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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沙市事业单位
招聘公告

一、招聘岗位

三沙市新闻中心七级管理岗位工

作人员1名

1.大学本科及以上学历，年龄40

周岁及以下，中共党员；

2.熟悉电子信息系统、计算机网

络技术、信息化平台管理维护等相关

业务，现从事相关岗位工作并连续5

年以上；

3.有较强的组织协调能力和实际

操作工作经验的事业单位八级或企业

中层管理岗位人员；

4.政治立场坚定，拥护中国共产

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身体健康，

能适应岗位工作要求，能够接受和服

从到基层岛礁和海域工作生活的组织

安排。

二、招聘程序

（一）发布公告

在海招网和三沙市人民政府门户

网站发布招聘公告。

（二）网上报名

本次招聘采取网上电子邮箱报

名，不接受其他方式报名。请将报名

需提交的材料，打包发送至邮箱ss-

gwygl@163.com，邮件命名采取统

一名称“新闻中心+姓名+手机号码”

书写。

报 名 时 间 ：

2020年6月28日—

7月4日。

咨询电话：0898-

66778897、

16689587628

海南省海洋与渔
业科学院 2020 年招
聘公告

一、招聘岗位和人数

根据《海南省事业单位公开招

聘人员实施办法》（琼人社发[2011]

100 号）、《海南省事业单位考核招

聘工作人员暂行规定》（琼人社发

[2013]19号）等文件要求，结合工作

需要，我院拟面向社会公开招聘博

士研究生 16名。详见 2020 年公开

招聘专业技术人员职位表。

二、应聘者请提供以下材料

（E-mail形式）

1. 个人学习和工作简历（从读

大学开始）；

2. 能反映本人专业水平的有关

材料（包括专业技术证书、论文著

作、项目成果、获奖情况等）；

3. 学历证和学位证扫描件，应

届毕业生提供毕业生推荐表扫描

件；

我院将对应聘资料进行筛选，

合则约见，届时需提供上述材料原

件备查。

联系人：解老师、赖老师

邮编：571126

电话：0898-65349603

E- mail： hnhkyrs0898@163.

com，邮件标题注

明：应聘岗位+本

人姓名+学位+毕

业学校+所学专

业+高校人才网。

海南省公安厅政
治部关于公开招聘警
务辅助人员的公告

一、招聘人数、主要职责

（一）厅留置监管陪护总队招聘

133 名，其中男性 110 名、女性 23

名，主要从事留置监管看护工作。

（二）厅出入境管理局招聘9名，

其中男性6名、女性3名，主要从事

59国免签工作。

具体招聘岗位表详见附件。

二、招聘程序

（一）发布招聘信息

通 过 海 南 省 公 安 厅 政 务 网

（http://ga.hainan.gov.cn/）面向社

会公开发布招聘公告。

报名时间：2020年 6月 29日 8:

00 至 7月 3日 16:00 止。过期报名

系统自动关闭。

海南省公安厅咨询电话：1.报考

厅留置监管陪护总队联系人王警

官 ，电 话 ：68836697，传 真 ：

68836544；2. 报考厅出入境管理局

的联系人周警官，电话：68580626，

传真：68580601；3.举报投诉请联系

海南省公安厅政治部人事处，电话：

68836050，传真：68836089。

报 名 技 术 服 务 ：0898-

65230708。咨询时间，上午：9:00-

12:00，下午：14:

