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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亚市海棠区龙
海大社区综合服务中
心2020年招聘公告

因工作需要，现面向社会公开

招聘三亚市海棠区龙海大社区综合

服务中心辅助性工作人员，招聘信

息具体如下：

一、岗位设置

（见附件）

二、报名流程

1.截止时间：2020年8月10日。

2.报名材料：《三亚市海棠区龙

海大社区综合服务中心招聘报名

表》；《教育部学历证书电子注册备

案表》;身份证复印件;毕业证书复

印件;学位证书复印件(本科及以上学

历提供)；户口本本人页及户主页复

印件；退役军人需提供《退伍证》;

党员需提供中国共产党党员证明;有

驾驶证者需提供驾驶证。

3. 应 聘 人 员 材 料 投 递 邮 箱 ：

2940259188@qq.com。(请应聘人员

把报名材料压缩至一个文件夹，压

缩文件以“报考岗位+姓名”来命

名，并投递至电子邮箱。注：每人

仅限报考一个岗位)

注：我司将根

据应聘者简历进行

筛选，择优进行面

试。

三、联系方式

咨 询 电 话 ：

0898-88215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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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亚市育才生态
区育才大社区综合服
务中心和雅亮大社区
综合服务中心公开招
聘社区工作人员公告

为了更好的做好社区管理工作，
由三亚市育才生态区作业主单位，对
三亚市育才生态区育才大社区综合服
务中心、三亚市育才生态区雅亮大社
区综合服务中心社区工作人员公开招
聘非事业编工作人员26名。

一、岗位职能
包括党群服务、政务服务、公共

治理服务、生活服务、公共法律服
务、健康服务、文化服务、劳动就业
和社会保障服务、自治共治服务、教
育科普服务等方面的基层服务及管理
功能。

二、报名流程
1.公告时间：2020年7月31日-

2020年8月3日。
2.报名时间：2020年8月4日8：

00至2020年8月10日17：00。
3.报名方式：网上报名。
4. 报名网址：http://zp0898.

pzhl.net/index.php/exam/?EXA -
MID=1181。

三、联系方式
咨 询 电 话 ：

0898-65313743
监 督 电 话 ：

0898-88953023
报名技术咨

询电话：0898-
65313743

扫码了解详情

扫码了解详情

中共三亚市委网
络安全和信息化委员
会办公室 2020 年公
开招聘下属事业单位
工作人员公告

根据《海南省事业单位公开招聘
人员实施办法》（琼人社发 〔2018〕
516号）精神,三亚市互联网新闻传播
研究中心因工作开展需要，拟面向社
会公开招聘工作人员3名。

一、招聘岗位
本次计划公开招聘三亚市互联网新

闻传播研究中心3名事业编制人员。
二、报名流程
1.报名时间：2020年8月10日9:

00—2020年8月19日17:00。
2.报名方式：网上报名。报考人员

应在报名期间登录考试报名系统网
址 ：（http://zk.hnrczpw.com/in-
dex.php/exam/?EXAMID=2491）
选择符合条件的岗位报名。

3.报名材料：应聘人员需填写《中
共三亚市委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委员会
办公室2020年公开招聘下属事业单位
工作人员报名表》由本人签名后上传
图片;有效身份证；户口簿首页及个人
页；学历、学位证书；诚信承诺书等。

三、联系方式
咨 询 电 话 ：

（0898）
88279945

技术支持电
话 ： 0898-
66738760,
0898-667553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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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中国海
洋大学三亚海洋研究
院技术人员招聘公告

