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 年 9 月 13 日 星期三

昆明陈年老酒
收藏交流会

驻 关上招待所

全面提高老酒收购价格

迎中秋，庆国庆，本处为您鉴定、评估，凡交易成功者送嘉华月饼一盒，报销往
返车费。如果您家中老酒数量较多，我们可派专家提供免费上门鉴定及收购。
本次征集活动为筹备老酒文化博物馆，
面向广大市民重金征集、
回收各种陈年老酒。
本次活动以弘扬中国酒文化为核
心, 竭 力 对 酒 文 化 挖 掘、传 播 为 己 任 ，收
揽、交流天下名酒，免费为您提供鉴定及
收藏方法。如果您家中老酒数量较多，

我们可派专家提供免费上门鉴定及收购。
本次交流会本着诚信为本，
公开、
公平、
公
正的原则，
由专业鉴定师为广大市民免费鉴定
老酒，
把老酒收藏的真实情况全面介绍给广大
市民，
传授老酒收藏、
包装封口、
保存的正确方
法，
确保您的老酒最大价值得到体现。

征集 1953 年至 2017 年各种新老茅台、 征集 每 日
范围 中国十八大名酒、洋酒、各地方名酒。 时间 8：00-18:00

18388450201、13669780569

咨询电话：

活动地址：
昆明市关上日新路 988 号关上招待所五楼 6511 会议室
公交线路：78、86、99、107、118、A8、229 路关南路口/关平路口站下车

广告

法律服务
广告
热线 ： 63306561

A13

广告

合法追债 顺驰追债
合法追收全国各种债务，
工

欠款、
借贷，
成功付费
正规注册.律师带队专治老赖、成功付费 程款、

63333886

67671567

赖账克星 鑫龙追债

至尊追债

律师提醒：

本报只是提供产品
信息的平台，
交易
双方在交易前核实相关资质，
对交易风险
由双方自行负责，
一切交易将视为客户自
行自愿交易，
本报不承担任何保证责任。

律师带队、合法追收各种疑难债务 专业律师带队、合法追收各

地址：
北京路财智心景

律 师、
追债师强强联手
追收各种债务、
收回付费

65147707
世纪城珥季路高顺铭都

63210988 63838848 天网追债
种债务,成功付费，找人找车

环城南路路中韵酒店对面百富琪

北京路摩玛大厦

律师带队 合法追收
各种债务 收回付费

金源清债 精英追债 67168222
世纪城珥季路大都一期

专业律师带队、合法追收各 合法注册·资深律师带队·追收各种疑难债务
种债务,成功付费，找人找车

63137122 65177788
吴井路32号百富琪A座24-27

收购债务、代您还账
解决疑难问题
13888408506

欧亚牛奶北市区经销商招聘 大学校医院招聘 昆明金铂利殡仪有限公司招聘 昆明宇佳财务公司诚聘 昆明柏联商业管理有限公司诚聘
◇终端理货员
◇勤杂工

一名
一名
要求:初中以上学历，能吃苦，具有一
定的业务沟通技能，会骑电动车，待
遇 3000-4000 元起，详情面谈。
地址盘龙区羊肠大村 688 号

电话：13116236013 周先生

特别提醒：

春城招聘

◇医务部、
护理部、

医保办负责人各 2 名

◇服务人员

要求：男女不限，具有良
好的职业操守、团队合作精
神及良好的服务意识，有较
强沟通能力和责任心

联系人：刘老师15388845454

薪资待遇：月薪 2000 元/月+提
成+年终奖
联系电话：
0871-65342054
工作地点：昆明市五华区西园
北路 165 号

安宁大型门诊部诚聘

高薪求租口腔执业医师证

年薪约 10 万

妇科、内科、内儿科有证医生，
护士两 满五年的和不满五年的均可，另招
名，
包吃住，
待遇面谈13888393055

云南枬栅医疗器械有限公司招聘

口腔医生13888314598 吴 医 生

◇中级职称会计 2 名，要求：大专以上学
历，有做库存账及外账经验、在大型企
业工作过有较强的组织、沟通、协调能
力者优先，待遇 4000-8000 元/月；
◇财务人员数名，要求：大专以上学历，有
会计从业资格证，有一定的工作经验，
有较强的沟通、协调能力者优先，待遇：
2000-4000 元/月；
◇文员2名，
要求:大专以上学历会使用办公
设备及软件，
会做文档、
头脑灵活，
有一定
管理工作经验,待遇2000-4500元/月

