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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紫薇阁聘女足疗师保底 3000 元 18669931881

◆大型卫生所聘执业医师、护士 13695395178

◆高薪诚聘执业医师护士 15866979613

◆高薪诚聘业务员 18653537018

◆天一医药招加盟，聘(执业)药师营业员 18669932010

◆聘：业务主任、经理、总监，

底薪：3000-10000 元。电：18660960016

临沂金达投资咨询有限公司
新兴行业面向新市场

诚聘：业务员、电话营销数名
有能力者优先，待遇：底薪+提成+奖金

地址：一路与北园路交汇城建时代广场 1526 室

电话：8362567 13325082567

综 合 招 聘 公 司 招 聘 综 合 招 聘 公 司 招 聘

京味小馆招聘
酒店经理：1 名； 领 班：3 名；

收银员：2 名； 服务员：30 名；

大 厨：3 名， 帮 厨：3 名；

面 案：3 名； 洗碗工：2 名；

工资面议 电话：13001572379

地址：中邱路与金三路交汇西 100 米路南

山东鼎丰化肥电子交易市场
诚聘专兼职电子交易员各 20 名，有无经验均
可，公司免费培训，免费开户指导，佣金每周
结算一次。地址：通达路与北园路交汇城建时
代广场 1526 室 电话：8362567 13734384345
网址：www.lyjinda.com QQ：971769587

领汇展示柜厂
★生产厂长（有家具厂管理经验）

★业务员 10 名，月薪 3000-5000 元
★设计师 2 名，3000 元/月
★质检 2 名，2000 元/月
电话：13280428132 白沙埠镇

高薪诚聘
★电话营销员 10 名，要求：女
士，中专以上学历，有普通话基础。
月薪 3000 元到 5000 元，公司免

费提供午餐。各项福利待遇齐全。

联系电话：13864929226 吕经理 13181206780 韩经理

临沂同德中医医院诚聘
内、外、妇、儿、康复理

疗放射科执业医师各 2 名，

执业护士 6 名，会计 2 名。

地址：临沂市兰山区义堂镇尤家村
联系电话：13792987120

淮北极速时代饲料公司
聘：业务员 30 名，要求对工作认真，责任心重。
工作地点：临沂地区
待遇：底薪+补助 月工资三千外加提成
另聘会计 2 名。电话：18263957138

蓝天锅炉招工
电焊工高手 3000-5000 元
锅炉生产厂长或车间主任，月工资 4000 元以上
锅炉下料人员 3000 元以上
导热油炉整体组装人员 3000-5000 元
叉车司机、氩弧焊工数名，门卫 1 名，工资面议
地址：经济开发区沂河东路 电话：8766666 8767777

蕾明标志服装厂诚聘英才
熟练机工 60 名，打版师 5 名，裁剪
师 5 名，业务员 5 名，质检人员 2
名，工资每月 15 号发放，待遇优厚。
诚邀各路精英加盟，共谋发展。
电话：13853903630 13853965086 联系人：宁经理
地址：金五路与临西二路交汇西 60 米路南
网址：www.leimingfushi.com

寻科室合作，招医生护士
苍山某医院，公立医疗机构新农合定点单
位，诚寻各特色科室合作，财务可单独核
算，招外科、妇科医生各 2 名，待遇面谈。护
士 6 名，性别年龄、学历证书、工作经验不限

（应届毕业生优先提供岗位，需 3 月 15 日前
报到）。试用 30 天发基本工资 800 元。录用
后可签订劳动合同，当月即发放奖金福利
等（包吃住）。询电：13280572888 15588038999

临沂海丰铝业有限公司

高薪诚聘
电焊、氩弧焊工、冲压工，有食
堂，免费住宿，计件工资，多劳
多得，月薪 2500-3500 元。
联系电话：13013511111 8387938

地址：河东区工业园利源街 1628 号

联通合作厅招聘
营业员数名、会计一名，

女，18-22 周岁，微机操作熟练
语言表达能力强。13053927676

拜尔集团诚聘
★业务员 5 名
★营业员 5 名
★招市场部人员 10 名
地址：临西五路装饰城
地址：临西十一路胶合板市场
地址：临西五路豪德陶瓷城 53 栋 113-115 号
电话：8289109 13792981838 刘先生

东信集团诚聘
储备干部 10 名，2500 元+奖金
市场拓展人员 20 名，1600 元+提成+奖金
办公室人员 4 名，1200 元+奖金
医学人员 8 名，1800 元+奖金
八小时工作制，休班 4 天/月，提供住宿。

