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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聘售票员 6 名，18-28 岁，月 2600-3000
元，带薪休假 4 天，包吃住，交保险。
★另聘北京鸟巢协警，巡逻队员，月
1800-3000 元，包吃住穿，提供被褥，工
作 6-8 小时，干一天休一天。

电话：13153984445

→
←临沂 北京 青岛线

烟台张裕葡萄酿酒销售有限公司
一、业务经理 10 名
工作地点：临沂市三区九县
要求：男性，全日制大专学历以上，熟悉当地市场，有一

年以上酒水销售经验者优先，年龄 22-35 周岁。

待遇（基薪+管薪 1500+岗薪 1100-1400 元）另年底提成

二、临沂市三区九县的促销员 20 名。
三、办公室内勤 1 名
要求：女性，已婚，全日制大专以上学历，35 周岁以下。

诚招：临沂市三区九县优秀酒水经销商
联系电话：8181396 15910156833 周经理

13616490044 县城孙经理

济南纬九烧烤分店
开业期间每桌送大梁骨一份

诚聘：★服务员 ★穿串工
★钟点工（晚 6 点-11 点）每小时 5 元
电话：13869972345 13205396278

地址：金三路与临西三路交汇西南角 20 米

国办公立学校诚聘
各县区招生工作人员，
待遇优厚，具体面议。

电话：15216595983

大自然地板聘
★营业员 6 名 ★业务员 3 名
★统计 1 名 ★仓管 1 名

以上人员年龄 20-30 岁，身高 1 . 6 米，

高中以上文凭，有营销经验者待遇优厚。

电话：13563911997

燃料机械厂诚聘
车工、铣工、钻工数名，月薪 2500

-3500 元，以上人员长白班，八小
时工作制，包住，工资月结。
电话：0539-8314556 13953960889

地址：临沂市平安路 54 号

九阳商用豆浆机招商、加盟
1+1 黄金组合 盈利倍增

小五星灵活方便，可做多种花色豆浆；15L 豪华星，原磨品质，专

业设备，持续经营，专业配方和指导，年赚 10 万很轻松。适合经营场

所：酒店、早餐店、快餐店、商业街、超市、学校、车站、企事业食堂。
另招聘：业务人员 3-5 名，酒店操作员：3-5 名

联系人：杨先生 18653950030，郭先生 13864973268

地 址：北园路与八腊庙街交叉口向北 60 米路东

一、机修工：月薪 2200-3500 元

二、车间工人：性别不限，月薪 2000-4000 元

三、化验员：月薪 1500-2000 元

四、门卫：月薪 950 元+工龄工资

五、仓库管理员：月薪 1500+工龄工资

六、经营统计员：月薪 1400+工龄工资

七、锅炉工：月薪 1800 元(无司炉证或无工作经验者，公司出费用进行培训上岗)

公司地址：罗庄区高都办事处工业园
电 话：13605392001 15206801658 8973000

临沂市锦元印染有限公司诚聘 青岛扎啤广场招商·招聘
招商：龙虾、涮肚、凉拌菜、小吃等合作伙伴
招聘：经理 1 名，月薪 3500-5500 元

烧烤工 10 名，月薪 2500-3500 元
收银员、穿串工、服务员各数名，月薪 1800-3000 元

以上人员公司包吃住+月底奖金+提成，有无经验均可，公司统一培训，

另：冠成洗车广场招聘装潢师、洗车工数名。(本广告长期有效)
地址：河东瑞华金都北 800 米路东 电话：15725295999

山东宏业发展有限公司诚聘
职位：工程师及管理人员 工作地点：临沂 学历：大专、本科
职位要求：大专以上学历，通信工程类，系统集成类及相关

专业，责任心强，能够进行通信工程的设计、施工管理与概

预算编制，熟练掌握 CAD 制图，有工作经验者优先录用。

联系方式：电话：18905393123 王经理 18953957118 孙经理

电子邮箱：sdhy-2@163 .com

山东菲妮科思日化有限公司
本厂因生产发展需要，现急聘如下人员：

一、销售业务经理 10 名，中专以上学历，能吃苦耐劳，可长期出

差，有一年以上消费品销售经验者优先，年龄 30 岁以下

二、会计 1 名，要求有初级以上职称，二年以上工作经验

三、销售助理 1 名，女性，会讲普通话，懂电脑操作，以上职位包吃住，待遇面议

四、化验员 1 名，大专以上学历，化学专业

电话：13375496711 7018077 李经理

地址：临沂市南坊经济开发区，乘 12 路公交车到龙泉花园下车

★生产厂长，男，有家具厂工作经验

★质检员，有家具厂工作经验

★打磨、批灰人员各 5 名
★设计师 3 名，能独立操作者优先。

电话：13280428132 地址：白沙埠

★司机 3 名，有三年驾龄，诚实稳重

电话：18605390317 地址：兰山区

领汇展示柜厂

中国电信商务领航中心
诚聘：★文员 2 名，工资 1000-1500 元

★业务员 10 名，工资 2000 元以上

★电话营销员 10 名，工资 1500 元-5000 元

(免费提供住宿及岗前培训)

电话：7161033 18905393615

国办学校函授站招贤纳士
临沂技师学院函授站，是从事学历教育的师

资最强公办院校，学校调整思路，开拓创新，敬请
热爱教育社会有志之士加入我们团队。

我们是招贤纳士，只要你有才，英雄不论出
处，请加入我们团队，共同开拓属于我们的事业。
人才需求：函授站副站长、招生代表、办公人员、网络推广员、合作机构。

详情登录：www.lyxljy.com 电话：15605391999

地 址：兰山区桃源路 90 号技师学院函授站

罗庄某建陶厂诚聘
罗庄某建陶厂因扩大生产，现需招收车间

工人数名，要求年龄 18 至 40 岁之间，男女不
限，责任心强，爱岗敬业，月薪男工 1900 至
2700 元，女工 1600 至 2300 元，工资发放及时，

每月 15 号准时发放，工司有食堂，宿舍，澡堂，

望有志之士前来报名，本信息常期有效。

联系人：田先生 电话:13953940862

鱼水湘情餐饮有限公司招聘
办公室主任：月薪 3000-5000 元，年龄 25-35 岁，大专以上学历，有工作经验者优先

会 计：月薪 2000 — 3000 元，要求：有酒店会计经验者优先

餐厅服务员：月薪 1400 元+提成+店龄工资(每满一年+50 元)

迎宾人员：月薪 1300 元+提成+店龄工资(每满一年+50 元)

清扫、保洁：10 名，年龄 55 岁以下，月薪 1000 元左右+店龄工资(每满一年+50 元)。

保安部经理：月薪 2000-3000 元

保 安：10 名，退伍军人优先录用，月薪 1400 元+店龄工资(每满一年+50 元)

会议、会务人员：月薪 1200 元+全勤奖 50 元+店龄工资(每满一年+50 元)

工程人员：工资面议

以上人员包吃住，每月 4 天带薪休假，表现优秀者转正，提供养老保险。

联系电话：8135111 徐小姐
地址：沂蒙路 284 号(沂蒙大楼向北 200 米路东军分区招待所 3 号楼 308 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