（以上职位周末双休）
邓经理13888067922田经理13700684288

昆明和顺搬家招聘

驾驶员 2 名。三年以上驾龄，
熟悉昆
明路线，3800-4500 保底+17%提成，
包吃住加 50 话。13669742263

腾辉汽修招聘

医疗·药品
高薪诚聘

电话：0871-63612128 转 801 岳小姐 地址：三市街柏联广场写字楼 8 楼

云南凯鸣物业服务有限公司

◇餐厅服务员（5 名）东风东路
84 号省发改委
◇物业秩序员（2 名） 东鸣家苑
电话 63165356 63218796

管 理

电话：15096669370 张

技 工

昆明中华搬家高薪招聘

驾驶员，3600-4500 元；搬运工数名，
2500-3000 元，包吃住 13888425416

官渡、呈贡区诊所诚聘

穿金路联驰汽修厂聘

●疏通、水电、清沟、开锁 13888356607

家政服务

陪驾·陪练

生活服务

●十八年疏通水电改管钻孔63360142

疏通 超低价 清沟

抽粪65733768

广告
热线 ： 63306561
交 疏通 超低价 清沟 改管
律师提醒：本报只是提供产品信息的平台，
易双方在交易前核实相关资质，
对交易风险由双方自行负责，一切交易将视为客
户自行自愿交易，本报不承担任何保证责任。

管道疏通

●专业疏通改管修马桶钻孔 63350203
● 疏 通 抽 粪 13529447562
● 超 低 疏 通 65333319、64100444
●关上专业疏通管道抽粪13064251133
●低价疏通 65352600、
68305000

抽粪65106166

疏通 超低价 清沟 改管

抽粪65100884
疏通

货车全天入城 67158660

全天进城、
搬家搬厂
起重设备、
单位搬迁

65381288

官渡 搬家搬厂、长短途货运 官渡双发
搬家 67279989 67158538

招商合作
广告
热线 ： 63306561

品牌招商
财务公司寻合作

添喜搬家

、

专业搬家、
搬厂、
办公室

67166253
68242668
200 元起价本月大优惠

搬家物流、吊装、运输

68253881

迁和搬家

搬家搬厂 拆装家具

超低价 180 元起

专业搬家、
办公室、
搬厂

凭身份证 快 借

商品信息

昆明市内大型财务公司寻有实力
和有财务公司管理经验的企业 大型火锅店专用灶优价出售
或个人合作，无公司管理经验、 三眼电炒灶，六眼电炖灶各一套
13116236013 周先生
无实力者勿扰 13888067922 联系电话：

修锁开锁

二手回收

●空调办公家具各种废旧 13669718418
●办公家具电脑各种废品13987127128
●备案换金点原子锁开修保险柜64133110
●备案开锁换金点原子 C 级锁 65177775

配汽车钥匙、
开锁

全国连锁 公安备案
13888678501

太阳能

●太标同乐净水器光伏电太阳能 64631083
●太标、清华太阳能批发零售 13888774572

电脑维修

贷款·典当

13688711557

广告
热线 ： 63306561

办理小额资金短借

交
律师提醒：本报只是提供产品信息的平台，
易双方在交易前核实相关资质，

小额私借

对交易风险由双方自行负责，一切交易将视为客
户自行自愿交易，本报不承担任何保证责任。

急用钱 请找我
18725046765

安全保密，
方便快捷

春苑68235988

搬家搬厂 24 小时服务

招：
搬运工数名

全日入城 180 元起

药材种植朝阳产业
咨询热线：13678790863

●家具沙发维修翻新 换皮/布67264509

消防安装

全市超低价、
150 元起

我公司提供白芨、重楼、黄精种
苗，免费上门指导栽培技术，确保成活
率，市场前景好，欢迎实地参观考察！

●华达家装、铺面、办公优 15198713358

●专业钻孔、防水、补漏 15287184298
●志诚防水补漏改管钻孔 65318537
●天地专业防水堵漏 13888482685 ●安山专业消防安装、改造 63133768 ●诚实专业上门修电脑15808841311

顺迁64182211 65817781

搬家搬厂
拉货、单位

沙发翻新

装修·设计

●诚信地砖木工水电刮粉 13008677755

上门办理、
当场提现
13888767178

快速上门放款13888030508

急借

全日入城、蚂蚁服务

全国连锁 全天入城

金牛

十九年搬家搬厂

超低价骆驼搬家 65188818

信诚搬家

云兴防水 二十多年专业防水
堵漏经验 65623923

专业拆装家俱

搬家搬厂、品牌服务

搬家拉货搬仓库随叫随到

防水·补漏

●专做各种疑难房屋漏水 13888782331

诚信63319331
65366088
63311837 65621725 65844588 小康搬家
65658883
63199828
蚂蚁哪里搬 顺达
65148880

