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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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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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名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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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扫码了解详情扫码了解详情

五指山市医疗保
障局工作人员招聘

一、招聘岗位

医疗局工作人员

二、招聘条件

1. 年 龄 20—32 周 岁 、身 体

165cm以上，男性;

2.大专以上学历，专业不限，中共

党员可优先考虑;

3.家在五指山市;

4.有c1机动车驾驶证，会开车;

5.练掌握办公自动化系统操作，

遵纪守法，服从调动；

6.要求熟练使用计算机各类软件

7.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不得报名；

（一）受过刑事处罚、治安行政处

罚、劳动教养的;

（二)曾被辞退或者开除公职的;

(三）法律、法规规定需要排除的

其他情形。

三、工资待遇

待遇：5370元(含单位及个人部

分社保公积金)

四、报名

报名简历发至：

wzsybj@163.com

咨 询 电 话

0898—86634930

地点：五指山市

医疗保障局

中共海口市委党
校关于招收高校毕业
见习生的通告

中共海口市委党校，是参照公

务员法管理的正处级事业单位。

作为我市第七批高校毕业生就业

见习基地，致力于为高校毕业生提

供见习和就业培训，缓解就业压

力，实现尽快就业。现为满足我校

工作需要，招收高校毕业见习生，

将有关事项通告如下：

一、招聘岗位

信息中心电子政务岗见习生

二、岗位要求

1.学历学位为本科学历（含）以

上;

2. 熟练掌握办公自动化系统操

作，遵纪守法，服从调动；

3.要求熟练使用计算机各类软

件。

三、录用程序

1. 投 递 邮 箱 ：dxjianxi@126.

com；

2.资格审查

依据岗位要求，对报名人员

的资格条件进行审查，审查材料

包括：身份证、毕业证/学生证、

学信网学历查询

结 果 （ 带 二 维

码） 等。

四、联系方式

联 系 电 话

0898—66255617 扫码了解详情

三亚市住房和城
乡建设局 2020 年公
开招聘下属事业单位
工作人员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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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名工作已结束，因0103专技岗三

和0104专技岗四资格初审符合报考

条件的人数未达到笔试1：3的开考

比例，经招聘工作领导小组研究决

定，对0103专技岗三和0104专技岗

四招聘的专业条件做出调整，并延长

其报名时间，其他要求以2020年10

月26日在三亚市人民政府网、三亚

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网站、海招网公

开发布的公告要求为准

一、招聘岗位

（一）专业技术岗三

1. 专业要求：给排水科学与工

程、道路桥梁与渡河工程

（二）专业技术岗四

1.专业要求：消防工程、水木工

程

二、报名网址

http://zk.hnrczpw.com/in -

dex.php/exam/?EXAMID=2673

三、报名时间：2020年 11月 23

日09：00至11月29日17：00

四、咨询电话

0898-88985518

五、咨询时间：

上 午 09:00—12:

00, 下 午 15:30—

17:30，节假日休息
扫码了解详情

中国科学院深海
科学与工程研究所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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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

4月12日，习近平总书记考察深海

所，提出要加快发展深海科技事

业，并对深海所工作提出新的要

求。深海所以推动国家建设海洋强

国为目标，以提升我国深海科学研

究与海洋工程技术研发实力，构筑

科学研究-工程技术-深海作业融合

性体系，引领我国深海科学、深海

技术、资源开发利用和产业化发展

为主要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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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实习潜航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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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方式

投递邮箱

hr@sidsse.ac.cn

联 系 人

王珊珊

0898-88222070

联系地址：海

南省三亚市吉阳区

鹿回头路28号

2020 年海南省洋
浦经济开发区面向全
球招聘第三批急需紧
缺人才公告

洋浦经济开发区是邓小平同志

亲自批示，国务院1992年批准设立

的我国第一个由外商成片开发、享

受保税区政策的国家级开发区，是

国家首批新型工业化产业示范基

地、国家循环化改造示范试点园区

和国家首批绿色园区。

为适应洋浦经济社会发展的需

要，进一步充实人才队伍，洋浦工

委决定面向全球公开招聘急需紧缺

人才，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招聘岗位

1.首席信息官；

2.高级研究员；

3.金融研究（高级雇员）；

4.经纪研究（高级雇员）；

5政策研究（高级雇员）；

6.校长；

7.副校长；

8.金融高级雇员；

9.市政管理局总工程师。

二、招聘工作程序

公告时间

2020年11月24日-2020年12

月14日

联系方式

联系电话

李老师

18100699018

报 名 邮 箱

yprsrc@163.com 扫码了解详情 扫码了解详情扫码了解详情

2020 年上海中医
药大学附属海口市中
医院编外招聘公告

为加强医院人才队伍建设，经医

院领导班子研究，并报海口市卫生

健康委员会审批同意，现面向社会

招聘专业技术人员80名。为确保本

次招聘工作顺利进行，现将有关招

聘工作事项予以公告。

一、招聘岗位

1.针灸科医师;2.急诊科医师;3.

皮肤科医师;4.眼科医师;5.肛肠科医

师;6.外科医师;7.风湿科医师;8.肾内

科医师;9.内分泌科医师;10.治未病干

预治疗（针灸推拿医师）；11.肺病科

医师;12.心病科医师;13.脾胃科（消

化内镜）医师;14.肿瘤科医师;15.儿

科医师;16.放射科诊断医师;17.麻醉

医师;18.康复医师;19.放射科技师;

20.康复治疗师;21.检验技师;22.心电

图医师;23.超声医师1;24.超声医师

2;25.中药师;26.护士;27.助产士;28.

财务科;29."财务科审计。

二、报名网址

http://zk.hnrczpw.com/in -

dex.php/exam/?EXAMID=2735

三、联系方式

联系电话

刘老师

36615705

地址：海南省海

口市龙华区坡巷路2

号海口市中医医院人

力资源科

2020年海南海口
市农业农村局下属事
业单位招聘事业单位
人员公告

海口市农业检验检测预警防控

中心、海口市农机安全监理所、海

口市动物疫病预防控制中心属海口

市农业农村局下属经费预算管理全

额事业单位。海口市农业农村局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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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将有关事

项公告如下：

一、招聘岗位

1.专业技术岗；

2.管理岗。

二、招聘资格条件

1.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

2.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法

律，具备良好的品行和职业道德。

三、报名方式

http://zk.hnrczpw.com/in -

dex.php/exam/?EXAMID=2722

四、联系人

张先生

联 系 电 话

0898-68723605

地址：海口市

农业农村局组织人

事科4042室。扫码了解详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