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琼海市2020年考
核招聘医疗卫生专业技
术人才公告

一、招聘职位

共招聘23名医疗卫生专业技术人

才。(详见职位表）

二、报名流程

（一）招聘时间及地点

2020年7月20日，海南医学院研

究生楼601教室。

（二）报名方式

1.网上报名：登录海招网（http://

hainan.zhaopin.com/）、海南省琼海市

政府门户网（http://qionghai.hainan.

gov.cn/）及用人单位门户网站查询并

下载《报名表》，发送到指定邮箱。

2.现场报名：7月20日上午9：00—

10：00报名，考生可自带报名表或直接

到面试地点填写报名表，并提交有关证

明材料原件、复印件进行审核。

三、联系方式

（一）市人民医院

联系人：吴老师15120707517

电 子 邮 箱 ： rsk62826351@163.

com

（二）市中医院

联系人：司老师13118938683

电 子 邮 箱 ： qh-

szyyrsk62810825@163.com

（三）市妇幼保

健院

联系人：黄老

师13876428421

电 子 邮 箱 ：

qhfyrs@163.com

海口市秀英区招
商引资服务中心招聘
公告

一、招聘岗位

招商专业技术岗

岗位职责：

1.负责分析研究秀英区产业招商

引资情况，学习借鉴先进的招商引资

工作经验，创新符合海口特色的高校

招商模式，提供作出全局决策的信息

资源；

2.负责客户入驻的具体招商条件

谈判及进场协调事宜，并帮助客户办

理各项入驻相关手续，使得客户顺利

入驻、开业。

二、报名流程

1.报名时间：2020年7月13日

8：30-7月19日16：30。

2.报考方式：采取网上报名的方

式，报名网址：httpzk.hnrczpw.

comindex.phpexamEXAMID=

2462）

三、联系方式

咨询人：王女士

咨询电话：13698940318 (咨

询时间：上午8：30～12：00，14：

30～17：00);

咨询地址：海口市秀英区向荣路

福秀小区政府第二办公区。

网上报名技

术 服 务 电 话 ：

0898-

66755323、

66755313

海南大学 2020
年附属幼儿园公开招
聘公告

一、招聘岗位

本次招聘幼儿教师共8人（其中

考核招聘1人、考试招聘7人）、一般

管理人员1人。

二、招聘条件

1.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

2.热爱教育事业，遵纪守法，具

有良好的品德和职业道德；

3.具有拟聘用岗位要求的工作能

力;

4.具有招聘岗位所要求的相应年

龄、学历、专业技术资格、工作经验

要求及其他资格条件。

三、报名流程

1.邮件报名相关要求

（1）报名时间：2020年7月16

日至2020年7月22日（以报名邮箱

收到报名邮件的时间为准）。

（2）邮箱：hndxyey@126.com

咨询电话：0898-66279284

联系人：沈老师

2.现场报名相关要求

（1）报名时间：2020年7月24

日（上午9:00—12:00时，下午15:

00—17:30时），逾期不予补报。

（2） 报 名 地

点：海南大学国际

学术交流中心酒店

大堂。

（3）现场报名

须本人到场，并现

场签名。

琼台师范学院附属
幼儿园2020年公开招
聘工作人员公告

一、招聘岗位

1.幼儿园教师岗1(招聘2名男教师）

学前教育、音乐、美术类专业

2.幼儿园教师岗2(招聘3名女教师)

学前教育专业

3.幼儿园保育员岗(至少1名面向

贫困毕业生)

学前教育专业

4.办公室文员岗

行政管理、教育管理、文秘、汉

语言文学、财务会计类专业

二、报名流程

(一)组织报名

1.报名方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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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名邮件格式“应聘岗位+姓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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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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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地点：琼台

师范学院府城校区

(府城中山路 8 号)

电教楼304室。

儋州市各镇土地
和房屋征收服务中心
事业单位2020年公开
招聘工作人员公告

一、招聘岗位

本次公开招聘名额共33名，具体

详见附件2。

二、报名流程

报名时间：2020年7月14日09:00

至7月20日17:00。

报名网址：http://zk.hnrczpw.

com/index.php/exam/?EXAMID=

2190

（1）登录报名网站填写报名登记

表及上传相关材料进行报名。报名网

站进入报名专区进行报名.