招驾驶员、
搬运工数名

关上通顺搬家 67156715

卷帘门

●厂家低价做修 1 3 8 8 8 4 0 0 9 9 7

经理、文员各5名，售后、客服专员各10名，月薪3千以上+ ●资深会计师记账报税15288180029
五险+双休+绩效，上不封顶，23-55岁13888357297 ● 专 业 代 账 报 税 注 销 15308714799

长短途货运

8 辆全天进城、搬家搬厂 65138767

滇 池 店 64612128 金碧店63111848

顺发

官渡搬家有限公司67277577

●妇联保姆月嫂钟点做饭陪护 65373468
●妇联钟点做饭陪护月嫂 64128233

农民搬家

63306561 68391008

律师提醒：

保姆·钟点

● 65398896 梦 想 1.5 元 保 洁 . 地 毯
● 硕 阳 清 洗 、保 洁 13888701204

热线

舒心工作室诚聘

单位优价搬迁

搬家·物流

本报只是提供产品信息的平台，
交
易双方在交易前核实相关资质，
对交易风险由双方自行负责，
一切交易将视为客
户自行自愿交易，
本报不承担任何保证责任。

清洗保洁

65111999 妇联保姆 西篆 站塘 店店 65333663
64116663

抽粪 68333000

送水员数名、接线员 1 名，待遇 3 千-5
千。13888077452、64157718

●实惠满意为准65322273、
64184777 ● 云峰公司十五年优惠陪驾 63121671
● 家 诺 家 政 64153300
● 顺福源家政专业价优 63321639

国泰家政公司
保姆、月嫂、保洁钟点工，病人、
老人护理，招月嫂/保姆/保洁13529116119

个人求职

服 务

云南山泉豆腐营水站急聘

内科医生（可合作）、
护士数名， 内科医生(助理医生)各 1 名，护士数 摩托车驾驶员 1 名，年龄不限，待遇
口腔科合作，
13658833358 名。待遇面谈包吃住 13577018199 优。秦师65707717

广告
热线

有电工证，
持有高压进网许可证者优先；2、
具有两
年以上工作经验，
责任心强、
工作态度认真负责；
3、
转正待遇：
3200元/月以上并购买五险。
◇保安员：
男 35岁以内 身高170CM以上，
有相关工
作经验。转正待遇3000元/月以上并购买五险。

社区卫生服务站聘
诚聘小区收费员
女服务员，25-55 岁，能吃苦耐劳，供一餐，
勤奋敬业，已婚优，薪 3-5 千元，保
周日休，3000-5000元，13887364769 张经理 全科医生、内儿科医生、护士数名、 1.汽车维修师傅、中工多名。
内科法人一名，13987665322 2.业务精英多名，泊车接待 1 名，
险双休13987688559、
13099960485
昆明青山医院招聘 社区医院招聘内科医生 25-45 岁，有驾驶证、有汽修行
对政策有宣传能力，发展创新重大项目能
业经验者优先。待遇面谈。
全科医生 2 名，
头皮 说会道，5-10名，工资面谈13099453689 护士、药房收费员、公卫人员各 联系电话：15808807732
数名 13888420468、13769159672
诚聘售后人员
护 士 数 名 ，联 系 电
诚聘
空间大薪 4-6 千，25-50 岁，保险
广告
西医临床全科执业医师做法人。
话：
13908871143
双休。 13987101529、18987067926
： 63306561

广告
热线 ： 63306561

招聘

◇物业电工：年龄 25-45 岁，技校以上学历，1、须持

诚聘

根据《云南省人才流动管
理规定》，用人单位不得
向应聘人员收取招聘费、
报名费、
培训费、
抵押金、保证金、集资费、风险基金等。

◇内外科门诊医生8名

金牌服务 满意收费

和顺搬家

68212778

全国连锁
诚信单位 服务有我，
满意你定

工商咨询
广告
热线 ： 63306561

交
律师提醒：本报只是提供产品信息的平台，
易双方在交易前核实相关资质，
对交易风险由双方自行负责，一切交易将视为客
户自行自愿交易，本报不承担任何保证责任。

财务记账
资质代办工商注册
审计验资 变更注销

18288778668、18288278998
工商注册、
变更、
注销
代理记账 商标注册 资质

15877951983

美容美发
工商 餐饮，
宾馆、疑难咨询
代办 13577125927

特快 代办：工商、财务、记账、著名商标处理公司疑难杂症
63377360 低价18487347060 办证13888110072
核名称到办执照只需一天
凭身份证 专业注册
资质

报税 变更
人员 审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