦 A 塔 9 楼 18993292561 8455219

高中全科辅导 中考全科冲刺

1、
高一英语、
数学、
化学、
地理
2、
高二英语、
数学
数学 物理 化学 英语
3、
高三英语、
数学、
地理
一线在职教师，精品小班或一
各科小班教学、
一对一私
独特方法短期快速提成绩
人定制班，
权威老师授课 对一，
杜老师：13309318877（西关十字） 杜老师 13309318877

22-48 岁，高中以上学历，有团队技术 25- 48 岁 ，高 中 以 上 学 历 ，
精神，爱岗敬业，3800-4600/月，三金 2800- 3500/月，
三金双休。
15095350469 白总
双休及节假日。 15682838254 崔总

温馨提示：敬请读者 查实信息 安享权益

急招

招 聘

我单位需招聘男女保洁

招 聘 招 聘

电焊工若干名，
工资面议。员各一名，工资 2100 元 超市理货员 1 名，20- 送货司机（吃苦耐劳）
电话:18709467298 工作环境好，联系电话：35岁，女性，工资3500 （长期有效），待遇面议。
13809315606 13893273773 沈先生 电话：13893600021 17693111460

初三全封闭保证班 恒成教育 何老师数学
随到随学

签协议

保证学校

电话:13669342211

中考、高考包分合约班 高中英语名师辅导
中学、小学同步班 辅导对象：（高一、高二、高三）

1.目前成绩优秀，
有意愿突破
1、包分合约班：测评提升幅度，确定
140 分或报考英语专业。
时间方案，
签订包分合约。
2.目前成绩中等，
有意愿进入
2、同步强化班：构建考点题型体系，一流成绩行列。
传授答卷策略，
执行达标考核。
诊断，
试听，
长期教育
电话：
15293106639（会宁吴老师） 同步互动直播，
精彩课堂搬回家！
地址：
兰州城关区静宁路口连铝大厦 18693297649 13359496298

初中数学，中考数学，按成绩分班，经验丰富，免费试听，成绩提高快，无效退费。
8865286 8865294 13919984950

高中物理辅导 高中数学

一线资深教师，多年辅导高考经验，
高二同步提升
所带学生成绩大都在班上前十，小 高一同步提升班，
班(每班限招 8 人) 高三文理一
班特色教学，
（10 人左右）现招收
高一巩固提高班 高二巩固提高班 轮复习班，可一对一，对二。针
高三一轮提高班 一对一 VIP 辅导 对性极强，
短期内提分快，
在职教
注意:只招收省属重点学校学生。
师授课。地址:皋兰路公交车站

电话:13028701593 地址:兰大附中附近 18993033063 韩老师

宋老师数学 学成化学 脱颖数理化英 初高中精品数学 名师学堂精品数学 杨氏英语

16 年在职教学经验,2013 北大 1 人；2014
高一高二同步，高三
复旦 1 人；2016 上交 1 人；2017 天大 1 人； 初三同步，
限招初一至高三学习态度端正有进取精神 一轮复习，
专题复习。精讲精
的学员，小班教学，学不会不能回家。另
练，
培优补差。
（配实验器材）
开设物理，化学，英语。学考乐，每天一小
小组 4 人，VIP 一对一
时，30 天记住初高中全部单词，永不遗忘。 小班 10 人，

地址：静宁路玉佛寺旁 18119386676 大公大厦 8126825 18919874107

张老师英语

中差生英语

专业名师助力，倾情授课，小学 3-6 年级，初一至高三,
十余年授课经验老师，对中差生成绩
培优班，提升班，往年中高考提分50分，欢迎试听。
中考提分英语单科
电话:13893317435
13609332740 提升有独特方法，
80 多分。广场西口 18152072906
地址:耿家庄小学对面

张老师化学物理辅导班 独特数学

高一、
高二、
初三同步提高班，
高三第一轮复习加
强班。一对一及小班授课。重点中学在职老师，无论小孩数学底子多么薄弱，经过 20 多年教龄的我精
二十年以上教龄。免费试听。地址：1.兰州市 心辅导，百分百能培养起浓厚的数学兴趣，否则退款！
城关区 2.兰州市西固区 电话：15339850131 初一、
初二、
初三 18919813179（广场西口）

