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海南省妇女儿童
医学中心招聘派遣员
工公告

一、招聘人数：招聘主力护士

及文员43人。

二、招聘方式：

（1）网上报名。报名者可将报

名材料（应聘登记表、毕业证、学

信网学籍证明、资格证）。扫描按

顺 序 以 附 件 先 打 形 式 发

3021762168@qq.com 主题注明：

2020年 06月报名姓名+岗位，并

保持报名时所留联系方式的畅通及

关注公众号《海南省妇女儿童医学

中心人事科》以便临时通知有关事

宜。

（2）现场报名。海南省海口市

汇隆广场三单元6楼海南省妇女儿

童医学中心行政办公区人力资源部

报名时间：2020年 5月 29日

至2020年6月14日

三、资格审查

1.对应聘人员进行资格审查，

资格审查后对符合报考条件的考生

进行通知入围，资格审查贯穿招聘

工作全过程。2.通过初审人员的名

单将以短信方式推送至公众号：

《海南省妇女儿童

医 学 中 心 人 事

科》中公示。

咨 询 电 话 ：

18689815466，

0898- 36689161

赵老师

扫码了解详情

保亭黎族苗族自
治县 2020 年第一批
招聘高校毕业生到基
层工作公告

一、范围条件

（一）招聘对象：我县普通高校大

专以上学历（建档立卡贫困户可放宽

至中专以上学历）、1979年5月26日

至2002年5月25日期间出生的人员。

二、岗位信息

（一）招聘岗位：通过考核方式

招聘9个乡镇共24个岗位，每人限

报一个岗位。

（二）工资待遇：工资参照我县

编外人员工资测算标准，管理岗正式

聘用后 3500 元/月 （含五险一金，

4-10月加发300元高温补贴），由县

人社局负责发放。

（三）岗位性质：编外聘用人员。

（四）用工方式：拟聘人员与县

人社局、用人单位签订服务协议，派

至用人单位工作，服务期间由用人单

位负责管理，服务期限为3年。

（五）招聘期间所有公告公示信

息均在保亭县人民政府网站公开。

报名时间：2020年6月2日至8

日共5个工作日，节假日不接受报

名。采取现场报

名 ， 报 名 地 址

是：保亭县宝亭

大道芙蓉小区铺

面就业和劳动保

障服务中心四楼

大会议室。
扫码了解详情

海南省水文水资
源勘测局 2020 年公
开招聘事业编制工作
人员公告

一、招聘人数：公开招聘事业编

制专业技术人员6名

二、招聘对象和范围

面向全国招聘2020年7月31日

前取得大专及以上学历，并符合此次

公开招聘条件要求的人员。报考者未

在规定时间内取得并提供有关证书

的，视为报考者自动放弃，责任自负。

三、报名

(一)组织报名

1.报名时间：2020年6月12日8

时—6月26日12时。

2.报名方式：采取网上报名方式

进行，不接受现场报名，不收取报名

费。报考人员应在报名期间登录考试

报 名 系 统 网 址 ： (http://zp0898.

pzhl.net/index.php)选择符合条件的

岗位报名。网上报名包括填写报名信

息、上传照片和证明材料、查询资格

审查结果、打印准考证等环节。报考

人员应在规定时间内登录报名，逾期

不再受理。

3.报名时须上传以下材料(以JPG

图片格式，图片大小在20—200KB)：

(1)诚信承诺

书(下载附件2，填

写内容并本人签

名上传)；点击本

文底部“阅读原

文”下载。

扫码了解详情

海南省水利灌区
管理局 2020 年公开
招聘事业编制工作人
员公告(第一号)

一、招聘人数：招聘事业编制人

员23名。

二、招聘对象和范围

面向全省招聘2020年7月31日前

取得普通高等学校专科及以上学历，

具有我省户籍，并符合本次公开招聘

的相关岗位条件要求、本公告其他要

求的人员。报考者必须在报名时取得

岗位条件要求的国家承认学历的毕业

证、学位证等证书;贫困生凭建档立卡

证明，属2020年应届毕业人员出具符

合岗位条件要求的相关证明材料，未

在规定时间内取得并提供有关证书

的，视为报考者自动放弃，责任自负。

三、招聘岗位和人数

本次拟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事业编

制人员23名，其中红岭中心计划招聘

人员10名(专业技术人员6名，管理人

员4名)，大广坝分局计划招聘人员13

名(专业技术人员 7 名，管理人员 6

名)，具体岗位、专业及人数等详见招

聘岗位表。

咨询电话：(0898)65721957

纪检监督电话：(0898)65771939

技术支持电话：0898-65313743

(咨询时间：上午09∶

00-11∶30;下午 15∶

00-17∶30)

