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海口市信息中心
面向全省公开招聘事
业单位工作人员公告

一、招聘人数、岗位及薪酬待遇

招聘专业技术人员6名。被聘

用者为事业单位工作人员，享受政

策规定的薪酬待遇。

（注：1. 年龄计算截止时间为

2019 年 12 月 31 日）；2. 专业参照

2018年海南省考试录用公务员专

业参考目录。

二、招聘范围及资格条件

（一）招聘范围

面向海南省。

（二）资格条件

1.具有海南省户籍；2. 遵守宪

法和法律；3.具有良好的品行和职

业道德；4. 具有岗位所需的学历、

专业和技能条件；5. 适应岗位要

求的身体条件；6. 具备岗位需要

的其他条件（详见附表 1）；7. 有

下列情形之一的人员不得报名应

聘：（1）尚未解除党纪、政纪处分

或正在接受纪律审查的；（2）刑事

处罚期限未满或涉嫌违法犯罪正

在接受调查的；（3）在公务员招

录、事业单位公开招聘中违纪违

规且处理期限未满的；（4）公务员

或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处于试用期

内或未满最低服

务年限的；（5）失

信被执行人；（6）

法律、法规规定

的其他不得报考

的情形。 扫码了解详情

扫码了解详情

三亚市妇幼保健
院 2020年“海南自贸
港面向全球招聘人才”
公告

一、招聘岗位、范围
本次招聘面向社会招聘67名工

作人员。（详见附件1《三亚市妇幼保健
院2020年考核招聘岗位汇总表》,附
件2《三亚市妇幼保健院2020年公开
招聘岗位汇总表》）。《三亚市妇幼保健
院2020年考核招聘岗位汇总表》为事
业单位在编岗位，《三亚市妇幼保健院
2020年公开招聘岗位汇总表》为编制
外岗位。

二、招聘条件
（一）基本条件
1.应聘人员应同时具备的条件：

（1）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2）遵守
国家法律、法规；（3）具有良好的品行和
职业道德；（4）具有岗位所需的学历、专
业或技能条件；（5）适应岗位要求的身
体条件；（6）具备岗位需要的其他具体
条件；（7）应聘时已与工作单位建立人
事（劳动）和聘用关系的人员报考须经所
在工作单位同意；
委培、定向及在编
在岗人员报考须征
得原委培、定向单
位及工作单位和单
位主管部门同意。

五指山市 2020
年度考核招聘急需紧
缺高层次人才公告

一、招聘原则

1.坚持德才兼备的用人标准。

2.坚持“公开透明、公平公正”

的原则。3.坚持按岗招聘的原则。

二、招聘岗位及人数

计划面向社

会 招 聘 岗 位 27

个，招聘人数 27

人，23 个岗位纳

入事业编制。
扫码了解详情

海南省群众艺术馆
公开招聘事业编制工
作人员公告

一、指导思想和原则

（一）坚持工作需要、德才兼备的

用人标准；

（二）按照公开、公平、公正原则，
严格把关、择优聘用优秀人才。

二、招聘人数、岗位及薪酬待遇
招聘事业单位工作人员7名，被

聘用者为事业编制，享受政策规定的
薪酬待遇。

三、招聘范围及资格条件
（一）招聘范围（详见附件1）
面向全国公开招聘。
（二）资格条件
1.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2.

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法律，具
备良好的品行和职业道德；3.具备岗

位所需的学历、专业和技能条件（详见

附件1）；4.年龄35

周岁以下（1984年

3月1日后出生）；

5.适应岗位要求的

身体条件。
扫码了解详情

三 亚 市 海 棠 区
2020年第二批事业单
位公开招聘工作人员
公告（第一号）

一、招聘岗位、人数及薪酬待遇

本次计划公开招聘4名事业单位

编制人员（管理岗）。

被聘用者为我区事业单位在编工

作人员，享受政策规定的薪酬待遇。

岗位具体招聘条件及人数见《三

亚市海棠区事业单位公开招聘工作人

员岗位信息表》（见附件1）。

二、招聘范围、对象及资格条件

（一）范围及对象：

本次招聘面向社会公开招聘。

（二）资格条件

1.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2.遵

守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法律；3.具备

良好的品行和职业道德；4.具备岗位所

需的专业知识和技能条件；5.年龄为18

周岁以上、35周岁以下（1984年5月6日

至2002年5月5日期间出生，含当天）。

6.岗位所需的其他条

件：符合《三亚市海

棠区2020年第二批

事业单位公开招聘

工作人员岗位信息

表》中要求的条件。 扫码了解详情

文昌市 2020 年
面向全国公开选调事
业单位工作人员公告

一、选调岗位及人数

文昌市项目策划中心管理员3

名。选调的具体职位、人数、专业等

要求详见《文昌市2020年面向全国

公开选调事业单位工作人员职位

表》（附件1）。

二、选调范围

和条件

（一）选调对象

在职在编财

政全额预算管理

事业人员。 扫码了解详情

三亚市海棠区
2020年招聘公办幼
儿园正副园长及职员
工作公告（一）

（一）招聘对象

1.园长、副园长；2.职员

（二）招聘岗位

1.林旺南幼儿园、兵村幼儿园、

湾坡幼儿园、藤桥幼儿园等4所公办

幼儿园园长、职员各1名，共8名；2.

