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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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亚交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定位

为综合交通基础设施投资运营商，聚

焦城市交通投资建设运营主业，整合

重组我市各业务板块较分散的交通运

输资源，形成更加专业化、规模化、

资本化的运营融资平台，做大规模、

做强功能、提升资质，优化城市交通

产业布局，更好地发挥城市交通基础

设施建设运营的主力军作用和服务性

功能。

一、招聘岗位

品牌宣传/传媒类

二、截止时间：2021-02-12

三、联系方式

联系人：郭小姐

电话：0898-88272411

四、投递邮箱

syjiaotours@163.

com

五、单位地址

三亚市天涯区胜利

路90号海湾商务大厦 扫码了解详情

单位招考
2020年11月2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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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海南屯
昌县招聘“镇属村用”
及急缺基层卫生专业
人才公告

为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4·

13”重要讲话和中央 12 号文件精

神，落实省委“百万人才进海南”

行动计划，进一步加大引才力度，

同时为落实农垦改革精神，实现农

场移交医务人员和地方医务人员同

工同酬，充实我县医疗专业技术人

员队伍，为引导和激励卫生人才到

基层服务，推动基层卫生事业发

展，促进卫生人才资源下沉，保障

基层群众健康提供有力的人才保

障。决定公开招聘一批卫生专业人

员。现将招聘事项公告如下：

一、招聘岗位

(一)1.医生；2.助产和护理；3.药

剂；4.检验；5.公卫；6.疾控中心。

二、招聘条件

(一)基本条件

1.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

2.具有良好的品行和职业道德;

3.身体健康，具有正常履行岗位

职责的身体条件。

三、联系方式

报 名 网 址

http://ks.zhip -

in0898.com/index.

php

咨询电话：县

卫健委

0898-67812907

2020 年海南海
口洋浦广播电视台招
聘公告

洋浦广播电视台是国家级开发

区—洋浦经济开发区的下属单位。

为助力海南自贸港建设，加快适应

媒体融合浪潮，打造一支强有力的

新闻队伍，现根据我台事业发展需

要，面向全国诚聘各层次专业人才

和业务骨干，诚邀贤德者，共建洋

广美好的明天!现将相关事宜公告如

下：

一、招聘岗位

1.女主持人；2.编导；3.新媒体

编辑记者；4.摄像记者。

二、招聘条件

学历要求：全日制大学本科及

以上学历。

三、岗位要求

1.播音、主持专业。擅长主持大

型活动，有敏锐的现场应变能力和

娴熟的语言驾驭能力；

2.新闻、新媒体等相关专业；热

爱新媒体,有良好的新闻敏感性和文

字功底。

二、联系方式

投 递 邮 箱 ：

376275391@qq.com

联系电话

联系人：蒲主任

0898-28826122

截止时间

2020年12月3日
扫码了解详情

2020 年公开招
聘屯昌县公安局警务
辅助人员的公告

受屯昌县公安局的委托，为缓

解警力不足，发挥警务辅助人员

（以下统称辅警）对辅助公安机关维

护社会稳定的作用，根据《中共屯

昌县县委办公室屯昌县人民政府办

公室关于印发〈关于规范政府购买

服务员额制管理的意见〉 的通知》

(屯办发〔2017〕 21号)和《屯昌县机

构编制委员会关于核定县公安局政

府购买服务员额的批复》（屯 编

〔2018〕23号）精神，现面向社会公

开招聘员额制警务辅助人员，相关

事项告知如下：

一、招聘岗位

辅警

二、报名要求

1.户口本、身份证、毕业证(以

上证件均要求同时提供原件和复印

件 1 份，核原件收复印件);2. 近期 1

寸免冠同底彩色照片5张;报名时，

以上所需材料提供不全者，一概不

接受报名。

三、报名时间及地点

1.报名时间：2020年11月23日

至2020年12月1日

2.报名地点

屯昌金盾保安

服务有限公司

四、联系方式

联系人

李 先 生

13518024669 扫码了解详情

文昌市某事业单

位2020年 11月工作

人员劳务派遣招聘

一、招聘岗位

运营专员

二、岗位职责

1.负责公司相关媒体平台报纸

信息编写;

2.负责管理公司现有微信公众

号和网站信息发布、日常运营于维

护等工作;

3.负责公司大型活动视频拍摄

和剪辑任务制作及发布;

4. 配合部门完成线下活动物

料，协助制作公司招聘活动的页面

宣传设计或日常工作需要的页面设

计;

5.领导交待的其他事项；

6. 工作细心、负责，善于沟

通，具有高度的工作热情，强烈的

工作责任心和团队合作精神。

三、招聘流程

报名邮箱

761251353@qq.com(姓名+岗

位投递)

咨询电话：0898-363827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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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月 12 日 至

2020年11月30日

保亭县人民医院
2020年 10月招聘医
师工作人员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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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聘岗位

1.急诊科医师；

2.临床医师。

二、学历要求

本科及以上学历

三、福利待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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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报名相关事项

(一)报名时间

1. 报名时间：2020 年 10月 19

日---12月31日。

2现场报名地点：保亭县人民医

院人事科(门诊部四楼)。

3.邮寄报名地址：海南省保亭县

人民医院人事科收 (邮政编码：

572300)，邮寄报名

请在信封上注明应

聘报名材料。

五、联系方式

咨 询 电 话

0898-83603096
扫码了解详情 扫码了解详情扫码了解详情

三亚市委员会招聘

根据工作需要，共青团三亚
市委员会特委托三亚惠民人力
资源开发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惠民人力资源）公开招募平安
三亚建设专职志愿者 8 名（以下

简称专职志愿者）。现将有关事
项公告如下：

一、招聘岗位
专职志愿者
二、有以下情形者不予聘用
1. 受过刑事处罚、劳动教养；
2. 曾受过记过以上处分，或

受警告处分尚未解除的；
3. 曾被开除公职的；
4. 因不良行为受过公安机关

处理的；
5. 有吸毒或吸毒经历的；
6. 失信被执行人；
7. 其它原因不适合从事所招

募职位工作的。
三、报名工作
1.. 报名时间 ：2020 年 11 月

25 日 8:30 至 12 月 1 日 17:30；
2.. 报名操作步骤：登录惠民

人力资源网 (http://huiminhr.
cn/)，点击“在线报名”，填写相
关信息，完成注册。注册后请填
写并完善个人信息，上传相关材
料，不按照要求上传材料或上传
材料不齐全或不清晰者视为报
名不成功。

四、联系方式
咨 询 电 话 ：

0898—88693332
（惠民人力资源）

海南省气象服务
中心 2020 年招聘劳
务派遣人员公告

我单位是隶属于海南省气象局

的中央财政预算管理事业单位，负

责公共气象服务工作、公益性行业

和专项气象服务、气象影视节目制

作。因业务需要，现面向社会公开

招聘劳务派遣制员工。

一、招聘岗位

电视气象节目主持人1名,负责

气象影视节目，气象影视新闻、专

题片等影视业务的出镜播报、节目

主持、配音、编导等工作。

二、薪资标准

1.工资结构：基础工资+绩效工

资。转正后，基础工资标准为5000

元/月(含个人社保公积金)，绩效工

资经每月考核后根据考核结果进行

发放。(通过工作量、工作能力和公

众认可度等指标考核，绩效标准每

月1000-3000元不等)

2. 缴纳五险一金，享受国家规

定相关福利待遇。

三、工作地点

海口市南海大道 286 号海南省

气象服务中心

四、联系方式

截止2020年11月30日

邮箱 yszx11@

163.com

联系人

黄先生

0898-68619529
扫码了解详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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