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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高县2020年
全球招聘特设岗位教
育人才公告

一、招聘岗位：根据需要，面向

全球公开招聘特设岗位教育人才(不

纳入编制，被聘用人才与县教育局签

订用工协议后上岗)共计212名，其

中校长1名、幼儿园园长2名、骨干

教师124名、普通教师85名

二.资格审查：

县教育局将对应聘人员提交的材

料进行资格初审，初审不合格的应聘

人员不能进入业绩材料评审和笔试环

节。资格审查通过的，不得改报或再

报其他岗位；资格审查未通过的，请

在及时补充材料重新提交或改报，补

充材料重新提交或改报机会只有一

次。补充材料重新提交或改报时间为

2020年6月23日17:30-2020年6月

24日17:00，在此时间内提交材料或

改报者，如果资格审查仍未通过的，

不能参加考试。

三、报名方法：

本次报名采取网上报名，每位应

聘人员只允许选报一个岗位，按照报

名时间登录网上报名系统提交个人材

料 （ 网 址 ： http://zk.hnrczpw.

com/index.php/exam/?EXAMID=

2349）

四 、 报 名 时

间：2020年6月17

日 9:00-2020 年 6

月23日17:00

五、咨询电话：

0898-28262663

海南省洋浦经济
开发区 2020 年面向
全球公开招聘第二批
急需紧缺人才公告

一、招聘方式：面向全球公开统

一报名、统一招聘；

二、公开报名：

报名时间为2020年6月9日至6

月23日，采取网上报名方式，不收

取报名费用，每个报名人员只允许选

报1个岗位。报考人员在规定的报名

期间，按要求如实填写报名登记表，

发送到指定报名邮箱。报名要求的学

历学位证书、身份证、资格证书等证

书扫描件一并发送；

三、资格初审：招聘工作领导小

组办公室负责应聘人员报考资料的初

审工作，通过资格初审人员进入资格

复审环节，初审合格人员名单在相关

网站上公开发布，并以邮件、短信、电

话等方式通知到人；

四、资格复审：招聘工作领导小组

办公室负责组织第三方对入围资格复

审的人员进行资格复审。招聘首席规

划师、投资促进局局长（选调）、保税港

区管理局副局长（选调）岗位按照1:3

比例入围，不足1:3比例的按实际人数

确定入围下一环节人员。

五、联系方式：

0512- 80682888-

80551

0512- 80682888-

80798

六 、邮 箱 ：

yprsrc@163.com

2020 年海南陵
水黎族自治县公办幼
儿园同工同酬教师招
聘公告

一、招聘对象：

报考县机关幼儿园的考生，必须

持有普通高等院校全日制大专及以上

学历，学前教育专业;报考其他幼儿

园的考生,必须持有普通高等院校全

日制大专及以上学历，师范类专业。

2020届毕业生和择业期毕业生

(即2018年和2019年毕业但还未落实

工作单位的毕业生)报考时可暂不提

供教师资格证，其余考生均须持有教

师资格证(不含中职教师资格)；

二、报名方式：网上报名；

三、报名时间：6 月 16 日 9：

00—6月23日16：00；

四、注意事项：

报考人员在规定报名时间内登录

教师招聘考试报名系统报名，逾期不

受理。

五、报名网址：

https://kaoshi.daijun.com/#/

user/login/dw=7115jLczN -

FOQ8jAGNywZfTfdszVk -

vA22QrnJWbnGN%2Bc

三、联系方式：

咨询电话：0898—83310860

监 督 电 话 ：

0898—83315659

四、网上报名

技 术 咨 询 电 话 ：

0898—65230708;

0898—66595792

琼山区 2020 年
新办公办幼儿园招聘
临聘教师公告

一、招聘岗位与条件：本次招聘

幼儿园专任教师276名。

二、应聘条件：

1.热爱教育事业，遵纪守法，具

有良好的品行和职业道德；

2. 具有国家承认专科及以上学

历，持有幼儿园教师资格证书，

2018 至 2020 年未落实工作的毕业

生，如所学专业与学前教育相关，可

“先上岗、后考证”，承诺一年内考取

到教师资格证；

3.户籍不限，年龄在40周岁

以下（即1979年6月5日以后出生）；

4.具备正常履行岗位职责的健康

身体条件；

三、报名时间：6月 17日上午

9:00—6月23日下午17:00；

四、报名方式：网上报名，不收报

名费。报考人员报名只报岗位，不指

定到园，考试结束后，由区教育局根据

实际情况统一分配。网上报名地址：

http://zk.hnrczpw.com/index.