扫码了解详情

临高县 2020 年
公办幼儿园教师招聘
公告

一、招聘岗位 (共216个)

(一)面向本县建档立卡贫困家庭

高校、高中职院校应届毕业生招聘公

办幼儿园教师43名，其中，男幼师6

名，女幼师37名。

(二)面向全国招聘公办幼儿园教

师173名，其中，男幼师23名，女

幼师150名。

二、招聘程序及办法

(一)信息发布

在临高县人民政府网(http://

lingao.hainan.gov.cn)发布招聘信息

公布。公告时间：2020年 6月 1日

——6月7日。

(二)报名

1.网上报名：本次考试报名采取

网上报名方式进行，设置两个报名窗

口，即面向全国招聘报名窗口和面

向本县建档立卡贫困家庭招聘报名

窗口。报名时间为2020年 6月 8日

至6月14日，报考人员应在此期间

登录报名系统，选择报名窗口进入

后，填报个人信息及上传相关资料。

咨询、监督电话：28262663，

网上报名技术咨询电话：2898-

65230708 （咨 询

时 间 ：上 午 8:30-

12:00，下午 14:30-

17:30，节假日不接

受咨询）

扫码了解详情

海南省第二卫生
学校 2020 年公开招
聘工作人员公告

一、招聘人数：面向全国公开招

聘专业技术岗位7名。

1.35周岁及以下即1985年1月1

日至2002年1月1日期间出生人员。

2.根据海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

障厅《关于加强事业单位人事管理助

推脱贫攻坚有关工作的通知》（琼人

社发〔2020〕86号）文件精神，本次公

开招聘岗位中，化学教师岗位专项招

聘贫困家庭高校应届毕业生。

二、招聘程序

㈠发布公告。经省人力资源社会

保障厅批准招聘方案后，在省人力资

源和社会保障厅、省卫生健康委员

会、海南省第二卫生学校（http://

www.hnsdewx.com/）的网站上发

布招聘公告。

㈡组织报名

1.报名时间：2020年6月8日至

2020年7月8日。

2.报名方式：网上报名。

3.学校地址及联系方式：

地址：海南省五指山市越丰路

22号 联系方式：陈老师 0898-

86622255

电 子 邮 箱:

759508365@qq.

com，报名邮件主

题和附件文件名须

统一为“应聘岗

位+姓名”格式。

扫码了解详情

2020 年三亚市
特殊教育学校招聘10
名教师公告

一、招聘岗位及名额

本次计划招聘三亚市特殊教育学

校教师10名，具体招聘的岗位（详

见附件1）。所有岗位均为我市事业

编制岗位，被聘用人员其工资及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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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聘程序

1.报名时间和方式

本次公开招聘采取网上报名方

式，网上报名时间：2020年 6月 4

日 8 时至 2020 年 6 月 10 日 17 时，

报考人员应在此期间登录2020年三

亚市特殊教育学校公开招聘教师

考 试报名系统 （http://roco- re-

cruit.pinge360.com/exam/90） 进

行报名。

联系人：陈老师，联系电话：

0898- 88657805， 监 督 电 话 ：

0898- 8657803，

网上报名技术服

务 电 话 ： 0512-

36909378

扫码了解详情

琼海市 2020 年
考核招聘中学教师公
告(1号)

一、招聘职位及名额

共招聘33名中学教师。

二、招聘方式

赴高校开展现场考核招聘，考核

招聘采取说课答辩的方式进行。考核

不设定开考比例，通过资格审查的人

员均可参加说课答辩，由专家组对应

聘者说课答辩情况进行评分，说课答

辩成绩按满分100分计。

报考人数较少，未形成竞争的，

须有考核专家小组三分之二以上成员

表决通过，方可确定为拟聘用人员。

三、招聘时间及地点

6月11日，陕西师范大学长安校

区新勇活动中心南侧广场。具体工作

安排另行通知。

四、报名与资格审查

(一)报名时间及方式

1.网上报名：应聘人员请于6月1

日—6月 8日前登录海招网(http://

hainan.zhaopin.com/)、海南省琼海

市 政 府 门 户 网 (http://qionghai.

hainan.gov.cn/)及高校门户网站查询

并下载《报名表》点击本文底部“阅

读原文”下载。报名邮件主题的文件

名均须按“应聘单位+应聘职位+姓

名”的格式命名。

2.现场报名：6

月11日直接到招聘

地 点 领 取 并 填 写

《报名表》，提交有

关证明材料原件、

复印件进行审核。 扫码了解详情

单位招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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