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海南中学2021年公
开招聘公告

我校创办于1923年秋，是一所

完全中学，是海南省教育厅直属学

校。系财政全额拔款供养的事业单

位,学校座落在海南省海口市。

2017年我校被中央精神文明建设

指导委员会授予首届“全国文明校

园”称号。

一、招聘岗位

1.数学教师；2.英语教师；3.信

息技术教师；4.政治教师；5.物理教

师；6.化学实验员。

二、招聘条件

应聘人员必须具备下列基本条

件：

1.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

年龄不超过30周岁(年龄计算截止

于2020年 12月 31日，即 1991年 1

月1日后出生)

2.热爱教育事业和教师职业;

3.身体健康、符合规定的体检

标准；

4.没有违法犯罪记录；

5.符合招聘岗位规定的资格条

件。

三、报名方式

采用网络报名方式进行。

四、联系方式

投 递 邮 箱 ：

hnzx1923@126.

com

联 系 电 话 ：

0898-65885933 扫码了解详情扫码了解详情

五指山市综治中心公
开招聘公告

因五指山市综治中心(网格化服

务管理中心)工作需要，现公开招聘

社区专职网格工作人员60名，有关

事项公告如下。

一、招聘岗位

专职网格工作人员

二、岗位要求

1.具有五指山市户籍或长期居住

在五指山市内;

2.遵守宪法和法律;

3.文化程度高中以上(含中专学

历);

4.适应岗位要求的身体条件;

5.具有良好的职业道德，工作认

真负责，吃苦耐劳，热爱基层工

作，热爱公益事业、善于做群众工

作;

6.有较强的口头表达能力等，能

够熟练操作计算机及智能手机;

7.无违法违纪记录;

8.年龄要求18周岁以上，45周

岁以下。

三、有下列情况之一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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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联系方

式

联 系 电 话 ：

0898-86626339

海南省交通运输厅的

正处级事业单位招聘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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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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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路桥助理工程师。

二、报名网址

http://jt.hainan.gov.cn/hnsjt-

gcjsj/

三、报名须知

1.应聘人员已与工作单位建立人

事（劳动）关系的，应征得原单位

同意方可报考，并须提供所在单位

出具的同意报考证明。报名时报考

人员应真实、准确填写报考信息。

报考人员提供虚假报考信息的，一

经查实，即取消考试或聘任资格。

对伪造、变造有关证件、材料、信

息等，骗取考试资格的，将按照

《事业单位公开招聘违纪违规行为处

理规定》等有关规定处理。

2.每个报考人员只允许报考一个

岗位，报名时应按照规定流程和时

限尽早完成各环节操作。未在规定

的时间内完成职位选报和确认，均

视为放弃报名。

四、联系方式

联系人：

云先生

联 系 电 话 ：

0898-66252263

扫码了解详情

海南省海南生态软
件园管理局2020年公开
招聘公告

海南生态软件园是首批践行海

南自贸港政策的重点园区，是推动

自贸港建设的样板区和试验区，简

政放权将增强园区经济发展的内生

动力。现根据工作需要，面向国内

外公开招聘工作人员。

一、招聘岗位

1.降级发展部专员；2.投资服

务部专员；3.风险防控部主管。

二、报名条件

本次招聘面向国内外，无国籍

及身份限制，欢迎国际人才踊跃报

名。报名人员应当具备以下基本条

件：

1.遵纪守法、诚信廉洁、勤勉

敬业、吃苦耐劳、勇于担当，职业

素养高;

2.具有较强的改革创新能力和

执行能力，良好的语言表达、沟通

协调和综合分析能力，服务意识

强。

三、报名方法

1.报名时间：

2020 年 12 月 22 日 09:00—

2021年 1月 17日

17:00，逾期不再

受理。

2.报名邮箱：

邮 箱 ：

HSA2020@126.

com。
扫码了解详情

海南测绘地理信息局
直属事业单位招聘公告

海南测绘地理信息局成立于

1990年，实行由自然资源部与海南

省人民政府双重领导，以自然资源

部为主的管理体制，下辖6家直属

事业单位，事业单位主要承担国家

和地方基础测绘及重大测绘地理信

息项目。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招聘岗位

事业单位工作人员

二、报考条件

1.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

2.拥护党的路线方针政策，遵

纪守法、品行端正；

3.热爱自然资源事业，具有较

强的事业心和责任感，爱岗敬业，

具有良好的奉献精神和团队协作精

神；

4.具备与岗位相匹配的专业和

技能条件；

5.具备履行岗位职责所需的身

体、心理素质。

三、招聘程序

采用网络报名的方式，报名截

止时间为2020年12月26 日。电

子邮箱HNCHRSC@163.com。

四、联系方式

投递邮箱：HNCHRSC@163.

com

联系人：

卢 致 清

（0898）65257026

地址：白龙南

路53号测绘大厦

琼中县柔性引进医疗
卫生人招聘公告

为深入实施人才强县战略，引

进我县急需的医疗卫生专业紧缺人

才，改善和优化医疗卫生专业技术

队伍结构，进一步提升我县医疗卫

生服务能力，现就面向全国柔性引

进紧缺人才公告如下：

一、招聘岗位

1. 儿科；2. 妇产科；3. 消化内

科；4.神经外科；5.呼吸外科。

二、招募对象和条件

(一)招募对象

面向全国以顾问指导、短期兼

职、候鸟服务、对口支援或者其他

适宜的方式引进具有副高以上职称

的专业技术人员、技师以上高技能

人才。

(二)招募条件

招募人员应当具备下列资格条

件：

1.具有良好的职业道德和较强的

团队协作精神；

2.具有扎实的专业知识或者专门

技能，满足我县用人单位的合作需

要；

三、联系方式

1. 琼 中 县 人 民 医 院 邮 箱

qzyy1952rsk@163.com

联 系 电 话 ：

0898-86225446

2. 琼中县中医

院 邮 箱 qiong-

zhongzyy@126.

com 扫码了解详情扫码了解详情

三亚交通投资集团有
限公司招聘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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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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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将有关公告

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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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止时间：2021-02-12

三、岗位要求

1.学历要求：全日制大学本科

（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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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届硕士学历要求 27 周岁

（含）以下、应届博士学历要求29

周岁（含）以下。

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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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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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将

有关公告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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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岗位要求

1.学历：本科及以上学历;

2.政治素质：拥护中国共产党

的领导，热爱祖国，遵守中华人民

共和国宪法和法律;品行端正，具

有良好的职业道德。

3.身体条件：身体健康，适应

岗位要求

四、福利待遇

1工作时间：周末双休，根据

国家法定节假日放假。

五、联系方

联系电话：

林 女 士

0898-88616699

投 递 简 历 ：

sytpb.lyj@sanya.

gov.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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