人民广场西南角 电话：6660209

临沂鑫华龙不锈钢有限公司
诚聘：业务经理 7 名，月薪 3000-10000 元，有业务经验
者优先；会计 2 名，工资 1000-2000 元（有会计资格证）。
地址：河东工业园 电话：13505495205 韩先生

吉安商贸
诚聘：男女随车，售票员 8 名，工资 1900-

3000 元，包吃住，月休 4 天，办公室文员 4

名，2600 元/月。电话：13754714446 王

招聘电动车、摩托车修
理工数名，导购员数名。
电话：15863965111

综 合 招 聘

鑫鹰车辆商场诚聘
营业员、会计、仓管员、驾驶

员、业务员，月薪 1500-5000 元。

解放路 123 号 电话：8882748 13013555678

金绫纺织
招聘：纺纱工人 100 名，维修工 10 名，仓管，
统计，电工，小车司机各 1 名，计件工资月工
资 1200-5000 包住宿，午、夜餐免费
电话：13905499569 13969986133 13969930678

鲁豪学校诚聘
班主任、体育教师、电子电工实习教师、

空调制冷实习教师、叉车教练、厨师、招

生代理数名。电话：13953949532 2922699

恒兴建材诚聘
工程业务员 4 名、小车司机 3 名、文
员 2 名，待遇面议。电话：15020342977

海澜之家服装厂
诚聘业务经理、业务员，

待遇面议。13869938889

香柏商贸
★管理实习生：5 名★办公文员：2 名
★业务助理：7 名★仓管：3 名
★派送员：3 名
提供住宿及免费的带薪培训。

电话：8231705 地址：广场世纪城 BB1702

兴华学校启蒙幼儿园
★以下专业教师各 2 名：英语、语文、

数学、美术、音乐、舞蹈、钢琴、计算机
★幼儿教师 6 名，亲子教师 4 名

★会计 2 名★厨师 2 名★大客司机 3 名
均包食宿，月薪 1200-2000 元。15206832000

诚
聘

寿光蔬菜电子交易
临沂客户服务中心

★比期货、股票更好的投资选择
★免费开户、培训、盘面技术分析指导
★高薪聘专兼职业务员 20 名，操盘手数名
电话：8152239 13082648588 15866903178
QQ：871695085 824205055 www.LYBGS.com

亿大利饲料厂聘
★市场营销员 80 名
年龄 25-35 周岁，年收入 10 万元以上
欢迎亲临考查落实 公司培训后上岗

地 址：通达路北段亿大利饲料厂市场部
报名电话：8207666 8222708

高薪诚聘
诚聘会计一名，要求：年龄 20-40 之间，责任心强，

能力强，有工作经验者优先聘用。电话：13854970368

正辉工程机械诚聘
★营销总监 1 名 ★内勤 3 名

★装载机售后人员 10 名

★业务员 20 名(工资+提成)

要求有 2 年工作经验优先。

联系人：周经理 电话：15805396067

高薪诚聘
广东佛山卡米亚陶瓷诚聘

★导购员 10 名
★小区业务员 20 名
★工程业务员 10 名，

有陶瓷经验者优先

★仓管 2 名
电话：8377722 13854982812
地址：怡景丽家国际建材家居广场

临沂远大技校聘
年薪 4-10 万元聘业务副校长，招

生办主任及招生宣传员。13370661266

聚德士诚聘
前园店聘男女工作人员 2 0
名，月薪 1400-1800 元，包住。
地址：八腊庙街与桃园路交汇
电话：13181497777 2876777

金色童年幼儿园
聘幼师 18 名，生活教师 10 名，英语助教
2 名，会计 2 名，工资 1000-3000 元，包食
宿，交纳养老保险。8565899 8566333

日照钢铁集团招聘
车间工人，男 18-40 周岁，月休 8 天，

工资 2200 以上，交纳保险！13256588549

高薪诚聘
工程车司机数名，小车司机 1 名，

工地统计 1 名，汽车修理工数名，

装载机司机 1 名，工资待遇优厚。
联系电话：7202607 13375390599

诚聘业务员数名，月薪 3000-10000 元 13754702333

豪门窗帘布艺公司
营业员 3 名；家装业务员 10 名
安装工 5 名(有驾驶证者优先)