小班课+1 对 1

一 线 教 师 ，长 期 一 对 一 、二 ，初
三、
高三第一轮复习，
西固城关。
电话 19993100181(张老师)

西站数学英语

1）初一：
语数英 初二：
数英物、
生地会考
2）初三：数学、英语、化学、物理、政史会考
3）高一、高二：数学、英语、化学、物理同步 在职教师，12 年教学经验，小班授课。期中考试
135 分以上 42 人。开 1.高考一轮班 2.高中、初中各
4）高三：语文、数学、英语、物化生、政史地 年级精品班。3.一对一 VIP 班。数学 13321213871
8828628

18109489498（广场西口车站） 英语 18919029818 长征剧院（22 中旁）

初三物理化学一对一 中高考物理数学

十五年专注中考物理化学，经验丰 教学扎实，经验足，专注物理数学辅导，设中考物
高考物理冲刺班，高一、高二物理数学
富，方法独特，提分快速，免费试听，理强化班，
提高班，小组教学及一对一辅导，确保成绩提高！
亦有一对四，可上门。13389339905 电话：18894029093 地址：西站什字邮局附近

高分数理化英 海归英语教授

1.初一至高三全科一对一 2.高三、初三 全球百强名校深造、
权威总结命题规律
全科一对一冲刺。名师授课，
快速提分！小初高精讲、
中高考冲刺、
考研留学点睛
18394287280
兰大 直击核心提分快 1 对 1 精品班 13099267864

小学全托，半托（作业辅导）小学奥
数、英语，初高中各科同步班，精品小
班及一对一，名师任教，无效退款
新增网络课程 http:∥msxt.zjwam.net
在家学习好帮手，小初高各科免费试听
段老师 13993188603
城关区皋兰路黄河剧院旁

现特别招收初一、初二英语同步辅导班，
初三中考提高班以及高中各年级英语精讲班。
可以让学生熟练掌握
“应试”
技巧并快速提高成
绩。免费试听，
小班授课，
名额有限，
需预约。
2018 年中考英语平均分 127.26 分，140
分以上 5 人，130 分以上 8 人，110-130 分 14
人，
VIP 辅导明显提高 50 分。

联系电话：
15339838170

兰大家教 和平饭店英语
免费试讲 13919137908

1 初中高中各年级同步提高班 小班授课
2初三高三冲刺班 3一对一高效提分 免费试听
特色：单词语法当堂背会 13919256810

英语中差生 张老师物理
13669353380

中考物理，高中物理，12 年教学经验，独特解
题方法。欢迎免费试听，精品小班或一对一
教学。地址：静宁路什字 18093150003

高中数学 高中数学 英语 地理 物理 初中，高中数学小班及一对一 何老师英语 高中数学物理辅导 提分王张老师金牌数学

25 年教龄，自编讲义，小班授课，方法灵活易学，多 老师都是一线资深，
几十年教龄，
包分合约制教
年所带学生高考成绩在 110 分以上，招高三一轮，学，
所教学生提分到全班前五。
（皋兰路什字）
高一，高二同步学员，免费试听，成绩不提高退费。 数学 13099261835 英语 13609329147
地址：雁滩万达 电话：18909493245（也招少量一对一) 地理 13309490775 物理 15293148592

辅导，精讲精练为提分保障。
13909490283

致力英语教学 18 年，签订提分协议，不达标不
收费。中高考同步强化班正在招生。雅思托
福 sat，新概念，中高考语法特训班正在报名
中，
学习宝库：
微信（laohe11） 18194277358

初高中
渊博教育 中考物理品牌辅导 中考理化一对一
在职教师，专研中考理

初高中各科辅导，现举行报两科送一科活动，专
业教师团队，针对性强化训练，上一节课得三节
课的收获，专业高效提分，免费试听。城关区
18993154853,13909495326,13919825759

15 年初三一线教学经验，
多年中考
把关积淀，
系统讲解，
专题演练。
李老师 18293199865

语、数、物、化、英“模式”作文阅读招

（可一对一上门）
15379047328

近 30 年在职骨干教师特 中考冲刺班，
初中的

富，只招初中数学一对一 招一对一或精品小班，保 数学，
在职名
物理，
化学，
一 一对一上门辅导，
（可 上 门），联 系 电 话: 证提分，价位较高。
补差、拔高、拔尖
对一辅导（先试听） 师授课，
17726977798 18909440668
13639393919
杨：
18919903391

