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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方市面向全国考
核招聘农业系统专业
技术人才公告

一、招聘岗位名额及条件

招聘岗位及名额。本次考核招

聘农业系统事业编制专业技术人才

共3名，其中农业农村工程专技岗

1 名、农业农村发展规划专技岗 1

名、农产品市场营销专技岗1名。

二、招聘程序

（一） 发布招聘公告。通过海

招网、东方市人民政府网站发布。

（二）报名时间

报名时间为：自 2020 年 6 月

25 日至 7 月 15 日下午 16:00 止。

未在报名时间内 （应聘人员邮寄时

间为准） 发送报名资料的而影响考

试的后果自负。

（三）报名要求：

1.职位要求的专业以 《2018年

度海南省考试录用公务员专业参考

目录》（附件 5） 为准，应聘人员

所学专业一律以学历证书所载专业

为准，应与职位要求专业一致。

2. 每名应聘人员限报一个职

位, 通过资格初审的应聘人员不

能再报考其他职位，并须使用同一

有效居民身份证参加考试。

咨 询 电 话 ： 0898- 25530626

（ 东 方 市 人 社

局 ） 0898-

25522746 （东 方

市农业农村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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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要求见附件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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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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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南省广播电视
互联网监察监测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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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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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报名方式及要求

报名方式：采取网上报名的方

式。

（三）资格审查

招聘领导小组组织人员于报名

时间截止10天内完成对应聘人员资

格条件的初审，对符合条件的考生

统一核发笔试 《准考证》。并于面

试前对参加面试人员进行资格条件

复审，面试人员应提供本人有效期

内身份证、准考证、毕业证、学历

学位证等相关证明材料的原件。经

初审符合报考条件人数的比例不低

于1:3方可组织笔试。资格初审合

格应聘人员名单在阳光海南网网站

上公布。

三、联系方式

联系电话：

0898-

68680492

监督电话：

0898-68680496

临高县卫生健康
委员会

一、招聘岗位人数及待遇

根据需要，我县卫健系统借助

本次临高县全球招聘平台，面向全

球公开招聘医疗卫生事业单位特设

岗位(不纳入编制)工作人员 81 名，

被聘用人才与我县签订协议后上岗

并享受相应岗位的薪酬待遇。

二、招聘方式

采取考试与考核方式招聘。县

人民医院、县中医院、县妇幼保健

院应聘中级及以上医师或技师岗位

的由临高县卫生系统人才招聘工作

组组织考核招聘；县疾控中心应聘

的人员以笔试与技能考试 （面试）

方式进行招聘。

三、招聘具体程序和时间

（一）发布招聘信息

招聘信息在海招网、临高县人

民政府网站同时发布，信息公布时

限从2020年 4月1日起至2020年 6

月26日。

（二）组织报名

1. 报名时间：从本公告发布之

日至2020年6月30日下午17:00；

2. 报名方式：网上报名方式。

每位应聘人员只允许选报 1 个岗

位，按照规定报名时间登录网上报

名系统

联 系 电 话 ：

0898- 28280317

（临高县卫健委组

织人事室）

定安县2020年
公开招聘中小学和幼
儿园教师公告

一、招聘岗位、人数及待遇

2020年我县计划面向全国公开

招聘中小学和幼儿园教师 209 名，

其中高层次高中教师10名、普通高

中教师26名、小学教师83名（含面

向定安县建档立卡贫困户高校毕业

生招聘3名）、幼儿园教师90名。

聘用人员纳入招聘单位事业编

制，按相关规定享受待遇。高层次

高中教师按高级教师岗位聘用，享

受同等条件教师待遇，符合条件的

享受高层次人才引进政策。

二、招聘程序

(一)报名

本次招聘报名在网上进行，每

位报考人员限报一个岗位，报名不

收取任何费用。报考人员报名前应

认真阅读招聘公告，了解招聘岗位

有关要求，选择符合条件的岗位进

行报名。

1.报名网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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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hp/exam/?EXAMID=2435

2.报名时间：2020年6月21日

8:30至2020年6月27日16:00。

三 、 联 系

人：周老师，咨

询电话： 0898-

63831818

深海科学研究部
深海生物活性物质研
究组招聘项目助理

一、招聘岗位及要求

岗位名称：深海生物活性物质研

究组项目助理（1人）。

岗位职责：

1. 协助研究组组长进行实验室

的日常管理和维护工作。

2.完成交付的科研任务，撰写研

究报告和学术论文。

任职条件：

1.具有海洋生物学、微生物学或

分子生物学等相关专业硕士学位。

2. 具有较强的责任心和团队协

作意识、具有较强的沟通及组织协调

能力。

3. 积极参与研究组的各项科研

工作，完成研究报告和论文撰写。

二、应聘流程

1.采用电子邮件报名方式，符合

条件者，请填写应聘申请表。

2.报名时间截止至2020年 7月

31日

3.应聘人员如实填报个人资料，

如有虚假，取消录用资格。

4.应聘过程严格执行国家、中科

院相关回避制度。

三、联系方式：

联系人：王珊

珊、孙毅、韩壮

电 话 ：0898-

88222070

2020海口兴福村
镇银行招聘20人

一、招聘岗位及条件

(一)小微客户经理(10名)

岗位职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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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综合柜员(6名)

岗位职责：在业务权限内受

理 公 司 、 个 人 、 中 间 等 各 项 业

务，处理日常现金收付业务，完

成储蓄、会计、出纳的各项业务

操作，为客户提供方便、快捷、

优质的服务。

(三)零售客户经理(4名)

岗位职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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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户维护

与目标达成。

二、应聘方式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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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报名截止时间：2020 年 6月

30日。

3. 咨询电话：0898-66520316

( 周 一 至 周 五 8：

00- 12： 00， 下

午 14： 00- 18：

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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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招聘岗位及人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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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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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