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琼海市消防救援支
队合同制政府专职队
员招聘公告

一、招聘岗位及条件：战斗员（12

人）、驾驶员（8人）、接警员（3人）

二、报名时间和地点：2020年6月

10日至6月23日：上午8:00-12:00，

下午15：00-17：00；琼海市消防救援

支队（琼海市银海开发区龙二路3号

城北派出所旁琼海支队办公楼三楼

政治工作科）

三、联系人：刘国栋，电话：0898-

62912552、15120776686；周仁杰，电

话：0898-62912552、13807690018；

四、邮箱：356746252@qq.com；

五、提供以下材料：

（1）《琼海市消防救援支队招聘

报名表》（必须粘贴近期正面一寸免

冠相片，网上报名人员须附上电子

照片，另外审查时应携带近期正面

一寸免冠相片2张）；（2）身份证复

印件1份 （考试时须现场校验原

件）；（3）最高学历毕业证复印件1份

（考试时须现场校验原件）；（4） 户

口簿复印件1份（考试时须现场校验

原件）；（5）岗位要求的相关资格证

书复印件各一份 （考试时须现场校

验原件）。

六、咨询电话：0898—62912552

（琼海市消防救援

支队）

监 督 电 话 ：

0898—62926426

（琼海市消防救援

支队纪委）

关于保亭黎族苗
族自治县 2020 年第
二批招聘高校毕业生
到基层工作公告

一、招聘岗位：基层服务岗位(12

人)、基层服务岗位2（12人）、基层服

务岗3（12人）；

二、招聘时间：2020年6月9日至

6月14日，共6天；

三、报名时间：2020年6月15日

上午 8:00 至 19 日下午 17:30，共 5

天。报名方式采取网上报名方式进

行，不收取报名费；

四、提交资料：

1.毕业证(应届毕业生暂未发放

证书的，可开具学校证明)；

2.学信网《教育部学历电子注册

备案表》；

3.户口薄本人页；

4.本人近期2寸彩色证件照(jpg

格式，200kb以内)；

5. 应聘人员在 (http://zxgk.

court.gov.cn/)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

查询本人在全国范围内的失信被执行

人信息(截图提交)；

应聘人员要保持报名时登记的

手机号码畅通，如果错过任何一个环

节，立即取消聘用资格；

准考证打印时间：2020年6月22

日至23日。

五、监督咨询

电话：83661056、

83668451

报名咨询电话：

0898-65230708

海南省文化艺术
学校 2020 年公开招
聘公告

一、招聘岗位：本次公开招聘共

16人，具体招聘岗位及要求见《海南

省文化艺术学校2020年公开招聘人

员岗位表》；

二、报名时间、方式及要求：

（一）报名时间：2020年6月23日

16 时起至 2020 年 6 月 29 日 16 时；

（二）报名方式及要求：

采取网上报名的方式，报考人员

通过本公告提供的相关链接登录网络

报名系统，提交本人有效身份证、毕业

证、学历学位证、资格证等有关证明材

料，近期蓝底1寸免冠电子照片，未满

最低服务年限的在编在岗人员还需提

供所在单位出具的同意报考证明，如

岗位要求具有工作经验，需提供相应

工作经历证明；

报名者所提交材料必须真实、准

确，如有不符或弄虚作假的，一经查实

即取消考试资格或聘用资格；

（三）联系方式：

咨询方式：郑老师15120840501、

0898-65716210

投诉电话：陈华清13648680196、

0898-68570067

报名地址：http://zp0898.pzhl.

net/index.php

单位地址：

海南省海

口市美兰区桂

林洋经济开发

区桂林洋大道

10号

2020年海南文昌
市人民医院编外合同
制药学人员招聘公告

一、招聘人数及岗位条件

(一)岗位一：中药房药品调剂人员

1名；

(二)岗位二：西药房药品调剂人员

2名。其中，2020年应届毕业生1名、

往届生1名；

二、报名时间：

2020年 6月 12日至 2020年 6

月30日

三、报名所需材料：

1、《文昌市人民医院/同济文昌

医院招聘报名表》；

2、毕业证、学位证、身份证、资格

证书(如有)及其他佐证材料；

3、应聘者所提交的材料必须真

实、齐全，如有不符或弄虚作假的，一

经查实，立即取消考试资格；

四、报名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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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联系方式：

