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三亚市海棠区政
府机关公开招聘服务
工作人员40名公告

一、招聘岗位

政府机关服务工作人员：40名

（短期服务，6个月）

二、岗位条件

1.本科及以上学历，专业不限，

具备英语沟通能力。

2.年龄要求：21-40周岁之间。

3.身体健康，具有良好的沟通协

调能力，文字撰写及语言表达能力。

三、工资福利待遇：

4800元/月左右（含个人部分社

保公积金及相关待遇补贴、月绩效考

核）

四、工作地点

三亚市海棠区

五、报名方式

岗位报名需发送以下材料到邮

箱：3151592215@qq.com

1.个人详细简历；

2.近期证件照片；

3.身份证正反面；

4.学历证书及学位证书。

（注：报名时候考生备注“名字+

短期政府服务岗位”发送，报名材料

备注名称发送。）

六、联系方式：

咨 询 电 话 ：

0898- 31529980

（梁经理）

扫码了解详情

单位招考
2020年11月6日星期五 美编/许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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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海南三亚
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招
聘下属事业单位人员公
告

三亚市建设工程质量安全监督

站是三亚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下属

财政全额拨款的副处级事业单位，

负责三亚市行政区域范围内建设工

程质量安全的相关监督管理工作。

因工作开展需要，现面向社会公开

招聘工作人员4名,现将公开招聘工

作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岗位、人数及条件要求

本次计划公开招聘三亚市建设

工程质量安全监督站4名事业编制人

员。公开招聘的具体岗位、人数、

专业等要求详见《三亚市住房和城

乡建设局2020年公开招聘下属事业

单位工作人员岗位表》(附件1)。

二、招聘程序和方法

1.报名时间：2020年11月2日

09:00—11月11日17:00。

2.报名方式：采取网上报名方式

进行，不接受现场报名，不收取报

名费。

三、联系方式

咨询电话：0898-88985518

监 督 电 话 ：

0898-88201296

网上报名技术

支持电话：0898-

66738760、

66755313

2020 年海南屯
昌县融媒体中心招聘
外聘人员公告

为深入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
牢牢掌握意识形态工作领导权，切
实加强舆论主阵地人才队伍建设，
不断提高新闻舆论传播力、引导
力、影响力、公信力。屯昌县融媒
体中心2020年公开招聘外聘人员20
名，现将招聘事项公告如下：

一、招聘人数
本次招聘外聘人员名额为 20

人，具体招聘名额和条件详见附件
《屯昌县融媒体中心公开招聘外聘人
员职位表》。

二、招聘程序
(一)发布招聘公告
在屯昌县人民政府网、屯昌县

广播电视台微信公众号、屯昌发布
APP等平台上面向社会公开发布。
公告时间：2020 年 10 月 27 日—
2020年11月2日。

(二)组织报名
1.本次招聘采取网上系统报名方

式。
2.报名时间：2020年11月3日

9：00至2020年11月9日17：00，
共7天。

三、联系方式
咨询单位：屯昌县融媒体中心
咨 询 电 话 ：

0898- 67815050;
0898-67812329

网上报名系统
技 术 咨 询 电 话 ：
0898-68616550

扫码了解详情

中国科学院深海
科学与工程研究所

中国科学院深海科学与工程研

究所位于海南省三亚市，是直属中

国科学院的科研事业单位。

为保证4500米载人潜水器“深

海勇士”号和万米载人潜水器“奋

斗者”号的顺利运行，现面向社会

公开招聘载人潜水器潜航员，具体

事项如下：

一、招聘岗位和数量

1.岗位：实习潜航员

2.数量：2名

二、岗位职责

1.载人潜水器驾驶、运行操作及

维护。

2.载人潜水器技术支撑与研发。

三、应聘程序

1.采用电子邮件报名方式，邮件

主题、应聘申请表请注明“应聘潜

航员-毕业院校-学历-姓名”。

2.报名截止日期：2020年11月

30日。

3.应聘人员如实填报个人资料，

如有虚假，取消面试或录用资

格。

四、联系方式

联 系 人：王珊珊、孙毅

联系信箱：hr@sidsse.ac.cn

联 系 电 话 ：

0898-88222070

联系地址：海

南省三亚市吉阳区

鹿回头路28号

扫码了解详情

2020 年海南保
亭县人民医院招聘医
师人员公告

为加强人才队伍建设和学科建

设步伐，促进医院发展，保亭县人

民医院暨海南省第三人民医院保亭

医院决定公开招聘医师工作人员16

名，为确保招聘工作顺利进行，现

将有关公告如下：

一、招聘对象及范围

面向社会招聘符合此次招聘条

件的医师工作人员。

二、招聘岗位及待遇

1.急诊科医师6名，大专及以

上学历，提供住宿：初、中级职称

提供单间，副高级职称提供套房;有

保底待遇：初级 8000 元，中级

10000元，副高15000元;缴纳五项

保险、公积金。

2.临床医师10名，本科及以上

学历，提供住宿：初、中级职称提

供单间，副高级职称提供套房;工资

参照国家及单位有关规定执行;缴纳

五项保险、公积金。

三、报名相关事项

(一)报名时间地点及办法

1.报名方式：现场报名或邮寄

资料报名。

2. 报 名 时 间 ：

2020 年 10 月 19

日---12月31日。

四、联系方式

咨 询 电 话 ：

0898-83603096

海南国际知识产
权交易中心招聘启事

2019年6月，海南省政府明确

将建设海南国际知识产权交易中心

（简称“海南国知中心”） 列为

2019 年省政府先导性项目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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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名要求

1. 报名时间为2020年 10月 12

日至11月12日。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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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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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占地面积
近千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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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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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见附件1
二、招聘程序
1.申请高层次人才岗位者将报名

表 投 递 至 邮 箱 (catas03zp@126.
com)，邮件标题名以“本人姓名+
学历学位+应聘岗位名称”命名。

2.申请博士及以下岗位者将报名
材料投递至邮箱 (catas03zp@126.
com)，邮件标题名以“本人姓名+
学历学位+应聘岗位名称”命名。

三、报名时间及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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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联系电话：0898-624802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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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指山市2020
年公开招聘事业单位
工作人员公告

为加强我市人才队伍建设，进

一步夯实推动经济社会科学发展及

打赢脱贫攻坚战的人才基础，决定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事业单位工作人

员。

一、招聘岗位

本次计划公开招聘共19人，具

体招聘岗位和资格条件见附件2《五

指山市2020年公开招聘事业单位工

作人员岗位表》。

二、招聘对象

符合招聘岗位资格条件的人

员。不接受我市在编在岗人员报

考。其他市县在编在岗人员报考的,

须经所在单位或主管部门和当地组

织人事部门同意后方可报考。1名考

生只能报考1个岗位。

三、招聘流程

（一） 公告发布时间：2020年

11 月 3 日至 2020 年 11 月 9 日 （7

天）。

（二）报名时间：2020年11月

10日8:00至2020年11月16日18:

00（7天）。

四、联系方式

报 名 咨 询 ：

0898-86624490

监督举报电话：

0898- 86622031，

五指山市人力资源

和社会保障局扫码了解详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