（2）网上报名时，上传证明材料

(以JPG图片格式)：报考人员应将有

效身份证正反面;户口本(首页与本人

页);毕业证;学信网打印的教育部学历

证书电子注册备案表(有二维码标识);

本人近期免冠蓝底证件照片;相应岗

位所需的其他证书和材料;留学回国

的报考人员，还须上传教育部的学历

认证;应聘时已与工作单位建立人事

(劳动)关系的人员须提供单位同意报

考证明。

三、联系电话

监 督 电 话 ：

0898-23318535

咨 询 热 线 ：

0898-66738760

保亭黎族苗族自治
县 2020 年教育卫生
“硕博”人才专项招聘
公告

一、招聘岗位

公开招聘岗位16个，招聘人数32

人，其中教育类岗位11个，16人;卫

生类岗位5个，16人。

二、报名流程

1.报名时间：2020年7月15日9:

00起至2020年7月21日16:00止。

2.报名方式：网上报名。

(1)保亭黎族苗族自治县2020年

“硕博”人才专项招聘教育类报名网

址 ： https://kaoshi.daijun.com/#/

user/login/dw=9f9aM1E10esqA -

rWUvCOaz8FOfhm6Qlpg -

ZgAF3kyblts

报 名 系 统 咨 询 电 话 ： 0898-

65230708(咨询时间：上午8:30-12:

00，下午14:30-17:30。

(2)保亭黎族苗族自治县2020年“硕

博”人才专项招聘卫生类报名网址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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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hp/exam/?EXAMID=2468

咨询电话： 0898- 66738761、

66755323(咨询时间：上午8:30-12:

00， 下 午 14:30-

17:30

三、联系电话

教 育 类 ：

0898-83666810

卫 生 类 ：

0898-83663005

海口市体育运动
学校2020年公开招聘
工作人员公告

一、招聘岗位

招聘2名事业单位工作人员。

二、报名流程

1、报名方式

网上报名，报名链接 (http://

weixun8848.mikecrm.com/

UfK91mF)

2、报名时间

2020年7月16日09时至7月20

日18时。

3、报名要求

报名人员需完整填写《海口市旅

游和文化广电体育局公开招聘报名登

记表》，并上传本人有效身份证(报名

与考试时使用的身份证必须一致)等相

应岗位所需的其他证书和材料。

联系方式

地址：海口市秀英区长滨路市政

府第二行政办公区 18 号南楼 3 楼

3042室

邮编：571108

联系电话：0898-32854302

联系人：王小字

监督电话：0898-68725357

咨询时间：

工 作 日 上 午 8:

30- 12:00， 下

午14:00-17:30

琼中行政审批服
务局 2020 年工作人
员招聘公告

一、招聘岗位

(一)综合窗口受理人员：10名

(二)审批辅助人员：13名

二、岗位职责

1.窗口服务工作：负责做好申请

人的资料接收、审核(形式审查)、受

理(信息录入)、业务咨询、“一次性告

知”、资料中转、综合出件等与窗口

工作相关的工作，并对窗口服务行为

进行标准化建设和管理；

2.审批辅助工作：负责配合审批

人员做好审批材料收集、扫描上传、

整理归档等审批辅助性工作；

3.数据处理工作：负责将符合法

定形式且齐全的申请材料，在综合受

理窗口业务系统中录入相关申请信

息，并打印发放相关凭据给申请人。

三、报名流程

1.报名时间：2020年7月11日

至2020年7月17日。

2.报名方式：本次考试采取网上

报名的方式进行，不收取报名费，逾

期不受理。

报名网址：http://zk.hnrczpw.

com/index.php/exam/?EXAMID=

2489

四、咨询电

话 ： 0898-

3638271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