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0年海南白沙
黎族自治县全科医生
特岗计划招聘公告

一、招聘岗位

招聘全科医生岗位 16 名。具

体招聘岗位和要求详见《白沙黎族

自治县 2020 年全科医生特岗计划

招聘岗位表》 (附表1)。

二、、招聘程序

报名时间为9月20日-10月31

日。本次招聘采取网络报名的方

式，不设现场报名，免交报名费。

报名网址：http://zk.hnrcz-

pw.com/index.php/exam/?EXA -

MID=2631

报考人员只可选择1个岗位进

行报名。报名必须使用有效期内的

二代身份证，报名与考试时使用的

身份证必须一致。报考人员进行注

册后务必记住本人账号信息，否则

不能进入系统查询资格审查情况和

打印准考证等。

本次考试实行诚信报名制度。

报考人员要仔细阅读诚信承诺书，

须如实、准确填写个人信息，并对

所提交信息的真实性负责。

三、联系方式

咨询电话：0898-27728956(县

卫健委)

网 上 报 名 咨

询 电 话 ： 0898-

36382846

扫码了解详情

单位招考
2020年10月16日星期五 美编/颜鹏

T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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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扫码了解详情

2020 年中国热
带农业科学院香料饮
料研究所招聘公告

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香料饮料

研究所创建于1957年，隶属于农业

部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是我国唯

一从事热带香辛饮料作物应用基础

研究、应用研究和重大关键技术研

究的公益性农业科研机构。

人才是发展之本，我所热忱欢

迎、真诚期待海内外优秀人才的加

盟。我单位2020年第二批高层次人

才及博士岗位公开招聘计划如下：

一、招聘岗位

详见请扫码

二、招聘程序

1、申请高层次人才岗位者根据

《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高层次人才分

类参考标准(2019)》 (见附件2)填写

报名表。

2、申请博士及以下岗位者将报

名材料投递至邮箱(catas03zp@126.

