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保亭县人民医院
2020年公开招聘事
业编制工作人员公告

一、招聘岗位和名额

2020 年公开招聘工作人员 67

名，具体招聘岗位和名额详见《保亭

县人民医院2020年公开招聘事业编

制工作人员岗位表》

（一）发布招聘公告

通过保亭县人民医院网站发布，

公告时间为7个工作日：2020年5月

13日-5月21日。

(二)组织报名

1. 报名时间：2020年 5月 25日

8：00-5月27日17：30。

2.报名方式及地点：采取现场报

名或网络报名的方式，现场报名地点

在保亭县人民医院人事科，网络报

名：邮箱79123656@qq.com。

3.报名者须提交的材料（网络报

名者需将报名要求的材料扫描后打包

发送至规定邮箱）：(1)国家承认的学

历学位证书、户口本、身份证、专业

技术资格证书原件和复印件各一份

(证件原件审核后当场退回)；(2)原单

位工作经历证明一份；(3)《保亭县人

民医院2020年公开招聘事业编制工

作人员报名表》（下载附件2，本人签

名）；(4)本人近期正面彩色免冠照片2

张；(5)有工作单位 （在编在岗） 人

员，需提供原所在

单位及所属组织

（人事） 部门同意

报考证明；

咨询电话：0898-

83603096 扫码了解详情

文昌市人民医院
2020年职能科室工作
人员招聘

一、招聘人数及岗位条件
（一）医务科工作人员1名：2020

年应届毕业生，性别不限，35周岁以

下，全日制本科及以上学历学位，临床

医学、公共事业管理或公共卫生管理专

业。（二）医院感染管理科工作人员1

名：2020年应届毕业生，性别不限，

35周岁以下，全日制本科及以上学历学

位，临床医学或预防医学专业。（三）

疾病预防控制科工作人员1名：2020年

应届毕业生，性别不限，35周岁以下，

全日制本科及以上学历学位，预防医

学、临床医学、公共事业管理或公共卫

生管理专业。（四）后勤保障科工作人

员1名：性别不限，35周岁以下，全日

制本科及以上学历，电气工程或土木工

程、建筑学、工程造价、工程监理等相

关专业。（五）安委办工作人员1名：性

别不限，40周岁以下，大专及以上学

历，具有注册安全工程师证书。

(二)报名时间：

2020年5月8日至2020年5月31日

（三）报名方式：现场报名或线上报

名均可。1.线上报名：报名材料发送至

电子邮箱hnwcphrsk@163.com，邮件

标题请注明：姓名+应聘岗位；2.现场

报名：携带所需材料前往海南省文昌市

人民医院门诊楼五

楼人力资源科报名。

联系人：陈老

师、叶老师

联 系 电 话 ：

0898-63382853 扫码了解详情

三亚市天涯区教育
系统2020年公开招聘48
名编制教师公告（第1号）

一、公开招聘岗位、人数及待遇

招聘天涯区中小学编制教师48

名，聘用岗位均为我区事业单位编制

岗位，其工资及相关福利待遇按三亚

市事业单位在编工作人员有关规定执

行。已获得中级及以上专业技术职务

资格的人员参加本次教师招聘考试须

遵守主管部门和聘用学校的专业技术

职务岗位聘任管理规定，如聘用学校

无相应专业技术职务岗位空缺，须接

受高职低聘。

二、发布公告

本公告通过三亚市教育局网站

（http://edu.sanya.gov.cn/）、三亚

市天涯区人民政府网站、天涯发布公

众号、天涯教育公众号等宣传渠道上

发布，后续招聘工作的各有关事项均

在三亚市天涯区人民政府网站公告。

三、网上报名

1.本次考试报名采取网上报名方

式进行，不收取报名费。复制报名网

址至系统报名，按照要求填材料及上

传岗位所需要证明材料，报名时间为

2020年 5月 13日 9：00—2020年 5

月31日17:00，逾期不予受理。

报名网址：http://zk.hnrczpw.

com/index.php/exam/?EXAMID=

2392

联系人：孙

老师

联 系 电 话 ：

（0898）88911863

扫码了解详情

海南省体育赛事中
心2020年公开招聘事
业编制工作人员公告

（一）报名方式

本次招聘采取网上报名及现场确

认方式。

网上报名：报名前请登录海南省体

育赛事中心网站（http://www.hns-

sports.cn/)，下载《海南省体育赛事

中心公开招聘报名表》填写并发送回我

中心电子邮箱 65256180hns@sina.

com。现场确认：笔试前一天上午12:

00前携带相关证件原件及纸质报名表

到中心现场确认。确认地点：海南省海

口市文兴路1号海南省体育赛事中心二

楼会议室。

（二）报名时间

2020年5月25日09：00—6月

19日17：00

（三）报名要求

1.报考人员须提交《海南省体育

赛事中心公开招聘报名表》，本人身

份证、毕业证、学位证和相关获奖证

明材料原件及复印件一式一份，4张

近期1寸免冠彩色相片。应届毕业生

报名时须提供加盖培养机构公章的

《大学生就业推荐表》，以供资格审

查。其他单位的在编人员参加本次招

聘，需出示所在单位同意报考的书面

证明。2.每名报考人员只能报考一个

岗位。

联系人:何老师

咨询电话：0898-

65256003 邮 箱 ：

65256180hns@sin

a.com。 扫码了解详情

三亚市海棠区医联
体招聘医疗卫生专业技
术人员公告（第一号）

一、招聘岗位及薪酬

招聘急救医生8人、全科医生5

人、内科医生2人、外科医生4人、

妇产科医生3人、儿科医生3人、中

医医生10人、村卫生室医师5人、

康复治疗师12人、药剂师14人、影

像医/技师14人、公卫医师5人、检

验师6人、护士4人，共计95人。享

受相关规定的薪酬待遇。

二、报名程序

1. 报名时间:2020 年 5 月 11 日

09:00-5月31日17:00

2.报名方式:网上报名，不接受

现场报名。报名网址：（http://zk.

hnrczpw.com/index.php/exam/?

EXAMID=2394）

3.报名所需上传电子材料

（1）《三亚市海棠区医联体医疗卫生专

业技术人员报名登记表》（下载附件2，

本人签名）；（2） 学历、学位证书；

（3）身份证（正反两面)；（4）本人近期

正面免冠彩色照片；（5）岗位要求的相

关资格证书;（6）中国高等教育学生信

息网打印学历认证证明(有二维码标识)；

三、其他事项

后续笔试、面试、体检等相关信

息将在三亚市海棠区人民政府网站、

解放军总医院海南

医院官网、三亚市

人才招聘网公布。

咨询电话：

0898-88816897

扫码了解详情

海南软件职业技术
学院2020年公开招聘
（考核招聘）人员公告

一、招聘岗位

本次招聘26个岗位32人，其中

考试招聘5个岗位6人，考核招聘21

个岗位26人,具体岗位要求见附表。

二、招聘对象和范围

面向全球招聘符合此次招聘的相

关岗位条件要求的人员。其中，往届

毕业生报名时应提供岗位条件要求的

国家承认学历的毕业证等证书。应届

毕业生须在2020年8月31日前取得

相关学位及学历证书（应届毕业生报

名时须提交就业推荐表及成绩单，如

至2020年8月31日未能提供学位及

学历证书则取消录用资格）。

（一）报名时间

从招聘信息发布之日起至2020

年 12月 31日前，共分两个报名时

段。考试招聘只进行一次，考核招聘

第一阶段未招满，可安排第二阶段报

名招聘。

第一个报名时段：2020年 4月

20日8时至5月31日18时；

第二个报名时段：2020年9月1

日8时至12月31日18时。

（二）报名方式：采取电子邮件报

名 方 式 ， 报 名 邮 箱 ：

2150180442@qq.

com。

联系人：王娟、符广

宇 联系电0898-

31690658、手机 ：

18708933636 扫码了解详情

海南省中医院考
核招聘专业技术人员
公告

一、招聘对象和范围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32名具有博

士学历学位或卫生高级专业技术资格

的人员。

（一）信息公布

通过省人民政府、省人社厅和省

卫健委和省中医院等网站向社会公开

发布。

（二）组织报名

1、报名时间：2020年5月11日

至2020年12月30日

2、组织考核：视报名情况组织

考核，直至岗位招满为止。

（1）报名提交材料：《海南省中

医院考核招聘报名表》（下载地址：

http://www.hizyy.com/）。本人有

效身份证件、历次毕业证、学位证、

资格证书、科研课题、论文及各类获

奖证书等业绩材料复印件1份，学历

证书电子注册信息备案表（中国高等

教育学生信息网http：//www.chsi.

com.cn/自行下载） 1份、二张一寸

近期免冠彩照及电子照片。（2）每名

报考人员只能报考一个岗位。（3）应

届毕业生必须于当年8月31日之前

取得并提交学历学位证，否则取消聘

用资格。

联系人：海

南省中医院人事

部 赖文春 联

系 电 话 ： 0898-

66223851 扫码了解详情

自然资源部南海局
所属事业单位2020年度
公开招聘工作人员公告

一、招聘岗位

本次共计划招聘95人。

二、招聘安排

（一）报名

1.报名时间：2020年5月12日

至5月25日止，5月25日17:00之后

不再接受报名。

2.报名方式：请于报名期限内登

录全国事业单位招聘网 （http://

www.qgsydw.com），仔细阅读注

意事项，注册账号并按照报名系统要

求选择报名，每个应聘人员一次只能

报考一个岗位。

（二）资格审查

应聘人员报名成功后，用人单位

按照岗位要求进行资格审查（岗位具

体要求以用人单位的解释为准）。经

资格审查符合要求的，系统将显示为

审核通过，且不允许再次修改相关信

息。资格审查未通过的应聘人员，可

在报名期限内再次申报其他岗位。

（三）笔试

本次公开招聘进行统一笔试，统

一笔试科目包括职业能力测试和申

论。通过资格审查的应聘人员方可参

加统一笔试。招聘岗位学历条件仅限

定 为 博 士 研 究 生

的，应聘人员不再

参加统一笔试。统

一笔试时间、地点

等视新冠疫情防控

情况另行通知。

扫码了解详情

单位招考
2020年5月22日 星期五 责编/叶光 苏晨 美编/颜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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