根据工作需要，按照公开招聘、
全面考核、择优录用的原则，中国海
洋大学三亚海洋研究院拟公开招聘技
术人员6名。现将有关事宜公告如下：

一、岗位职责
(一)岗位一：深远海立体观测网

支撑保障技术人员
岗位职责：负责深远海立体观测网

支撑保障与信息服务中心的仪器管理及
日常维护等工作;做好研究院安排的其
他工作。

(二)岗位二：热带海洋生物种质
资源开发和种业工程实验室技术人员

岗位职责：负责实验室日常管理
工作;开展水产养殖装备研发工作;做
好研究院安排的其他工作。

二、报名方式
应聘者填写《应聘人员简历》、《应

聘人员信息汇总表》，并将《应聘人员
简历》《应聘人员信息汇总表》和相关
材料扫描件发至邮箱:soi@ouc.edu.
cn，报名截止时间：2020年8月15日。

三、联系方式
联系人：王老师
联系电话：0898- 88707071，

15376739855
邮箱：soi@ouc.edu.cn
邮 编 ：

572024
通 讯 地 址 ：

海南省三亚市崖州
湾科技城用友产业
园1号楼7层中国
海洋大学三亚海洋
研究院

网址：www.zmgrcw.com 刊登热线：0898-68553532 13519887499 地址：海口市金盘路30号

单位招考
2020年8月7日星期五 美编/许芳

T05

海南省洋浦经济
开发区 2020 年面向
全省公开选调司法助
理员公告

为进一步加强基层司法行政队

伍建设，提升基层司法行政工作水

平，洋浦经济开发区管委会决定面

向全省选调三名司法助理员，现公

告如下：

一、选调范围及人数

全省党政机关主任科员及以下

具有公务员身份人员3名。

二、报名流程

1.报名时间：2020年8月1日至

8月10日。

2. 报名方式：网上报名。凡符

合选调条件的人员，可通过洋浦经

济开发区门户网站 （http://yang-

pu.hainan.gov.cn）下载《洋浦经济

开发区选调司法助理员报名登记

表》，并将登记表、本人身份证、学

历学位证书扫描件及近期2寸正面

半身免冠彩照压缩文件夹 （文件夹

名为姓名+手机号）发送到指定的邮

箱。

三、联系方式

中共洋浦工委政法委：杨莉

邮政编码：578101

电 子 邮 件 ：

18789500877@

189.cn

咨 询 电 话 ：

0898—

28822601、

288218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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儋州市卫生健康委
员会 2020年面向社
会公开招聘卫生健康
事业单位编内专业技
术人员公告

为充实我市卫生专业技术人才队
伍，结合我市卫生健康事业实际，
2020年面向社会公开招聘我市卫生健
康事业单位编内专业技术人员251名。

一、招聘岗位
本次招聘面向社会公开招聘251名

专业技术人员（工作人员）。
二、报名流程
1.公告时间：2020年7月26日至

2020年8月1日。
2.报名方式：网上报名，主要上传

报名有关材料、查询资格审查结果等。
3.报名网址:http://zk.hnrczpw.

com/index.php/exam/?EXAMID=
2522。

4.报名时间：2020年8月2日上
午08:00-8月8日下午18:00 。

5.报名材料：填写《儋州市2020
年面向社会公开招聘卫生健康事业单
位编内专业技术人员报名表》；本人近
期正面免冠证件照片;有效身份证;毕
业证;中国高等教育学生信息网打印的
学历认证材料等。

三、联系方式
监 督 电 话:

0898-23315854
网上报名系统

咨询电话:0898-
66755323、
66502026

文昌市面向建档立
卡贫困户高校、高中职
院校（含技工学校）
2020年应届毕业生招
聘工作的公告

为进一步落实贫困劳动力务工专
项行动，经研究，决定面向我市建档
立卡贫困户高校、高中职院校（含技
工学校）的2020年应届毕业生招聘为
基层事业单位工作人员。

一、招聘岗位
本次招聘共56名基层事业单位工作

人员，具体职位和资格条件等详见附表。
二、招聘流程
1.信息发布：通过文昌市人民政府

网 （http://wenchang.hainan.gov.
cn/）、海招网（http://hainan.zhao-
pin.com/）、各镇人民政府等方式向社
会公布，公告时间8月1日至8月7日。

2.报名时间：8月8日至8月14日。
3. 报名地点：市人社局 510 室

（地址：文昌市文城镇文府路市委、市
政府办公楼西副楼510室）。

4.报名方式：现场报名。
三、联系方式
举报电话：0898-63330871（市

纪委信访室）；0898-63330171 （市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
障局办公室）。
联系人：朱惠婷
咨询电话：0898-
63330057 （市人
力资源和社会保障
局人力资源管理
室）

2020 年海南省
环境地质勘察院编外
人员招聘公告

根据海南省环境地质勘察院院属
企业三亚水文地质工程地质勘察业务
需要，海南省环境地质勘察院委托海
口智杰人力资源开发有限公司坚持

“公开、平等、竞争、择优”的原则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6名合同制专业技
术人员，现将有关事项公布如下：

一、招聘单位、岗位和人数
1.招聘单位：
三亚水文地质工程地质勘察院。
2.招聘岗位和人数：
（1）注册岩土工程师1名;
（2）工程部技术员3名;
（3）设计室技术员2名。
二、报名程序
1.发布招聘公告：在海南省地质

局门户网站发布招聘公告。
2. 公告发布时间：2020年 7月

27日-8月10日。
3.报名方式：网上报名。
4.报名时间：7月27日-8月10

日。
应聘者可通过公告发布网站下载

并如实填写《报名表》，发送到指定
邮箱。

三、联系方式
邮 箱

13876663010@
126.com

电 话 ：
13876663010;
0898-
8827213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