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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倍特药业有
限公司

招聘岗位：一、微生物QC 1

人；二、计量员；三、机修1人；

四、仪器QC1人；五、现场QA1

人；六、计算机系统优化管理员1

人；七、药物警戒专员1人。

联系人：

张小姐，0898-36650207

邮 箱 ： xue.

zhang@btyy.com

公司地址：

海口市高新区

药谷一路四号

海南美房网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

美房网，海南省互联网企业新

秀，因公司发展壮大，现特招以下岗

位：一、营销岗位30名；二、平面

设计师1名；三、技术岗5名。

海口办公地址：海口市龙昆南路

春源广场2楼美房网

联系方式：

纪先生 15108945931

吴女士 18084627246

简历投递邮箱：

hr@meifang.com

希来学园教育集团

希来学园教育集团成立于2013

年7月，至2020年，希来教育目前

在海南省内拥有旗舰校区8所。目

前集团迅速发展，招聘岗位：一、

初高中各科目教师各10人；二、咨

询顾问10人；三、储备执行校长

5人。

美兰校区：联系方式 朱老师

18689626323

地址：海口市美

兰区海府路 16 号

亚希大厦三楼（南

亚广场旁）

海南银雁科技服
务有限公司

银雁科技服务集团成立于1996

年，已在全国200多个城市设立分

支机构。2018年，成为以金融科

技、金融服务外包为核心的综合科

技服务机构。招聘岗位：一、市场

助理5名(4000-8000)；二、大堂助

理10名 (4000-6000)。联系人：

方 女 士 0898-

66787009，面试地

点：海口市龙华区

国贸大道22号中机

海南大厦（交行斜

对面）7楼705室。

海南长宁期颐养
老有限责任公司

海南长宁期颐康养中心是海南

长宁期颐养老有限责任公司旗下的

养老服务机构。招聘岗位：1.运营

总监10K-20K/月；销售经理4K-

6K/月；生活管家4K-6K/月。

联 系 方 式 ： 电 话

15601106965， 电 子 邮 件

15601106965@

163.com

工作地址：陵

水海南长宁期颐康

养中心

海南捷诚装饰工
程有限公司

招聘岗位：1.实习/助理设计师

5人；2.室内设计师5人；3.电话销

售 5 人；4. 家装顾问/外跑销售

10人。

联系方式：

电话：0898-32270600 人事

部，简历投递：943413556@qq.

com

地址：海南省

海口市秀英区海秀

路金桥大厦四楼全

层

齐鲁制药（海南）
有限公司

招聘岗位：一、研发分析人员

20人；二、研发制剂人员20人；

三、注册分析员10人；四、质量分

析人员 20人；五、现场QA 20

人；六、生产车间储备岗20人。

联系人：陈先生

联系电话：15595744163

联 系 邮 箱 ：

hnhr@qilu-

pharma.com

联 系 地 址 ：

海南省海口市南

海大道273号-A。

海南满分教育培
训中心有限公司

招聘岗位:一、小初高各科老师

（语/数/英/物/化/生/政/史/地） 20

人；二、舞蹈/播音/美术老师 10

人 ； 三 、 课 程 顾 问/艺 术 顾 问

10人；四、教务5人；五、管培生5

人；六、声乐教师、钢琴老师、视

唱练耳及乐理教师15人。

简 历 投 递 邮

箱 ： hr@hnman-

fen.com，联系电

话：18976994352

（陈老师）

中国太平洋人寿
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太平洋人寿保险股份有限

公司是中国太平洋保险（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旗下专业寿险子公司，

总部设在上海。

招聘岗位：管培生3名、组训岗

3名、党建管理岗1名、薪酬管理岗1

名。联系人：朱老师，联系方式：

0898- 68502656，

邮箱：zhuhong-

dan@cpic.com.cn

公司地址：海口市滨

海大道115号海垦

国际金融中心5楼

中特集团(海南)
有限公司

中特集团(海南)有限公司成立于

2019年07月05日，注册地位于海

南省海口市海榆中线199号金鹿工

业园区C2栋B区第六层，法定代表

人为王金鹏。中特集团(海南)有限公

司对外投资4家公司。

招聘岗位：1.销售经理（海口/三

亚）；2. 电气报价

员；3.电气技术员及

工程师。

联系人：吴小

姐18976173639。

海南万象天起实
业有限公司

海南万象天起实业有限公司简

称万象集团，位于海口市琼山区龙

昆南路92号凯立大厦15楼。招聘

岗位：一、应届生新房分销/实习生

新房分销/房产置业顾问/无房产经

验经纪20名；二、销售经理4名。

联系人：洪春芳，联系电话：

13518033739(微 信

同步) 单位地址：

海口市琼山区龙昆

南路92号凯立大厦

15楼

海口加朝加网络
服务有限公司

海口加朝加网络服务有限公司

成立于2014年，是一家以图书销

售、提供互联网服务的一家公司。

因公司发展需要招聘如下岗

位：一、运营编辑10人；二、采购

员4人；三、综合部助理1人。公

司福利：五险一金、周末双休、节

假日福利、带薪年

假、交通便利。联

系人：张女士，电

话：65906221

海口明文大知教
育培训有限公司国兴
分公司

招聘岗位：（1）小、初、高各

科老师 30 名；（2） 课程顾问 10

名；（3）教务专员10名。

联系人：吴老师18976230568

（微信同号），简历投递邮箱：

2268533862@qq.com（备注姓名+

毕业院校+应聘岗

位）

公司地址：海

口市国兴大道59号

泽丰花园2楼明大

教育

美安康质量检测
技术（海南）有限公司

美安康质量检测技术 （海南）

有限公司是海南成立自贸区后由美

安康质量检测技术（上海）有限公

司在海南投资的全资子公司。招聘

岗位：①行政助理 2 人；②项目

（农业）管理咨询工程师助理2人。

联系人：

victor，17389899869

邮箱：

victor.wang@ac -

clab.cn

海南文笔生香沉
香产业发展有限公司

海南文笔生香沉香产业发展有

限公司是一家从事奇楠沉香树种培

育研发、种植管护、生产销售、技

术推广、文化服务、旅游康养的全

产业链综合发展企业。招聘岗位：

1.茶艺师/香艺师3-5名；2.活动执

行/培训助理/会展展示助理5名。联

系人：朱先生，

13215811919，

邮箱：wenbish-

engxiang@163.

com

海南经济特区圣
度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招聘岗位：1.策划2名；2.美

工2名；3.新媒体运营2名；4.摄影

摄像师2名

福利：五险一金、双休、法定

节假日、交通补贴、高温补贴等。

联 系 人 ： 陈 小 姐

13389839965，

邮箱：HNSD-

WH_HR@163.com

地址：海南省

海口市龙华区观澜

湖新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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