英语提分王 宁远辅导中心 中考数学 英语 专攻数学 中考化学冲刺 物理一对一、一对二 杨老师英语

温馨提示：敬请读者查实信息 安享权益 QQ：963599126（晨报分类信息）

在职教师 十五年教龄

资深教师亲自辅导，

资深特教，经验丰富。专攻 精心辅导 保证成绩 十节
优 生 高 分 冲 刺 ，中 差
数学一对一教学提高成绩快 可提20-30分，广场南口。 哪儿有问题讲哪儿 生成绩大幅提高。
18794231858 可上门 马老师 13639321736 皋兰路车站15293159376 13919289078（城关）

4662740
8150592

发布广告 微信扫一扫

分类广告

登线
刊热

26 年 在 职 教 师 1 对 1 辅 专注初高中数理化 初 ，中 考 数 学 精 品 班 重点名校 40 年
导，价位较高，保证提分 地 址 ：双 城 门 60突破110 90突破130 退 休 在 家 辅 导
安宁或城关 18919892756 7638881 7638882 庆阳路 13919376639 13359405434

2017 全省第 73 名（陈彦宁）76 名（白赟）2018 数学单科
130 分以上 5 人。1.高一提高课（小组）2.高二提高课（小
组）3.2019 高三一轮复习课 4.VIP 一对一/二（特别适合一
中/三十三中/基础好的学生） 18153677479 广场西口

高三必补数学 一对一英语精讲 张老师中考化学

十 节 课 ，关 键 十 节 课
化 26 年，18 届中考全
握基础的灵活运
考师大附中、一中 掌
优，中考物理、化学上门 小班，
一对一、
无效退款。
用 ，开 启 思 路 。 专 业
1对1。13919269326 13309468622 双城门 13099101000孙老师 老师 13119435636

中考化学辅导 点睛物理 中高考语文 小、初、高中数、理、 杨老师数学 张老师精品物理 会宁教育 初高中数理化
化 、英 专 项 辅 导 26 年资深特教，经验丰
本人在兰州从教 18 年，经
注重方法、技巧，思维的提高，高考
验丰富，为人和蔼，2018
紧扣大纲，自编讲义。归纳总结答题方
年中考都在 95 分以上，现 班，高一高二同步班，一对一（短期
特招一对一，小班授课， 高效提分），中考（理化一对一）南关 法和出题模式，多年从事阅读、文言文和
长 期 招 生 13893307690 13659421828 15343608469 作文的专题讲座。18693078094

高一高二数学，高一物理辅导，师资强，班额
小，效果好，提分快，免费试听，广场南口。
数学（李）13389339905 物理（张）18093150007

在职专职老师，
自编教材

20 年教龄优秀教师，经验丰富。重点讲授基础理论

1.高三,初三“英语预测与强化” 2.高一初一英语先修 和概念、把握中考重难点和常考知识点，夯实基础，
3.初，高中完型，阅读，作文
4.初，高中英语“语法” 专题突破，逐步提高，把成绩牢牢稳定在 95 分以上。
上课地址：
皋兰路、
东升
电话：
13659484702 小班、一对一、一对二。邮电大楼 15101267602

高中数学 初中数学一对一 师大英语点拨 权威物理
高考中考英语一轮复习，高一高

一对一精品辅导 资深一 在职教师，二十年教 二查漏补缺，个性化辅导，有 28 中考，高考短期内快速提分
线教师 提分快 可上门 龄，提分快速。
年教学经验的特级教师亲自上 广场南口13008741973
西站 韩老师 13893329146 电话：15117080191 课，成绩提高快。18298495854 碧桂园15339835440

喜讯：
为答谢新老客户，
今晨信息特
推出
“刊四赠一”
活动欢迎刊登！

兰州晨报分类信息广告由以下站点代办，从未委托任何其它网站、广告公司代办。办理登报业务请致电就近各广告站点。
七里河13893126050
西 固13893273391
东 岗13993138394
18194220686

雁 滩18919003552
黄河北13919005698
火车站13008774749 13919150533
西 关13119416621 13893228907

西 站13919283848
盘旋路13919364049
安宁13919783768 13893657364
会宁站15101413681

天水13321386833
榆中 5226701
榆中(中心广场站）13919122343
新区1391937655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