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琼台附属幼儿园
公开招聘

一、招聘对象与范围

面向全国招聘2020年应届毕业生

（校园招聘）8名，其中幼儿园教师（专

业技术岗人员）5名（分别招聘2男教

师、3名女教师），幼儿园保育员（专业

技术岗人员）2名（至少1名面向2020

年应届贫困毕业生，当资格审查符合条

件人数达到6名报考人员时，全部面对

贫困毕业生），办公室文员（管理岗人

员）1名。

二、报名程序

1．报名方式：应聘人员在以下规

定时间内按报名要求先通过电子邮件报

名，再进行现场确认，不受理邮寄报名

材料。每名报考人员只能报考一个岗

位。

（1） 报名邮箱： ren915@163.

com；报名邮件主题和附件的文件名均

须按“应聘岗位+姓名”的格式书写。

（2）联系人:陈老师、李老师，电

话:0898—65735080，

13098923646。

2．报名时间

从招聘信息发布之日起至2020年

7月20日18:00前受理报名（以报名邮

箱收到报名邮件的时间为准）。

3.报名现场确认（可委托他人现场

确认并提交材料）

（1） 时 间 ：

2020年7月21日上

午8:30-12:00、

下 午 14:30- 17:

00。

海南师范大学附
属中学 2020 年引进
优秀教师公告

一、招聘岗位

本年度面向省内外引进在编

教师 23 人。

二、岗位职责

1. 具有较高的政治素质，热爱

教育事业，师德高尚。

2. 年龄在 30 周岁以下，具有

事业单位正式编制。

三、报名流程

（一）报名时间：

2020 年 6 月 30 日 8:00 至

2020 年 7 月 15 日 17:00 时止。

（二）报名方式及地点

网上报名与微信公众号报名

方式：

报名网址 http://www.hsfze-

du.cn

报名微信公众号：海南师范大

学附属中学

（三）报名要求

1. 请自行下载《海南师范大学

附属中学 2020 年优秀教师引进报

名表》(见附件 1)。

2. 按规定填写相关信息，提供

2 张大一寸电子照片，发送到我校

邮箱 b65728088@163.com。

3. 报 名 查 询

电 话 ： 0898-

65728088。

海口市美兰区
2020 年面向大学生
村官考核招聘镇级事
业单位工作人员公告

一、招聘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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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招聘对象存在下列情形之一的，

不得聘用：

(一)违反计划生育政策的;

(二)因违法违纪行为正在接受审

查或受党纪政纪处分影响期限未满

的;

(三)有法律、法规规定不得聘用的

其他情形。

二、招聘岗位

灵山镇农业服务中心管理岗位1个、

灵山镇市政服务中心管理岗位1个、

演丰镇公共服务中心管理岗位1个、

演丰镇公用事业中心管理岗位2个、

三江镇农业服务中心管理岗位1个、

大致坡镇农业服务中心管理岗位1

个。

四、报名流程

1.报名时间：2020年7月8日至

2020年7月14日(工作时间)。

2. 报名地点：

海口市美兰区群上

路1号美兰区机关

办公楼10楼 1003

室.

3. 联系电话：

0898-65358281。

海口市美兰区江
东新区动迁工作指挥
部 2020 年招聘工作
人员公告

一、工作单位：

海口市美兰区江东新区动迁工作

指挥部

二、工作地点：

海口市美兰区

三、工作岗位：

综合岗

四、招聘人数：

若干名

五、岗位要求：

1. 大专以上学历，男女不限;

2.建筑类、城市规划、中文、法

律、档案管理等相关专业;

3. 有政府部门工作或征地、棚

改、拆迁工作经验者优先考虑;

4.具有良好的理解、沟通能力，

较强的洞察力和社会交往能力;

5.高度的责任心，良好的承压能

力和团队精神;

6. 熟练掌握驾驶技术者(有驾

照)、懂海南话者优先录用;

六、报名时间：

2020年 7月 3日至 2020年 7月

13日

邮箱：youxingmlqjdb@haik-

ou.gov.cn

咨 询 电 话 ：

65512103。

海口市龙华区综
合行政执法局 2020
年工作人员招聘公告

一、招聘岗位及名额：

本次招聘五名法务专员(不限

男女)