com)。

三、报名时间

高层次人才及博士研究生岗位

全年有效。

四、联系方式

联系电话：0898-62553672

联系地址：海南省万宁市兴隆

香料饮料研究所邮

政编码：571533

E- mail： ca-

tas03zp@126.com

澄迈县2020年
面向大学生村官定向
考核招聘乡镇事业单
位工作人员公告

为进一步增强各镇事业单位人

才队伍建设，推动经济社会发展，

决定面向在澄迈县服务期满考核合

格且目前仍在岗的大学生村官定向

考核招聘乡镇事业编制工作人员。

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招聘岗位

拟招聘澄迈县各镇农业服务中

心和社会服务中心事业单位工作人

员7名。

二、招聘程序

（一）报名时间：2020年10月

16日8:00至10月22日16:00。

（二）报名方式。采取现场报名

的方式进行，不收取报名费。在报

名期限内，应聘者请登录澄迈县人

民政府门户网“公示公告”栏下载

《澄迈县考核招聘乡镇事业单位工作

人员报名表》 (附件2)，填写报名表

后，到澄迈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

局事业单位人事管理和工资福利岗

报名。

三、联系方式

咨询电话：0898-67629219

澄迈县人力资

源和社会保障局办

公地址：澄迈县金

江镇金马大道四横

东路就业和社会保

障中心四楼 扫码了解详情

五指山市 2020
年面向社会公开招聘
卫生事业单位专业技
术人员公告（第1号）

为充实五指山市医疗卫生专业

技术人才队伍，解决卫生专业人才

紧缺问题，结合我市医疗卫生事业

单位空编情况和发展需要，拟向社

会公开招聘卫生事业单位专业技术

人员。为确保公开招聘工作顺利完

成，现将有关招聘事项公告如下：

一、招聘岗位

本次公开招聘卫生事业单位专

业技术人员19名，其中市中医医院

7名，市计划生育服务和妇幼保健院

4名，市疾病预防控中心8名（详见

附件1）。

二、招聘程序

（一）报名方式。网上报名，填

写相关要求信息、上传报名有关材

料、查询资格审查结果等。

（二）报名时间：2020年10月

14日上午 09:00—2020 年 10月 20

日下午17:00。

（三）报名要求。每位报考人员

仅限报考一个职位。

三、联系方式

咨询电话：0898—86638215

监 督 电 话 ：

0898—86630863

网上报名系统

咨询电话：0898-

66738760、

66755313 扫码了解详情

关于招聘2名工
作人员派遣至海口市
应急管理局市地震台
站工作的公告

因海口市应急管理局工作需

要，海南南海网人力资源开发有限

公司接受委托向社会公开招聘2名

工作人员派遣至海口市应急管理局

市地震台站工作。现将有关事项公

告如下：

一、招聘岗位

地震观测站岗2名

二、任职要求：

（一）身体健康、年龄50周岁

以下，高中以上学历；

（二） 有动物饲养经验者优先

（在市地震局动物观测站工作）；

（三）能使用计算机（在演丰地

震台站工作）。

三、工作地点：

1、海口市秀英区向荣路18号

2、海口市美兰区演丰镇塘内村

四、招聘流程：

报 名 邮 箱 ： 761251353@qq.

com

咨询电话：0898-36382797、

0898-36382774

面试地址：海口市龙昆北路华

银大厦6楼南海网人

力

报 名 时 间 ：

2020 年 10 月 12 日

至 2020 年 10 月 16

日

海南国际知识产
权交易中心招聘启事

现因事业发展需要，就相关岗

位进行公开招聘，工作地点在海口

市。公告如下：

一、招聘岗位

（一）行政办公室负责人

（二）国际部总经理

（三）运维工程师

（四）交易风控岗

（五）研究员

（六）平面设计师

（七）市场部经理

（八）品牌经理

（九）电商运营

二、招聘程序

资格审查→笔试→面试→确定

拟聘人选。

三、报名要求

（一）报名时间为2020年10月

12日至11月12日。

（二）报名者请将个人简历通过

电子邮件发送至 hr@ipeh.com.cn，

来信注明“姓名+岗位+期望月薪”。

（三）经审核符合条件者，将通

过电话、电子邮件等方式与应聘者

联系。

四、联系方式

地址：海南省

海口市美兰区国兴

大道 5号海南大厦

303A-308

邮编：570203

联 系 电 话 ：

0898-31665522 扫码了解详情 扫码了解详情扫码了解详情

2020年海口市
美兰区公开招聘事业
单位工作人员公告

根据工作需要和事业单位岗位

空缺情况，经区委区政府同意，决

定面向社会公开招聘33名财政全额

拨款事业编制工作人员。现将有关

事项公告如下。

一、招聘岗位

本次共有25家事业单位招聘岗

位33个，具体招聘岗位和要求详见

附件1

二、招聘程序

（一）发布招聘信息

招聘信息在《海南日报》、“海

招网”和美兰区政府网站 （mlqzf.

haikou.gov.cn）网上向社会发布公

告，公告时间：2020年10月13 -

10月19日。本次招聘工作有关事项

均按规定在区政府网站公告。

（二）网上报名

1.本次考试不收取报名费，采取

网上报名方式进行

2. 报名时间：2020 年 10月 20

日 8∶00至 10月 26日 17∶00，逾

期不受理。

三、联系方式

咨 询 电 话 ：

0898-65374379(咨

询时间：上午 8：

30—12:00， 下 午

14:00- 17:00。注：

节假日期间不予咨

询，敬请谅解)

海 口 市 龙 华 区
2020 年事业单位公
开招聘公告

经区委、区政府同意，为做好

公开招聘工作，现将有关事项公告

如下：

一、招聘岗位

招聘工作人员36名，（详见附件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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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公开招聘工作按照发布招

聘信息、组织报名、资格审查、考

试（含笔试和面试）、体检及考察、

确定拟聘人员及公示、办理聘用手

续等程序进行。

（一）发布公开招聘信息

公开招聘公告在《海南日报》、

海招网和龙华区政府网站 （网址

http://lhqzf.haikou.gov.cn） 发

布，公告时间：2020年9月24日至

2020年9月30日。

（二）组织报名

1.报名方式：采取网上报名方

式，应聘者登录“海口市龙华区

2020年公开招聘事业单位工作人员

考试报名系统”报名，逾期不受理。

2. 报名时间：2020 年 10 月 9

日-15日8:30-17:

00。

三、联系方式

监督咨询联系

电 话 ： 0898-

66568060扫码了解详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