海棠区第一幼儿园副园长及职员各

1名，共2名；3.海棠区第二幼儿园职

员1名。

被聘用者为

我区事业单位工作

人员，均为专业技

术岗位，享受政策

规定的薪酬待遇。 扫码了解详情

中共海南省委办
公厅2020年面向全
国公开选调工作人员
公告

一、选调职位

公开选调三级调研员及以下工

作人员15名。

二、选调对象和条件

（一）选调对象：机关中已进行

公务员登记备案且在编在岗的公务

员，或参照公务员法管理机关（单

位）中已进行参照登记备案且在编

在岗的工作人员。

（二）报考人员除应当具备公务

员法、《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

条例》规定的资格条件外，还应具备

以下条件：

1.具有良好的政治素质，严守政

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品行端正，实绩

突出，群众公认。2.具有一定的政策

理论水平，有较强的文字综合、调研

分析、公文处理和组织协调能力。3.

年度考核均为称职及以上等次。4.具

有研究生学历，年龄35周岁以下

（1984年5月31日之后出生）;具有博

士学位的，年龄可放宽至40周岁

（1979年5月31日之后出生）。5.具有

2年（含）以上基层

工作经历（计算截

止时间2020年5月

31日）。6.身体健

康。7.符合公务员

回避的有关规定。 扫码了解详情

海南师范大学
2020年公开招聘紧
缺专业教师、实验员
及辅导员公告

一、拟招聘人数

我校系海南省人民政府直属

的正厅级事业单位。因工作需要，

我单位计划招聘紧缺专业教师、实

验员及辅导员共计62名。此次招

聘为事业编制招聘。

二、招聘对象和范围

符合招聘岗位专业、学历、年

龄要求的 2020 年应届毕业生、往

届毕业生及其他人员。2020年应

届毕业生须提供由所在学校教务

部门出具的应届生毕业证明且必

须在2020年7月31日前取得毕业

证、学位证；国（境）外毕业生必须

取得教育部留学归国认定证书。

三、招聘条件

（一）基本条件

1.报考者应同时具备的条件：

（1）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

（2）遵守国家法律、法规，无违法、

违纪行为；（3）具有良好的品行和

职业道德；（4）身体健康，具有正

常履行岗位职责的身体条件；（5）

符合招聘岗位所需的其他具体条

件及资格要求；

（6）委培、定向

毕业生及在编

在岗人员，须征

得原委培、定向

单位及工作单

位同意。
扫码了解详情

海南经贸职业技术
学院面向全球招聘人
才公告

一、招聘的岗位、条件及人数（共

50名）

面向全球招聘相关专业技术人才。

详见附件《全球招聘人才计划表》。

二、资格要求

（一）基本条件：1.符合岗位条件

要求的国籍，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法

律，具有良好的品行和职业道德，无犯

罪记录；2.热爱教育事业，积极乐观，

热爱学生，责任心强，能吃苦耐劳，善

于沟通；3.具备拟聘岗位所需的学历

学位、专业技术能力以及其他条件；4.

身心健康，具有正常履行岗位职责的

身体条件；5.毕业证、学位证、教育部

学历学位认证书应于2020年8月31日

前取得。6.应聘人员年龄计算时间截

止至2020年3月31日。即：年龄50周

岁及以下，从1969年4月1日算起；年

龄45周岁及以下，从1974年4月1日算

起；年龄40周岁及以下，从1979年4月

1日算起；年龄35周岁及以下，从1984

年4月1日算起。（二）有下列情形之一

者，不得报考：1.尚未解除党纪、政纪

处分或正在接受纪律审查的；2.刑事

处罚期限未满或涉嫌违法犯罪正在接

受调查的；3.在公务员招录、事业单位

公开招聘中违纪违规且处理期限未满

的；4.公务员或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处

于试用期内或未满最低服务年限的，

以及其他未经用人单位同意报考的已

就业人员；5.失信被执行人；6.按照《事

业单位公开招聘人员暂行规定》（原人

事部6号令）和《海南省事业单位公开

招聘工作人员实施办法》（琼人社发

〔2018〕516号）的

相关规定应当回

避、不得报考的；7.

现役军人;8.有不

适宜从事教育和学

生管理工作的行为

及经历表现的。
扫码了解详情

单位招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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