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0 年海南保
亭黎族苗族自治县（第
二批）“硕博”人才招聘
公告

为推进“人才强县”战略，进一

步加强人才队伍建设，根据《百万人

才进海南行动计划(2018-2025年)》、

《海南省事业单位公开招聘工作人员

实施办法》 (琼人社发〔2018〕 516

号)、《海南省事业单位考核招聘工作

人员暂行规定》 (琼人社发〔2013〕

19号)、《保亭黎族苗族自治县高层次

人才和急需紧缺人才引进实施办法》

等有关规定，结合我县实际，现将有

关招聘事项公告如下：

一、招聘范围及人数

计划面向社会(不含海南省机关

事业单位在编人员)公开招聘岗位27

个，招聘人数41人(具体岗位见附

件)。其中，17个岗位纳入事业编制

31个，10个岗位不纳入事业编制。

二、招聘程序

报名时间为2020年 11月 14日

—2020年 11月 30日，报考人员将

报名材料发送至邮箱：btrczp@163.

com。

三、联系方式

咨 询 电 话 ：

0898- 83666083。

咨询时间：上午 8:

30- 11:30， 下 午

15:00- 17:30， 节

假日不接受咨询。
扫码了解详情

单位招考
2020年11月20日星期五 美编/颜鹏

T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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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海南崖
州区机关事业单位招
考政府雇员储备库公
告

为进一步提高三亚市崖州区机

关事业单位的工作效率,崖州区决定

面向社会公开招考崖州区机关事业

单位政府雇员储备库人员。依据国

家《劳动法》、《劳动合同法》等法

律、法规,结合我区实际,现将招考

相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招聘岗位

1.此次招考的人员将作为我区机

关事业单位政府雇员储备人员,有效

期为1年,有效期满后,储备人才资格

自动失效。人员库储备名额为100

名。报名时,只能选择其中一个岗位

进行报名。

二、招考的程序和方法

1.报名时间:2020年11月20日

09:00—2020年11月26日下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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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529980

网络报名系统技术咨询电话:

0898—66738760、

66755313

咨询时间:工作

日上午09:00—12:

00, 下 午 15:00—

17:30,节假日休息

2020 年海南海
口市第四人民医院招
聘编外专业技术人员
公告

海口市第四人民医院属海口市

卫健委下属经费预算管理差额事业

单位。根据《海南省事业单位公开

招聘工作人员实施办法》 (琼人社发

〔2018〕 516号)、《海南省事业单位

公开招聘工作人员面试暂行规定》

(琼人社发〔2013〕18号)等文件精

神，结合医院岗位需求，现就有关

招聘事项公告如下：

一、招聘人数、岗位及薪酬待遇

我院本次面向全国招聘医疗卫

生技术人员56名(具体岗位详见附件

1)。被聘用人员与我院签订协议后

上岗并享受相应岗位的薪酬待遇。

二、招聘程序及方法

1.报名方式：网络报名。

2.报名时间：2020年11月13日

9:00至 11月 22日 17:00(节假日正

常报名)。

三、联系方式

联系人：陈老师、吴老师

联系电话：0898-65896356

地址：海口市

琼山区府城宗件里

横34号海口市第四

人民医院人力资源

办公室

扫码了解详情

2020 年海南儋
州市生态环境局下属
事业单位考核招聘公
告

为了招聘优秀人才，满足儋州

市生态环境局下属事业单位的工作

需要，现面向社会公开考核招聘工

作人员。儋州市生态环境局为切实

做好此次公开招聘工作，根据《海

南省事业单位公开招聘工作人员实

施办法》 (琼人社发 〔2018〕 516

号)、《海南省事业单位公开招聘工作

人员面试暂行规定》 (琼人社发

〔2013〕18 号)等文件精神，面向社

会公开招聘工作人员。

一、招聘岗位、人数及薪酬待遇

(一)招聘岗位及人数

专业技术岗2名，管理岗1名。

二、招聘程序及方法

1.报名方式：网络报名，本次考

试不收取报名费。

2.报名时间：2020年11月16日

8:00至 11月 22日 17:30(节假日正

常报名)。

三、联系方式

联系电话：0898-23888256

监督电话：0898-23320035

网上报名系统咨询电话：0898-

66738761/

66755313

(咨询时间上午

09:00—12:00， 下

午 14:30—17:30，

节假日休息)
扫码了解详情

三亚交通投资集
团有限公司 2021 校
园招聘

三亚交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是
三亚市国资国企“6个产业集团”
之一，于2019年 7月 12日注册成
立。公司性质为国有独资公司，注
册资本为人民币10亿元，出资人是
三亚市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公司现有员工5300余人，拥有资产
总额近30亿元。

一、招聘岗位
品牌宣传/传媒类
招聘人数：4
工作地点：海南省三亚市天涯区
二、岗位要求
1.学历要求：全日制大学本科

及以上学历，985/211院校应届毕
业生。

2. 专业要求：新闻学、传播
学、中文等相关专业。

3.年龄要求：年满18周岁，且
应届本科学历要求24周岁（含）以
下、应届博士学历要求 29 周岁
（含）以下。

三、截止时间
2021-02-12
四、联系方式
联系人：郭小姐
电话：0898-88272411
简 历 投 递 邮

箱 ： syjiaotours@
163.com

地址：三亚市
天涯区胜利路90号
海湾商务大厦

2020年海南乐东
县中医院编外卫生专业
技术人才招聘公告

因业务发展需要,现面向社会公

开招聘工作人员,为保证招聘公平、

公正、公开,特制定方案如下:

一、招聘岗位

1. 中医医师；2. 妇产科；3. 内

科；4.普外科；5.针灸、推拿；6.

中药学；7.120司机；8.信息科

二、招聘程序和报名办法

1.现场报名：应聘者按要求填写

《海南省乐东黎族自治县中医院2020

年编外卫生专业技术人才招聘报名

登记表》应聘者(含应届生)须提供本

人身份证、学历、学位证书、近期

正面免冠彩色1.寸照片1张，及岗位

所需的其他证书原件和复印件一

份，以提交现场审核。

2.网上报名：将上述现场报名材

料电子版及扫描件打包压缩(报名登

记表网上自行下载填写)并将压缩包

名称命名为“姓名+应聘岗位”发送

至乐东黎族自治县中医院人事科邮

箱814559910@qq.com。

3. 报名时间：2020 年 11 月 16

日---长期。

4.报名地点：乐东黎族自治县中

医院人事科(现场报

名，周末休息)。

三、联系方式

联 系 电 话 ：

18898917967(周末

休息) 扫码了解详情 扫码了解详情扫码了解详情

海南海汽运输集
团招聘公告

海南海汽运输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成立于1951年11月，2016年7月

在上交所挂牌上市 (股票代码：

603069)，是全国道路运输一级企业、

海南道路运输业龙头企业，是全国唯

一一家具有全省性客运网络的道路

运输企业。

一、招聘岗位

1.财务经理（东方市、陵水县）

2.审计岗（海口市）

3.文秘（海口市）

二、报名方式

1.网络报名：应聘者通过邮件将

简历发送haiqizp@163.com，邮件

主题请编辑“姓名+应聘岗位名称”。

2.现场报名

(1)报名地点：到海口市海府路

24号海汽大厦10楼人力资源部(原省

委对面)。

(2)报名时间：周一至周五 8:

30-11:30，15:00-17:30。

3.报名截止时间：以上岗位招满

为止。

三、联系方式

联系人：黄女士、罗女士

电话：0898-65308016

邮 箱 ： haiq-

izp@163.com

地址：海口市

海府路24号海汽大

厦10楼人力资源部

(原省委对面)

载人潜水器潜航
员岗位招聘启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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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岗位要求

1.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热爱深

海事业，愿意参与载人潜水器的深

潜作业，身体健康。

2.掌握相关业务的专业知识，具

有完成一般性技术工作的实际能力。

3.具有熟练的外语（英语/俄语/

法语）会话及阅读能力。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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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