30- 17:30，节 假

日不接受报名咨

询。

海南国际资源（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招聘
公告

一、招聘岗位

（一）运营管理部经理1名

（二）综合管理部副经理1名

二、招聘工作程序

（一）发布招聘公告

发布招聘公告：在海南省地质

局门户网站。

公告发布时间：2020 年 6月 24

日-7月7日。

（二）报名方式及时间

本次招聘只接受网上报名。报

名时间：6月 24日-7月 7日。应聘

者可通过公告发布网站下载《海南

国际资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0

年公开招聘报名表》(附件)报名，应

聘者须如实填写《报名表》，并将《报

名表》和相应证明、证件的扫描件作

为附件，发送至国际资源人力资源

部，邮箱：465854702@qq.com。联

系 电 话 ：15808972352；0898-

66567203。

（三）资格审查

1. 时间：2020 年 6 月 26 日至 7

月10日。

2. 审查内容：应聘者《海南国际

资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

公 开 招 聘 报 名

表》、本人有效身

份证件、毕业证、

学位证、职称证，1

寸近期免冠彩照

及其他相关材料。

2020 年三亚市
崖州湾科技城管理局
招聘党建专员公告

一、岗位职责：

1.策划撰写党建工作材料等文书

工作；

2.负责党群活动的策划、组织和

实施；

3.协助指导做好党员发展教育管

理和党组织建设等基层党建工作；

4.不断优化基层党组织运行机制

和制度流程；

5.协助做好其他党群有关工作。

二、任职要求：

1.统招本科及以上学历，中共党员；

2. 具有 2-3年机关党建工作经

验，或国有企业党委工作部门工作经验；

3.政治立场坚定，品行端正，具

有一定的办文办会能力和良好的组织

协调能力。

三、报名流程：

1.报名时间：

2020年6月22日至2020年7月

15 日 （工作日上午 8：00 至 12：

00，下午14：30至18：00）

2.报名方式：

网上报名。下载《汇智招聘报名

表》（见附件）

邮箱地址：zhao-

pin@huizhihr.

com

3. 联系电话：

0898-88391236

海口国际商事调
解中心招聘公告

一、招聘岗位：专职调解员3名。

二、工作地点：海口市国贸三横路

原市人民检察院办公楼。

三、岗位职责：

纠纷（争端）调解服务：协助特邀

调解员依法调解投资贸易、金融、知识

产权、房地产等各类国内外商事纠纷

（争端），开展涉外法律查明工作，做好

调解案件的相关准备工作、案件登记

归档、文书制作、资料和文案记录、与

有关部门和人员沟通协调及办理海口

国际商事调解中心日常工作。

报名时间：

2020年6月30日至2020年7月

10日(国家法定节假日和双休日不接

受报名)。

报名方式：现场报名。

报名材料要求：应聘者需提供个

人简历（附照片）、本人身份证、户口

簿、毕业证、学位证、职业技术资格证、

获奖证书等有效证件原件及复印件，

近期小2寸免冠蓝底彩照2张。

报名材料提交地点：海口市金贸

东路与明珠路交界处华润大厦B座

18层1807号北京中伦（海口）律师事

务所

报名材料提交

时间：工作日上午

9:00-12:00，下午

14:30-17:30。

四、咨询电话

18279558007

2020年东方市考
核招聘事业编制高层
次医疗卫生专业技术
人才公告

一、招聘岗位名额及条件

（一）招聘人数

考核招聘市人民医院、市东方

医院、市中医院相关岗位共 39 人

（详见附件 1《2020 年东方市考核

招聘事业编制高层次医疗卫生专

业技术人才岗位表》）。

（二）岗位性质

1. 招聘的人员纳入用人单位正

式事业编制人员管理，职称聘用不

受单位岗位比例限制。

2. 按副高级职称年薪 20 万、正

高级职称年薪 30 万的标准，由市

财政在当前事业单位工资标准上

补足差额薪酬，并统发到用人单

位。

二、招聘程序

（一）报名时间

自 2020 年 6 月 26 日上午 8:00

至 7 月 5 日上午 12:00 止。未在报

名时间内发送报名资料的而影响

考试的后果自负。

联系人：陈主任，联系电话：

0898-25522801

报 名 网 站 技

术 咨 询 电 话 ：

66755313

澄迈县2020年公
开选调机关工作人员
公告

一、选调职位、职数及岗位要求

（一）职位、职数

面向全省公开选调在编在岗三

级主任科员及以下职级公务员 6

名。具体为：

1.中共澄迈县委办公室2名；

2.中共澄迈县委组织部2名；

3.澄迈县人民政府办公室2名。

二、选调对象

（一）选调对象

实施公务员法机关中已进行公

务员登记备案且在编在岗的副科级

及以下职务（或三级主任科员及以

下职级）的公务员，或参照公务员法

管理机关（单位）中已进行参照登记

备案且在编在岗的副科级及以下职

务（或三级主任科员及以下职级）工

作人员（不含聘任制公务员）。

二、选调程序

（一）报名

报名时间：自2020年 6月 22日

8:00 至 7月 10日 16:00 止（不含节

假日）

电话咨询：0898-67613272

短信咨询：13158913041

地址：海南省

澄迈县金江镇文

化北路县委大院

办公楼514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