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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招聘 T03

海南海口市农业
农村局招聘公告

海口市农业检验检测预警防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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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招聘岗位

专业技术岗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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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岗位所需的学历、专业

知识和技能条件；

4.适应岗位要求的身体条件。

三、存在下列情形之一的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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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名要求

1.提供本人有效身份证或社保

卡(正、反两面合并成一张图片)；

2.在职人员需提供所在单位及

主管部门出具的同意报考证明(加盖

公章)；

3. 岗位所需的

其他证书和材料。

五、联系方式

联 系 电 话 ：

0898-68723605 扫码了解详情

2021年海南五指
山市招考校医储备库
人员招聘公告

为解决我市教育系统校医配备

不足问题，切实按标准配足配齐各

中小学校、幼儿园校医，进一步加

强校医人员队伍建设，依据各中小

学校、幼儿园校医配备需求情况，

经市政府同意，决定面向社会招聘

一批公办学校(幼儿园)校医储备库人

员，现将招聘事宜公告如下：

一、招聘岗位

校医储备库人员

二、招考条件

1. 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

遵守宪法和法律；2.具有良好的品

行及职业道德和身体、心理素质；

3.具有中专及以上学历。

三、如有下列情况之一者，不

得报考：

1.刑事处罚期限未满或涉嫌违

法犯罪正在接受调查的；

2.在各类公开招聘中违纪违规

且处理期限未满的；

3.失信被执行人。

四、提交材料

1.近期正面1寸免冠照片2张;

2.有效二代身份证复印件(正反

面合并一张图片，必须使用有效期内

的二代身份证，报名

与考试时使用的身

份证须一致)。

五、联系方式

联 系 电 话 ：

0898—86639073 扫码了解详情

海南省农业农村
厅直属事业单位招聘
公告

根据 《事业单位人事管理条

例》(国务院令第652号)和《海南省

事业单位公开招聘人员实施办法》

(琼人社发〔2018〕516号)精神,海南省

农业农村厅面向社会公开招聘直属

事业单位事业编制工作人员。现将

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招聘岗位

1. 海南省南繁管理局：管理

岗；2.海南省种子总站：专业技术

岗；3.海南省土壤肥料总站：专业

技术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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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犯罪正在接受调查的；

3.失信被执行人。

四、提交材料

1. 本人近期正面免冠证件照

片；2.已取得学历学位的应聘人员

需提供学历证书、

学位证书。

五、联系方式

联 系 电 话 ：

0898-65329686
扫码了解详情

2021年海南三亚
市知识产权保护中心招
聘公告

根据《关于应对新冠肺炎疫情

影响做好事业单位公开招聘高校毕业

生工作的通知》 (人社厅发〔2020〕27

号)等有关规定，结合实际需要，我

单位决定面向全国公开招聘事业单位

工作人员11名，具体方案如下：

一、招聘岗位

1.综合管理部：专技岗；

2.知识产权预审部：专技岗；

3.维权保护部：专技岗。

二、招聘条件

1.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

2.遵守国家法律、法规，无违

法、违纪行为；

3.具有良好的品行和职业道德；

4.身体健康，具有正常履行岗

位职责的身体条件。

三、有下列情况之一者，不得

报考：

1.曾受过各类刑事处罚的；

2.曾被开除公职的；

3.有违法、违纪行为正在接受

审查的。

四、提交材料

1.本人近期正面免冠蓝底证件

照片；2.有效身份证(正、反两面合并

成一张图片)；3. 学

历、学位证书。

五、联系方式

联 系 电 话 ：

0898-88830998
扫码了解详情

2021年海南省儋
州市洋浦经济开发区
医院招聘公告

为适应洋浦经济开发区医院快

速发展的需要，经研究，启动2021

年面向全国公开招聘第四批人才计

划，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招聘岗位

1. 妇产科医师；2. 口腔科医

师；3.儿科医师；4.超声科医师。

二、应聘条件

1. 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

遵守国家宪法、法律和法规；2.具

有良好的品行和职业道德，愿意履

行事业单位工作人员的义务；3.具

有报考职位需要的其他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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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信被执行人；

3.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不得

报考的情形；

4.在公开招聘中违纪违规且处

理期限未满的。

四、提交材料

1.有效期内的本人身份证(正反

面)；

2.国家承认的学历学位证书；

3.近三个月内正

面免冠1寸彩色电子

照片。

五、联系方式

联 系 电 话 ：

0898-28815629 扫码了解详情

国家计算机网络
应急技术处理协调中
心海南分中心招聘公
告

国家计算机网络应急技术处理

协调中心是中央网信办直属正厅级

事业单位，承担国家网络信息安全

管理技术支撑保障职能。

一、招聘需求

（一）网络与信息安全技术岗

岗位职责：

从事网络安全风险评估、新技

术新业务评估、大数据分析等有关

工作。

岗位要求：

1. 计算机、通信、网络安全、

信息安全及相关专业，全日制本科

及以上学历,特别优秀者可放宽学历

要求；2.熟悉网络安全相关理论知

识，熟练掌握国内外主流安全工具

使用。

（二）互联网信息研究岗

岗位职责：

互联网信息搜集整理分析、撰

写舆情分析报告。

岗位要求：

1.具备较强的政治敏感性、新

闻敏感性和舆情敏

锐性；2. 良好的文

字驾驭能力、逻辑

分析能力。

二、联系方式

联 系 电 话 ：

0898-66555175
扫码了解详情

2021年海南地质
综合勘察设计院招聘
公告

海南地质综合勘察设计院成立

于1992年，现有职工107人，拥有

工程勘察专业类(岩土工程)甲级，测

绘甲级资质、地质灾害评估甲级、

水土保持方案编制、监测评价证书

等资质。因业务发展需要，现拟面

向社会公开招聘7名专业技术人员。

一、招聘岗位

1.注册岩土工程师；2.水工环

或岩土工程专业技术人员；3.水土

保持专业技术人员。

二、报考条件

1.注册岩土工程师：

(1)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

遵守宪法和法律；(2)年龄40周岁以

下，具有注册岩土工程师执业资格，

能注册至我院且全职在我院工作。

2.水工环或岩土工程专业技术

人员：

(1)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

遵守宪法和法律；(2)其它要求：身

体条件良好，能适应相应野外工作。

3.水土保持专业技术人员：

(1)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

遵守宪法和法律；

(2)其它要求：身体条件良好，

能适应水土保持编

制及监测相关野外

调查工作。

三、联系方式

联 系 电 话 ：

0898-66823110 扫码了解详情

海口市美兰区事
业单位招聘公告

根据政务服务工作需要和《海

口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规范我市

机关事业单位临时聘用人员管理的

指导意见》 (海府办函[2019]316 号)

有关规定，海口市美兰区政务服务

中心现面向社会公开招聘8名工作

人员，相关事宜公告如下：

一、招聘岗位

1.引导员；2.帮办专员。

二、基本条件

1.具有良好的身体素质和心理素

质，形象佳，年龄在35周岁以下；

2.有较强的责任心和团队合作

意识，服务意识强，富有亲和力，

沟通协调、语言表达能力俱佳；

3. 大专及以上学历，专业不

限，能熟练使用电脑及办公软件，

普通话标准。

三、招聘岗位及职责

1.引导、业务分流、现场秩序

维护等工作；

2.负责业务受理、处理问讯答

疑、导办、有关表格文书的代输代

填等工作。

四、提交材料

1.身份证；2.学历学位证书；3.

能够证明本人能力水平的相关证件

的扫描件。

五、联系方式

投 递 邮 箱 ：

mlqzwzx@haikou.

gov.cn
扫码了解详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