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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丽未来当代儿
童艺术馆

美丽未来源自1987新加坡华

人国际儿童文化艺术交流基金会，

于2004年入驻海南，是一家集自

主研发型的文化科技类企业。美丽

未来专注于儿童学科绘画领域30

年，研发成果和社会成就均处国际

领先。

学科老师：语

文、数学、英语学科

专业毕业，班主任薪

酬6000-8000

投 简 历 邮 箱 ：

395239057@qq.com 扫码了解详情

海口市橡树叶教
育培训中心有限公司

英语老师

1、英语助教，全英文式教学，

英语口语流利，发音标准；

2、配合外教做好课堂教学，负

责家教沟通和课后作业跟踪服务。

教学主管

1、系统制定教师培训计划，监控

教学质量，完成校区教学任务和目标；

2、英语口语流

利，有5年以上少儿英

语教学和管理经验。

联 系 邮 箱 ：

1024199675@qq. 扫码了解详情

海口一天天文化
教育培训中心

初中英语老师3名

1、35岁及以下，大专及以上学历；

2、具备相应学科教师资格证；

3、英语表达流利，发音标准.；

4、热爱教育事业，师德高

尚，对待学生有足够的爱心、耐心

和细心，有先进的教育教学理念；

5、较强的责任

心；良好的沟通能

力；有团队协作意识

和执行力；

联 系 人 ： 王 老 师

13976686936 扫码了解详情

北京博师教育诚聘
高中英语老师 (2人)

1、师范类专业，语言专业

（语文英语）、数学专业、物理专

业、化学专业等非师范类毕业生

2、乐于长期从事教育培训行

业，热爱教育事业

薪资3000-8000，工资结构为

基本工资、课时工资、绩效工资、

带薪学习、年终奖，福利包含五

险、节日礼品、团

体旅游等；

联系人：刘老师

233333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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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安县文华实验
学校