以上诚聘人员需能吃苦，有责任心，工资待遇面议。
地址：兰山区沂州路 55-1 号
电话：8189777 13562917333

学校招聘
招生办主任 1 名，招生工作

人员 6 名，年薪 3-10 万。另聘退
伍军人 2 名，校长助理 1 名，办公
文员 1 名。电话：13395395936

山东东大电器高薪诚聘
★区域经理 10 名：年薪 10-15 万

★司机 4 名：要求男性，2 年以上驾龄，有上岗证，月薪 1900 元。

★文员 6 名：月薪 1500 元，有工作经验者优先，普通话流利。

★营业员 10 名：底薪 800+提成，有家电销售经验者优先，普通话流利。

★家电维修工 6 名：有家电维修经验者优先，月薪 2000 元

★会计 3 名：有会计经验三年以上，薪资面议

★装卸工 6 名：能吃苦耐劳，月薪 1800 元。

电话：0539-8012486 8060181

达利食品诚聘
济南达利食品临沂经销处招司机
10 人、业务员 20 人、仓库保管 3 人。
电话：13573994666 2022539

北京全聚德烤鸭临沂店诚聘
★前厅主管 5 名，男女不限，年龄 20-25岁，高中以上文化程度，有相关酒店从业经验。月薪 2000-2600 元。

★营销人员 10 名，女，年龄 20-30岁，高中以上文化程度，有丰富营销经验。2600+提成

★服务人员 120 名，男女不限，男生 18-23岁，身高 1.70米以上；女生 18-30岁，

身高 1.60米以上。初中以上文化程度，身体健康，五官端正，月薪 1600 元。

★片鸭师 10 名，男，18-25岁，身高 1.70米以上，身体健康，热爱厨艺，月薪 1500-1800 元。

★保安人员 20 名，男，年龄 18-35岁，身高 1.70米以上，身体健康，退役军人优先录用，月薪 1500 元。

★水电工 3 名，男，年龄 20-30岁，高中以上文化程度，身体健康，有相关的执业资格证，1800-2000 元。
以上岗位一经录用，均办理五险一金，四天带薪休假，免费提供食宿。

地址：临沂市兰山区育才路与滨河大道交汇处北 100米路西 电话：2800007 2800009

诚 聘
助理、内保，无需任
何费用。15550910173

爱玛特净水机
诚聘销售总监区域经理业务员 1500-
5000 元。诚招加盟 8222733 15563220777

某大型幼儿园诚聘
小学拼音、数学、英语教师，

幼师 3 名，退休教师优先。
13853956686

大型超市诚聘
主管 3 名，工资面议；营业
员数名，月薪 1000-1100
元；微机操作员 3 名，月薪
1100-1200 元。13605498558

南坊金灿汽修诚聘高级汽修
工，精修 A6L 者最好，机工漆
工学徒数名。13665398658

安捷快递诚聘
快递员 5 名，男，自备摩托车，35 周岁
以下，月薪 1800-5000 元
夜班司机 2 名，B 证，上岗证，月薪
2500 元左右。电话：13792963575 刘先生

招车工数控
铣工学徒工
13516390219

钢琴学校招聘
罗庄钢琴学校高薪诚聘钢琴教师三名，

高中或中专以上学历。电话：13583908443

教师招聘
高中数、理、化、英辅导老师
13562936289 13181237989

连云港恒翔船务公司急招
海轮船员 . 勤杂工，年薪 8 一 15 万〈含奖金工资月
发〉免费办理证件，需体健能吃苦，签合同办保险
即上岗。电话：0518 一 87161177 手机：13775561866

新华电脑学校诚聘
招生办主任 1 名，各县区招生
宣传人员数名，年薪 5-10 万，

办公室文员 6 名，工资面议。
13954469806（本广告长期有效）

公 司 招 聘

三超研磨聘
★财务经理 1 名，2000-4000
★车间主任 3 名，1600-2600
★销售经理 1 名，2000+提成
★销售内勤主管 1 名，1600+提成
★市场人员 6 名，1300+提成
条件 2 年以上工作经历 8829522 15269969786李生

聘男女客车售票员 6 名，18-28 岁，未婚，1800-2800

元包吃住，月休 4 天，另聘文员经理助理各 2 名，1600

-3000 元/月 15269943885 朱经理 (转告你的朋友)