(一)联系人：陈老师、叶老师

(二)联系电话：

0898-6338285

(三)医院地址：

海南省文昌市文城

镇文清大道42号

（ 四) 邮 编 ：

571321

海口市秀英区面
向大学生村官考核招
聘镇级事业单位工作
人员公告

一、招聘岗位：

根据我区各镇事业单位编制、岗

位空缺情况，统一招聘安排大学生村

官到当前所服务的镇事业单位。被聘

用者统一录用为财政全额预算事业单

位九级管理岗位工作人员，具体岗位

及人数详见《海口市秀英区定向考核

招聘乡镇事业单位工作人员职位表》，

工资福利待遇按我区事业单位现行工

资福利标准执行；

二、招聘对象：

考核招聘对象为2013年以来全

省统一选聘安排到我区农村基层服务

期满且目前在岗的大学生村官，并承

诺继续在基层服务3年及以上，期间

不得调动；

三、招聘程序和方法

（一）招聘信息发布时间：2020年

6月11日至2020年6月17日；

（二）报名时间和地点

1.报名时间：2020年6月18日至

2020年6月20日（共3天）；

2.报名地点：秀英区人社局会议

四、其他事项

招聘方案中未

尽事宜，由考核招

聘工作领导小组负

责解释。咨询电话：

0898—68631639

（区人社局）。

海南省农垦投资
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2020年人才招聘公告

一、招聘岗位及要求：人力资源部

文秘岗1人。

二、岗位要求：

(1)身体健康，35周岁以下(1985

年6月以后出生)能力特别突出的可放

宽年龄限制，中共党员，全日制本科及

以上学历，人力、中文、新闻、思想政治

等相关专业，3年以上文秘综合工作

经验，有一定的组织协调能力和较强

的文字写作能力，公开发表过作品者、

有政府、中央企业、大型国企相关岗位

工作经历者优先；

(2)文字功底强，具有较全面的写

作能力；

(3)具有较强的政策敏感性，具备

较强的语言表达能力、人际沟通能力

和组织协调能力；

(4)工作积极主动，踏实稳定，严谨

细致，保密意识强，具有较强的责任心

和团队合作意识，执行力强；

三、工作地点：

海南省海口市

四、报名时间及方式：

即日起至2020年6月30日止。

意向人员请将应聘人员报名登记

表学历学位证明

和职称证明(复印

件)等资料发至

邮箱：hkkghr@

163.com，邮 件

主题为“应聘岗

位+姓名”。

海南省广播电视
互联网监察监测中心
2020年公开招聘事业
编制工作人员公告

一、招聘范围、招聘岗位、人数及

薪酬待遇：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事业编

制专业技术人员，招聘岗位为广播电

视监测，1人。被聘用者为事业单位工

作人员，享受政策规定的薪酬待遇；

二、招聘程序及方法：

1.报名时间：2020年6月23日9:

00至7月14日17：00(节假日正常报名)；

2.报名方式：网上报名；

3.报名要求：报名人员须下载并完

整填写《海南省广播电视互联网监察监

测中心公开招聘报名登记表》，连同本

人相关材料，具体包括个人简历、身份

证（本人有效期内身份证，正反面合并

在一张图片上，报名与考试时使用的身

份证必须一致）、学历证、学位证及近期

正面免冠彩色1寸照片等材料的原件扫

描成电子版，上传报名。属于委培、定

向及在编在岗人员的，需提交原委培、

定向单位及工作单位同意报名的证

明。报名材料以JPG图片格式上传，技

术咨询电话：0898-66738760,0898-

66755313。（材料必须完整提供，未完

整提供致未通过资

格审查的，其后果由

报考人员本人承担）

三、联系电话：

0898-68680492；

监督电话：

0898-68680496

海口市龙华区教育
局2020年面向社会公
开招聘第一批幼儿园
临聘教师通告

一、招聘岗位和名额：

第一批公开招聘幼儿园专任教师

447名、保育员215名和卫生保健人员

34名；第二批临聘人员招聘名额根据

实际需求确定。聘用人员为龙华区事

业单位非在编人员；

二、招聘条件：

1.报考幼儿园专任教师岗位的须

专科及以上学历，具有幼儿园教师资格

证书；2.报考保育员岗位须高中以上学

历，具有保育员证和健康证；3.报考卫生

保健人员须有医学相关专业的普通中

专以上学历，持有相关执业资格证或托

幼机构卫生保健人员培训合格证；4.以

上岗位不限户籍，报考幼儿园教师岗位

要求年龄在45周岁以下(即1974年7月

1日以后出生)；保育员岗位要求年龄在

50周岁以下(1969年7月1日以后出生)；

卫生保健人员岗位年龄不限；

三、报名时间：

2020年6月16日至23日

相关证件的扫描件请以姓名+报

考岗位命名文件，压缩后发送到邮箱

nfgjhr_001@nfgjhrhk.

com，或直接联系微

信18976128719 曹

老师，不收报名费；

四、咨询电话：

0898-66568646

0898-6656863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