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保亭县人民医院
2020年招聘医师工作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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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岗位要求

1.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2.具有良好的品行;

3.具有正常履行职责的身体条

件;

4.法律规定的其他条件。

三、报名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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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现场报名地点：保亭县人民

医院人事科（门诊部四楼）。

四、需提交资料

须提供个人简历、毕业证、学

位证、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具有

执业医师资格或其

他卫生专业技术职

务资格证书的须提

供原件及复印件。

五、联系方式

咨 询 电 话 ：

0898-83603096 扫码了解详情

单位招考
2020年12月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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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南省交通工程建
设局招聘事业编制专业技
术人员公告

海南省交通工程建设局是经海

南省机构编制委员会批准设立，隶

属于海南省交通运输厅的正处级事

业单位，承担我省重点交通工程建

设项目法人职责，负责重点交通工

程项目建设项目管理工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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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省事业单位考核招聘工作

人员暂行规定》 (琼人社发 〔2013〕

19号)等有关规定，经海南省交通运

输厅同意、海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

保障厅核准备案，我局计划公开招

聘4名事业编制专业技术人员。现将

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招聘岗位

1.路桥高级工程师；

2.中级会计师；

3.路桥助理工程师。

二、招聘要求

1.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

2. 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热爱祖

国，拥护党的路线、方针、政策，

有良好的政治素质和职业道德;

3.符合招聘岗位所需的学历、专

业、专业技术职称、年龄、资历等

相关要求。

三、联系方式

联系人：

云先生

联 系 电 话 ：

0898-66252263

海南省民族博物馆

2020年招聘公告

海南省民族博物馆是隶属于海

南省旅游和文化广电体育厅下属的

正处级公益性事业单位，以挖掘、

征集、收藏、研究和陈列海南民族

文物为主，研究海南岛历史和黎苗

回等民族的传统文化为宗旨的综合

性博物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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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规定，经

海南省旅游和文化广电体育厅同

意、海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核准备案，我馆计划公开招聘4名事

业编制专业技术人员，现将招聘相

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招聘岗位

专技类工作人员

二、报名方式

1.报名方式：采取网上报名

报名时间：2020年 12月 14日

上午09:00-2020年12月21日下午

17:00。

报名网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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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ex.php/exam/?EXAMID=2745

2.报名要求：每个应聘人员只

允许选报1个岗位。网上报名时，报

考人员应上传以下材料（以JPG图片

格式，大小不超过

2MB）：

三、联系方式

联 系 电 话 ：

0898-86622336

扫码了解详情

海南省残疾人联合
会2020年考核招聘事业
单位工作人员公告

海南省残疾人康复指导中心是

海南省残疾人联合会下属的公益一

类事业单位，承担全省残疾人听力

语言康复、辅助器具适配服务和康

复咨询等工作。根据机构编制和工

作需要，依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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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业单位考核招聘工作人员暂行规

定》 (琼人社发〔2013〕 19号)等文

件精神，拟面向全省考核招聘2名

工作人员，现将公开招聘相关工作

事项予以公告。

一、招聘岗位

1.语言训练部负责

2.儿童康复指导科负责人

二、招聘要求

1.遵守宪法和法律；

2.具有良好的品行和职业道德；

3.具备岗位所需的学历、专业

或者技能条件；

4.适应岗位要求的身体条件。

三、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人员不

得报名应聘：

1.尚未解除党纪、政纪处分或

正在接受纪律审查的；

2. 刑事处罚期

限未满或涉嫌违法

者。

三、联系方式

联 系 电 话 ：

0898-65360196
扫码了解详情

三亚市旅游推广局
2021年招聘公告

三亚市旅游推广局是由三亚市

人民政府发起且依法登记设立的法

定机构，主要任务是承担政府的部

分公共服务职能，经授权代表政府

在法定职责范围内开展工作。实行

企业化管理、市场化运作，不列入

行政机构序列。旨在全方位扩展三

亚旅游客源市场，提升三亚国际旅

游目的地知名度，实现高效服务海

南国际旅游消费中心的建设目标。

一、招聘岗位

市场研究与数据资讯部大数据

与数字平台开发运营岗。

二、岗位职责

对旅游营销数据进行深度挖掘

分析，实时掌握市场动态和客源环

境变化，通过大数据分析助力旅游

产品开发和营销推广工作。

三、福利待遇

1.工作时间：周末双休，根据

国家法定节假日放假；

2.五险一金：养老保险、医疗

保险、工伤保险、失业保险、生育

保险、住房公积金；

3. 带薪假期：年休假、婚假、

产假、看护假、法定节假日等。

四、联系方式

联系电话：

林女士

0898-88616699

投 递 简 历 ：

sytpb.lyj@sanya.

gov.cn

定安县生态环境局招
聘公告

为了进一步加强我县生态环境

工作力量，公开招聘定安县生态环

境局农村污水治理工程管理人员，

此次招聘由海南省汇智人力资源有

限公司定安分公司在遵守国家《劳

动法》、《劳动合同法》等法律、法

规的前提和县人社局的监督指导下

开展。具体事项如下：

一、招聘人数及岗位

1.现场巡查员；2.档案管理员；

3.材料管理员。

二、岗位要求

1.具有良好的品行和职业道德;

2全日制大专及以上学历，专业

不限。土木工程、给排水科学与工

程、环境科学与工程等相关专业和

有环保部门或企业相关工作经验

的，条件可适当放宽，年龄要求40

周岁(含)以下(年龄计算时间截止至发

布公告之日);

3.吃苦耐劳，具备优秀的沟通表

达能力及综合协调能力;

4.身体健康,无传染疾病,具备正

常履行职责的身体条件,服从组织的

工作安排。

三、联系方式

联系电话：

郑 女 士

18608941148

投 递 邮 箱 ：

dingan@huizhihr.

com

扫码了解详情扫码了解详情

三亚交通投资集团
有限公司2021校园招聘
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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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招聘人数：4人

工作地点：海南省三亚市天涯

区

二、截止时间：2021-02-12

三、联系方式

联系人：郭小姐

电 话 ： 0898-

88272411

简 历 投 递 邮

箱 ： syjiaotours@

163.com

扫码了解详情 扫码了解详情

五指山市医疗保障

局工作人员招聘公告

一、招聘岗位及人数

岗位：工作人员

人数：1名

工作地点：五指山市医疗保障

局

二、招聘条件

（一）年龄20—32周岁、身体

165cm以上，男性;

（二）大专以上学历，专业不

限，中共党员可优先考虑;

（三）家在五指山市;

（四）有c1机动车驾驶证，会

开车;

(五)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不得

报名：

1. 受过刑事处罚、治安行政

处罚、劳动教养的;

2. 曾被辞退或者开除公职的;

3. 法律、法规规定需要排除

的其他情形。

三、岗位要求

1.吃苦耐劳，具备优秀的沟通

表达能力及综合协调能力；

2.身体健康,无传染疾病,具备

正常履行职责的身体条件,服从组

织的工作安排。

四、工资待遇

待遇：5370元

五、联系方式

投递邮箱：

wzsybj@163.com

咨询电话：

8663493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