php/exam/?EXAMID=2427；

五、培训上岗：聘用人员上岗前必

须参加由区教育局组织的岗前培训，

不参加培训者将取消其聘用资格；

六、本公告未

尽事宜，由海口市

琼山区教育局解释；

七、咨询电话：

0897-66755313

监 督 电 话 ：

0898-65826136

2020 年海南省
国兴中学招聘公告

一、招聘岗位：

本次共招聘4人，其中高中语文

教师、高中英语教师、高中地理教

师、初中政治教师各1名；

二、报名时间：2020年7月1日

至7月7日17：00；

三、报名方式：

请登录海南省教育厅网站(http:

//edu.hainan.gov.cn)进入报名系统

进行报名。

四、公示

2020年8月25日前在海南省教

育厅网站和海南省国兴中学网站上公

示拟聘用人员名单。体检、考察不合

格或本人自愿放弃的，按所报考岗位

且面试成绩合格的人员中，按综合成

绩高分到低分依次递补。

五、聘用和入编：

经公示无异议后，由学校办理拟

聘人员的聘用手续；试用三个月后，

经聘用学校考核合格的办理入编手

续，否则，解除聘用合同，取消录用

资格；

六：地址：

海南省海口市琼山区府城镇城南

路299号

七、联系电话：

0898-65904730

传真：0898-

65904730

邮 箱 ：

gxzx65904730@

163.com

2020年西南大学
东方实验中学招聘教
师公告

一、招聘岗位：

招聘各学科岗位中学教师 58

名。其中语文9名、数学8名、英语

9名、政治4名、历史5名、地理6

名、物理4名、生物5名、体育与健

康2名、音乐1名、美术(含书法)3

名、信息技术2名。

二、岗位基本条件：

本科及以上学历、学士及以上学

位(应届毕业生在毕业时应具有)，所学

专业须与所报考学科岗位专业方向一

致；年龄18至30周岁(即1989年12月

31日至2002年1月1日期间出生)；

三、报名时间：

2020年6月15日至2020年6月

23日18：00前；

四、报名方式：网上报名；

五、聘用人员管理：

与聘用人员签订不少于5年的聘

用合同(其中试用期为1年)，聘用人

员试用期满考核合格的，予以正式聘

用，继续履行聘用合同;考核不合格

的，取消聘用，解除劳动合同。聘用

人员服务期不满5年(含试用期)主动

要求解除或终止合同(如自行要求调

离、辞职、离职、

解聘等)的，服务

每少1年，须按每

年人民币1万元计

算付违约金。

六、联系电话:

023-68251707

2020 年海南保
亭县第二批事业单位
招聘公告

一、招聘范围：普通高校大专及

以上学历的毕业生(定向委培生、委

托培养生除外)。

二、招聘公告：

1.招聘信息和公告在保亭黎族苗

族自治县人民政府网站上发布，公告

时间：2020 年 6 月 11 日至 6 月 17

日，共7天；

2.本次招聘事业单位工作人员38

名；

3.招聘的岗位性质为财政预算管

理事业编制，工资福利待遇按我县事

业单位现行工资福利标准执行；

4.本次招聘的具体时间和其他相

关事宜，以保亭黎族苗族自治县人民

政府网站公告为准；

三、报名及资格审查：

1.报名时间：2020年6月18日

8：00至6月24日16：00，共7天；

2.本次招聘采取网络报名的方式

进行，每人限报一个职位。考生应在

报名期间登录保亭黎族苗族自治县

2020年第二批公开招聘事业单位工

作人员报名系统https://kaoshi.da-

ijun.com/#/user/login/dw=

6dd7BSDorgQRXvRlBg -

cin9PSAh -

wHCv0a8iuM -

IrOkebI 填写报名

信息。报名开始 5

天内，考生可查看招

考职位的报名人数。

2020 海口兴福
村镇银行招聘20人公
告

一、招聘岗位及条件：1.小微客

户经理(10名)，通过对小微客户进行

调查、分析、评估等工作，帮助小微

客户从我行获取贷款，并完成一定量

化的其他金融产品营销；

2.综合柜员(6名)，在业务权限内

受理公司、个人、中间等各项业务，完

成储蓄、出纳等各项业务操作；

3.零售客户经理(4名)，负责面向

社区客户、开展以储蓄存款为主的零

售业务营销、活动实施等；

二、工作地点：海口市琼山区

三、薪酬福利：以上人员一经录

用，除享受国家规定的各类社会保险

和本行相应的福利待遇外，根据岗位

安排及应聘人员的表现等提供同业中

具有竞争力的薪资待遇；

四、报名方式：请登录http://

www.zhaopinzhuli.com 在 线 报

名，暂不接受其他报名方式；报名截

止时间：2020年6月30日；

五、咨询电话：0898-66520316

(周一至周五8：00-12：00，下午14：

00-18：00)

六、录用程序：本次为在编员工招

聘，应聘人员经考

试、体检、上岗培训

合格后，择优录用，

与我行签订劳动合

同，按国家相关规

定缴纳社会保险和

住房公积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