临沂 青岛 临沂 上海专线→
←

→
←

家庆物业诚聘
★安全管理员：男，18-45 周岁，身高 1 . 70 米以上，包食
宿，每月带薪休假 4 天，月薪 1500-1800 元。

★弱电管理员：男，18-35 周岁，熟悉掌握楼宇对讲、监
控、道闸系统的维修，月薪 1200-1600 元。
地址：蒙山大道与平安路交会处房源大厦 10 楼
联系电话：8176029 13854966678 13355077197

中国电信诚聘
业务员 5 名、电话营销 8 名、话务员 2
名，要求：以上工作人员无需工作经验，

男女不限，中等学历。公司免费培训，待
遇：1500+提成+奖金。电话：15615397221

临沂市光明铅笔厂招聘
仓管 1 名、后勤 1 名，月薪 1500 元，有工作经验
的男性优先，月季年均有福利，厂内提供食宿。
厂址：河东区九曲街 7 号 0539-8096677
市内乘 6 路、36 路、32 路河东五金城下车

安在秀化妆品诚聘
促销、美导、业务数名待遇(底薪+提成+奖金)提

供住宿。另诚招三区九县加盟代理

联系电话：15863885800 13589690790

临沂市冰糖饼干厂
招聘普工数名，月底薪 1500 至 3000 元不

等，另招几名青年女工培训制糖技术，报名需带

本人身份证、照片和健康证，无健康证的可到厂

办理。住厂内宿舍，有伙房生活自理。

地址：通达路南段，乘 4、25、61、65、66、68、69 路车

到永盛门站下车，向东 300 米路北，泰沂食品公司。

电话：8590726 13905498168

泰沂投资公司诚聘
本公司经营、代理国家大型农产品市场的电子交易业务，易学易懂，

无经验人员一至三天免费学习即会，适合各阶层人员专职、兼职在家或

在我公司工作，同时代理股票、期货、现货电子盘的免费开户和培训。

另聘：1、操盘手、内部电子交易员 28 名，男女、学历不限（可按 5：1 配资）

2、专、兼职客户经理、业务人员 36 名，男女、学历不限，底薪 1500-3000 元

加高额提成，目前该新兴行业在本市正在火爆报名中。

热线：15853988038 寇经理 QQ：731619444

天津卓玛电动车临沂办事处
聘：空白地区经销商、业务员 10
名，底薪 1500+提成。15163934966

年薪 10 万招业务
区域：山东省各市，男女不限，待遇：底
1500+高提成+差旅话补+月奖+季度奖

年终奖励轿车！
电话：13954920997 13355081881
地址：临沂装饰城西区 55 号

艺冠装饰诚聘
设计师 3 名、销售顾问 10 名，有经验者优先，

无经验可培训上岗，一经录用，待遇优厚。

地址：临沂市城建时代广场 1901 室 电话：15963486686 谢

高薪诚聘
★业务经理 5 名，

月薪：8000-12000 元

★业务员 20 名，

月薪：3000-9000 元

★电话营销 2 名，

月薪：3000-6000 元

电话：13754702333

修正药业诚聘
业务员 8 人，男女不限，年龄 20-30，能吃

苦耐劳，身体健康，责任心强，有销售经
验者优先，工资待遇：底薪+提成+奖金。
工作地点：临沂市河东区

电 话：18265161900 李经理

聘儿童娱乐管理员
（男）月 1800-2400 元，包吃住。8773499

公司直招
大小车司机：2400-4500/月；押车工：2200-3600/月；装卸

工 90-180/天；文员：1500-1800/月。电话：15216521994

山东东方路桥建设总公司招聘
本公司因承建新疆高速公路项目，诚聘：

1、自卸车驾驶员 30 名、吊车驾驶员 2 名。要求：B2 证，45 岁以下，2 年
以上驾龄。待遇：包住宿、交通费，月薪 3500-4500 元；

2、装载机、压路机、推土机、平地机、挖掘机、混凝土拌和站操作工若干
名。要求：45 岁以下，1 年以上工作经验，有上岗证者优先录用。待遇：包
住宿、交通费，月薪 3500-4000 元；

3、轮胎工、汽车维修电工各 1 人。要求：45 岁以下，1 年以上工作经验。

待遇：包住宿、交通费，月薪 3500-4000 元；

4、炊事员 5 名。要求：男性，年龄 40 岁以下，会做小炒。待遇：包住宿、交

通费，月薪 2500-3500 元。

报名电话：8290939(机械类) 8290709(炊事员)
地 址：兰山区通达路与聚才路交汇处(市交警支队北 300 米路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