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海南省交通运输厅
的正处级事业单位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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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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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聘岗位和数量

1.路桥高级工程师；

2.中级会计；

3.路桥助理工程师。

二、组织报名

本次考试采取网上报名的方

式。本次考试不收取报名费。报考

人员可登录海南省交通工程建设局

网 站 页 面 （http://jt.hainan.

gov.cn/hnsjtgcjsj/），点击进入

公开招聘网络系统进行网上报名，

包括填写提交报名登记表、上传照

片和相关佐证材料、查询资格审查

结果、打印准考证等环节。报考后

应及时登录相关网站了解考录工作

进展情况和有关事项的公告，并保

持报名时登记的联系方式畅通。

三、岗位要求

有良好的沟通能力、团队精神

和创新能力，有高度的责任心和耐

心，办事高效，能很好的把握工作

进度。

四、联系方式

联 系 人：

云先生

联系电话：

0898-66252263
扫码了解详情

单位招考
2020年12月11日星期五 美编/颜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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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指山市市政服务中
心招聘派遣员工公告

一、招聘岗位及工作地点

（一）岗位

1.综合公园管理岗

招聘人数：16人

2.绿化养护管理岗

招聘人数：30人

3.园艺管理岗

招聘人数：2人

4.花卉培育岗

招聘人数：2人

（二）工作地点：

五指山市市区

二、招聘条件

1.五指山户籍

2.年龄要求：

男性18-45周岁（1974年11月1

日至2002年11月1日期间出生）；

女性18-35周岁（1984年11月1

日至2002年11月1日期间出生）。

3.文化程度:初中以上。

4.城区附近村民，能就近上班的

就业困难人员优先。

5. 身体健康，政治思想表现良

好，热爱园林工作，有较强的责任心

和敬业精神。

三、报名邮箱

761251353@qq.com

(姓名+岗位投递）

联系方式：

海南南海网人力资源

开发有限公司

0898-363828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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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报名

1.报名方式：网上报名。

2.报名时间：2020年12月8日

至12月16日，共7个工作日。

三、联系方式

联系电话：

刘 老 师

0898—36615705

地址：龙华区

坡巷路2号海口市中

医医院人力资源科 扫码了解详情

海南省突发事件预
警信息发布中心公告

我单位是隶属于省政府应急管

理厅的省财政预算管理事业单位，

与海南省气象服务中心合署办公，

负责海南省各类自然灾害、事故灾

难、公共卫生事件等突发事件预警

信息发布工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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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宣传科普人员

二、招聘条件

1.具有良好的政治素质和思想

品德，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热

爱党的新闻事业，恪守新闻工作者

职业道德；

2.新闻、中文、出版类相关专

业毕业,本科及以上学历，性别不

限；

3.具备敏锐的信息采编能力，

对当地重大气象事件和重要活动宣

传报道敏感性强、新闻策划意识

强，能够及时组织气象新闻宣传报

道；

4.具备较强文字编辑与写作能

力，能够针对不同专题，清晰流畅

地撰写文稿，能熟练运用计算机办

公操作软件。

三、联系方式

投 递 邮 箱 ：

2017310623@qq.

com。

地址：海口市

南海大道286号海

南省气象服务中心
扫码了解详情

华东师范大学第二
附属中学乐东黄流中学公
告

华东师范大学第二附属中学乐

东黄流中学是一所由上海市华东师

范大学第二附属中学与海南省乐东

黄流中学联合公办的全日制完全中

学。学校引入上海名师管理团队，

吸纳原黄流中学及乐东地区的文化

养分，使学校拥有前瞻性的办学理

念、独特的学校文化、雄厚的师资

力量和多维的办学特色。新校区于

2016年9月正式开学，校园环境优

美，硬件设施一流，校风卓越进

取，目前学校在编教职工人数为

300多人。

一、招聘岗位

1.语文老师（高中）；

2.英语老师（初中、高中）；

3.政治老师（高中）；

4.生物老师（初中、高中）；

5.信息中心主任（高中）；

6.物理老师（高中）。

二、招聘要求

一本以上院校毕业生；国家

985/211工程院校毕业生；各大院

校双学位、全日制硕士及以上学历

学位同等条件下优先录取，且全日

制硕士、博士待遇从优。

三、报名方式

投 递 邮 箱 ：

hsefzhlzx@163.

com

联 系 电 话 ：

0898-85679053

海南省慈善总会办公
室公开招聘工作人员公告

海南省慈善总会办公室是隶属

海南省民政厅的正处级社团办事机

构，因工作需要，经报海南省人力

资源和社会保障厅核准备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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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面向社会公开招聘4名事业

编制工作人员。现将具体事项公告

如下

一、招聘岗位

1.财务管理岗；

2.行政管理岗；

3.宣传管理岗；

4.项目管理岗。

二、招聘条件

1.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遵

守宪法和法律，具有良好的品行和

职业道德；

2.具有拟聘岗位所需的学历、专

业以及其他条件。

三、岗位要求

有良好的沟通能力、团队精神

和创新能力，有高度的责任心和耐

心，办事高效，能很好的把握工作

进度。

四、报名网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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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ex.php/exam/?

EXAMID=2753

五、联系方式

联 系 电 话 ：

扫码了解详情扫码了解详情

文昌市2020年考核
招聘高级职称卫生专业
技术人员公告

为深入实施人才强市战略，进

一步优化我市医疗卫生机构人才结

构，解决我市高级卫生专业技术人

才紧缺问题，促进我市卫生事业健

康快速发展，根据《海南省事业单

位公开招聘人员实施办法》、《海南

省事业单位考核招聘工作人员暂行

规定》、《海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

障厅海南省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

关于印发<关于深化基层事业单位

人事制度改革的实施意见>的通

知》（琼人社发〔2018〕 295号）等

文件精神。

一、招聘岗位

1.病案编码员；2.临床护士。

二、招聘条件

1.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

2.遵守宪法和法律；

3.具有良好的品行和职业道德。

三、有下列情况之一的，不得

报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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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犯罪正在接受调查的；

3.在公务员招录、事业单位公

开招聘中违纪违规

且处理期限未满的。

四、联系方式

联 系 电 话 ：

0898- 63230838

扫码了解详情 扫码了解详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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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具有良好的职业道德、素养

和沟通能力，勤奋敬业，遵纪守法。

三、报名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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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ex.php/exam/?EXAMID=2722

四、联系方式

联系人：

张先生

联 系 电 话 ：

0898-68723605

地址：农业农

村局组织人事科。
0898-

6850281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