二、任职要求

35 周岁以下，本科学历，限法

学专业。

二、招聘流程：

1. 报名邮箱：1027878225@qq.

com

2. 咨询电话：0898-36382802、

0898-36382797

3. 面试地址：海口市龙昆北路

19 号龙华区政府海口市龙华区综

合行政执法局

4. 报名时间：2020 年 7 月 1 日

至2020年 7月15日

三、报名资料：

1. 本人近期免冠 1寸彩色相片

和个人简历

2.身份证正反面复印件

3.学历毕业证书复印件

4. 资格不符、材料不全者谢绝

报名;

5. 应聘者递交简历及相关材料

后，由海南南海网人力资源开发有

限 公 司 组 织 人

员审查，经审查

合格的人员，将

通知进行面试，

面 试 时 间 另 行

通知。

海口市人民检察院
2020 年招聘宣传和
新媒体工作人员公告

一、应聘基本条件

(一)大学本科以上学历，新闻、

中文、广告传播、法律、影视制作、

计算机、编辑出版等相关专业毕业，

具有两年以上相关媒体或者新媒体工

作经验者优先考虑;

(二)具有一定的稿件写作能力和

摄影摄像水平的优先;

(三)具备良好的语言表达能力和

文字功底，头脑灵活，能承担较大工

作压力.

二、岗位具体条件

(一)熟悉摄影工作基本常识，具

备一定的美术功底，精通熟悉新媒体

相关制作软件;

(二)能熟练使用PS、PPT软件，

制作图解新闻、H5等新媒体产品;

(三)具备一定的新闻稿件采编常

识，有较好的文字表达能力和新闻策

划能力;

(四)有媒体从业经历者优先。

三、招聘程序

(一)报名时间：2020年7月4日

8:00至7月17日16:00。

(二)报名方式：采取网上报名。

报 名 邮 箱

75139292@qq.

com。

工作地点：

海口市龙华区

民声东路9号海口

市人民检察院。

定安县 2020 年
特殊教育教师招聘公
告

一、招聘人数和岗位

本次校园招聘计划招聘教师12

名。

二、招聘条件

1.热爱特殊教育事业，具备扎实

的教育公共知识和特殊教育专业知

识、技能；

2.年龄在18周岁以上，35周岁

以下（1984年7月10日至2002年7

月8日期间出生）；

3.所学专业为特殊教育专业；

三、报名流程

1.本次考试报名采取网上报名方

式进行，不收取报名费。

报考人员在进行报名时务必记住

本人的报名表编号和管理密码，否则

不能进入系统下载打印准考证等，由

此产生的后果，由报考人员自行承

担。

2.报名时间：

2020年7月9日08:30—2020年

7月13日16:00，逾期不予受理。

3.报名网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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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hp/exam/?

EXAMID=2429

4. 联 系 电

话 ： 0898-

63831818。

琼 台 师 范 学 院
2020 年公开招聘辅
导员公告

一、招聘对象

因工作需要，面向全国公开招聘

辅导员（专业技术人员岗）8名（男女

各招聘4名），其中2名（男女各1名）

面向2020年应届贫困毕业生。

二、报名流程

1．报名方式：应聘人员在以下规

定时间内按报名要求先通过电子邮件

报名，再进行现场确认，不受理邮寄报

名材料。

（1）报 名 邮 箱 ：ren915@163.

com；报名邮件主题和附件的文件名

均须按“应聘岗位+姓名”的格式书

写，书写不规范的邮件可视为无效邮

件；邮件发送成功后会有自动回复邮

件。

（2）联系人:陈老师、李老师， 电

话:0898—65735080，13098923646。

2．报名时间

从招聘信息发布之日起至2020

年7月15日18:00前受理报名。

3.报名现场确认（可委托他人现

场确认并提交材料）

（1）时间：

2020年7月16日上午8:30-12:

00、下午 14:30-

17:00。

（2）地点：琼

台师范学院桂林

洋校区行政楼410

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