本校创办于2010年，，是一所全

日制寄宿式私立学校，现向社会诚聘

中小学各科教师，望有志者加盟！

一、小学语文老师 2名

二、小学数学老师 2名

三、小学英语教师 2名

四、小学体育老师 2名

五、中学体

育老师 2名

联系电话：

代老师

13976775600

扫码了解详情

海口北雅教育培
训学校有限公司

海口北雅英语培训中心目前专

业致力于出国类语言培训！

一、英语老师 5000-8000

岗位职责：

1.负责日常英语培训工作；

2.英语专业毕业及有英语教学

工作经验优先。

福利：五险一

金、餐饮补贴

联 系 方 式 ：

68503709 朱老师

扫码了解详情

海南同文外国语
职业学校

海南同文外国语职业学校是海

口市教育局直属中等职业学校，位

于海口市国兴大道海南工商职业学

院里面。、

英语教师

1、大专及以上学历；

2、英语专业优先；

3、 薪 酬 ：

3000-5000/月

联系人：居老师

联 系 电 话 ：

13907590626

扫码了解详情

海南优乐教育咨
询有限公司

1、 英 语 教 师 数 名 工 资

3000-8000 元

要求：1.正规院校英语或英语

教育专业毕业，持有教师资格证或

者通过英文专四专八者优先考虑。

福利：

１、提供五险一金

２、提供住宿

３、良好晋升

空间

联 系 方 式 ：

19876751051 周

校长

扫码了解详情

海口福泽利通有
限公司（山西报社采
编部海口站）

一、英语排版助理

女性，英语专业，了解排版操作流

程并熟练飞腾或飞翔排版软件，有

相关工作经验者优先。

二、英语编辑助理

女性，英语专业本科以上学历(含本

科），至少要通过英

语专业四级水平，

有从事过英语教师

或英语编辑经验者

优 先 。 老 师

15120727827

学乐教育信息咨
询（上海）有限公司海
南分公司

凭借丰富的学术资源与专业经

验，“学乐英语”已经成为中国英

语教育行业的领跑者。

招聘岗位：

儿童英语教师 4000--6000

职位描述：

1、教授3-16

岁少年儿童英文

课程。

联 系 方 式 ：

13549786876

陈先生

北京力迈中美
（国际）学校海南校区

北京力迈中美（国际）学校海

南校区是北京力迈中美（国际）学

校的海南分校，为九年一贯制学

校，已于2019年9月正式开学，目

前有学生近200名。

诚聘英语老师 （若干名）

要求：50岁以下，男女不限，

教学经验丰富（含学前教育），本科

以上学历，硕士以

上学历及海归优先。

简 历 投 递 邮 箱 ：

sunzw66@163.

com 扫码了解详情

博智通教育培训
中心

一、小学英语教师

1、英语专业专科及以上学历；

2、英语口语标准，发音清晰；

3、具有小学英语教师资格证；

4、热爱教育事业，良好的语

言表达能力；

5、本岗位可招收应届毕业生，

一年以上小学英语教学培训方面工作

经验者优先；

联系人：王校长

13876051999

18889899088@

163.com

网址：www.zmgrcw.com 刊登热线：0898-68553532 13519887499 地址：海口市金盘路30号

海南报业发行有限公司为海南日报报

业集团二级子公司，主要负责 《海南日

报》《南国都市报》等报业集团有关子报发

行和投递保障工作。

因事业发展需要，现面向社会招聘中

心会计、出纳和投递员各一名，诚邀优秀

人士加盟！

一、岗位任职要求：

（一）会计核算岗：

1.全日制本科以上学历，会计或财务

管理专业，学士学位，具有中级及以上职

称者优先考虑。

2.具有较扎实的会计、税法理论功底

和较丰富的会计实务经验，掌握行业财税

政策法规与国家财政税务等政策法规。

3.熟练掌握EXCEL等财务办公软件。

4.具有较强的管理能力、逻辑分析能

力，有团队精神，善于沟通。

(二)出纳岗：

1.全日制本科以上学历，会计或财务

管理专业，学士学位，具有出纳岗位工作

经验者优先考虑。

2.熟悉掌握行业财税政策法规与国家

财政税务等政策法规。

3.熟练掌握EXCEL等财务办公软件。

4.善于处理流程性事务，与会计相互

监督、相互制约，确保财务安全。学习能

力强，有上进心，工作细致、认真，责任

心强，沟通顺畅，有团队精神。

（三）投递员

1.高中及以上学历，男女不限，身体健康。

2.工作认真负责，能吃苦耐劳，善于

沟通，有发行经验者优先考虑。

二、招聘时间及要求

（一）报名时间：即日起至5月29日止；

（二）报名要求：应聘人员须如实向我

单位提交简历、身份证、毕业证和职称证

等相关证书，并准确填写《应聘表》。

三、录用程序

（一）资格审查。根据应聘人员报名信

息进行资格审查确定参加考试人选。资格

审查贯穿于招聘全过程，对弄虚作假、不

符合应聘条件等的，一经发现，取消其应

聘、考试、录用资格。

（二）考试。考试分为笔试和面试两部

分，面试采用结构化面试，笔试采用闭卷考试。

（三）录用。根据综合成绩，从高分到

低分，确定拟录用人选，并开展职业素质

及工作现实表现情况调查。

（四）体检。对拟录用人员安排入职体

检，体检不合格者，取消录用资格。

（五）聘用。根据综合成绩排名，结合

职业素质及工作现实表现情况调查结果，

按相关程序择优确定录用人员。

录用人员原则上实行试用期。试用期

满考核合格的，予以正式聘用；考核不合

格的，按规定取消聘用。

（六）递补说明

招聘过程中，各环节入围人选因个人原

因放弃资格的情况及空缺名额，可从同一岗

位且考试达到合格分数线以上的人员中，按

规定的成绩从高分到

低分依次递补。

四、联系方式：

郭 小 姐 0898-

66810753

吴小姐 0898-

66810740

海南报业发行有限公司诚聘

扫码了解详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