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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招聘 T03

白沙黎族自治县
2021 年公开招聘事
业单位工作人员公告

为加强我县事业单位人才队伍

建设，鼓励和引导优秀人才到我县

干事创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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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件有关规定，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事业单位工作人

员。

一、招聘岗位

1.白沙黎族自治县纪检监察保

障中心：管理岗；2.白沙黎族自治

县人才发展服务中心：管理岗。

二、报考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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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

规；3.具有良好的品行和职业道德。

三、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不得报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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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役军人、在读的非应届

毕业生。

四、提交材料

1.近期正面免冠彩色证件照片；

2.身份证正反面（有效期内的

二代身份证）；

3.户口本（户口本首页与本人

页）；

4. 毕业证、学

位证。

五、联系方式

联 系 电 话 ：

0898—27715650 扫码了解详情

中共万宁市委党
校 2021 年公开招聘
专业技术岗人员公告

为加强党校干部教育培训师资

队伍建设，满足我市干部教育培训

工作需要，根据《中国共产党党校

（行政学院）工作条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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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合我校实际，拟向全国公

开招聘专业技术岗人员，现将有关

事项公告如下：

一、招聘职位

专业技术岗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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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拥护中国

共产党的领导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制度；

3.要求具有较强的语言表达能

力，满足教学工作需要；

4.具有正常履职所需要的身体

条件。

三、提交材料

1.本人有效期内的身份证（正

反面合一）扫描件；

2.近期正面免冠彩色证件照；

3.应聘岗位所需的专业技术资

格证书、获奖证书

和科研材料等扫描

件。

四、联系方式

联 系 电 话 ：

0898-62223329 扫码了解详情

三亚市崖州区机
关事业单位政府雇员
招聘

为提升崖州人才队伍建设，进

一步提高工作效率，崖州区决定面

向社会公开招考崖州区机关事业单

位政府雇员储备库人员。依据国家

《劳动法》、《劳动合同法》等法律、

法规，结合我区实际，现将公开招

聘相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招聘岗位

综合岗

二、资格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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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从组织安排，吃苦耐劳，有

良好的服务意识；

4.身体健康，具有正常履行岗

位职责的身体条件。

三、有以下情形之一的不得报考

1.曾受过各类刑事处罚的；

2.有违法、违纪行为正在接受

审查的；

3.尚未解除党纪、政纪处分的；

4.失信被执行人。

四、提供材料

1.学历学位证书、身份证(正反

面)；2. 本人近期正

面免冠彩色证件照

片。

五、联系方式

联 系 电 话 ：

0898-88707572 扫码了解详情

海口市美兰区政
府服务中心招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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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办

不成事反映窗口”专员。

二、招聘基本条件

1. 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

拥护中国共产党的路线、方针、政

策，遵纪守法；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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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6 年 7 月以后出生，

条件优秀者可适当放宽)。

三、岗位职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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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负责受理办

事对象现场投诉、转办交办、答复

反馈等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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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南王府井海垦免税品经营有限责

任公司是王府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王府井集团”）与海南农垦集团

下属企业海南天然橡胶产业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于2021年1月成立的合资公司，

专注于发展运营海口海垦广场岛内居民

免税项目的专业公司。

王府井集团前身是享誉中外的北京

市百货大楼，创立于1955年。王府井集

团现为中国国内大型零售集团之一，是

深受中国消费者喜爱的民族商业品牌，

也是当代中国商业发展进程中具有代表

性的企业。

一、招聘岗位

（一）免税采购总监
岗位职责：

1.负责品类包括免税烟酒、香化、

食品保健品、配饰皮具、家用生活等免

税品品类；有税服装服饰、儿童、餐饮

配套等有税招商；

2. 负责统筹整体海口商品部门工

作，制定整体免税商品采购策略、制定

免税商品采购计划。

（二）免税采购经理
岗位职责：

1.负责对供应商资源的开发、维护

和优化工作，建立供应商及品牌资源库；

2.审核门店新品牌订货以及新客户

开户申请。

（三）免税品类管理经理
岗位职责：

1.负责品类下辖门店的全面管理工

作；带领店内员工达成各项经营目标，

包括销售额、毛利率等；

2.管理门店订货需求、陈列指导、

销售把控及合理促销相关工作，以保证

销售目标达成，并及时反馈、调整、总

结。

（四）有税营运经理
岗位职责：

1.监督卖场商品管理，包括订货、

上货、补货，做好进货验收、商品陈

列、商品质量和服务质量管理等有关作

业；

2.监督门店商品损耗管理，临期品

预警，把握商品损耗尺度。

（五）投资拓展经理
岗位职责：

1.收集、整理、分析商业零售以及

免税行业的相关政策信息以及市场数

据，定期完成行业市场分析报告；

2.根据公司发展战略，研究海南地

区城市的宏观环境、城市规划、商业项

目供应，形成区域公司发展战略规划；

3.开拓有效途径收集项目信息，制

定公司年度市场拓展及投资规划。

（六）市场营销经理
岗位职责：

1.负责门店推广引流活动，包括大

节庆的活动设计及执行，与品牌的co-

marketing等；

2.负责门店会员维护，包括会员中

心的运营、会员售后服务的团队管理；

3.配合总部的CRM策略和人群运营

活动，进行门店活动执行、跟踪，进行

门店的人群运营。

（七）营销副经理
岗位职责：

1.根据总部促销策略及年度促销日

历，规划门店促销节点及主题。与各部

门配合，规划各促销节点的品类品牌规

划/促销类型规划/价格折扣规划等。

2.负责城市媒体投放规划，包括年

度预算规划、详细投放计划，并定期与

总部开会总结。

（八）仓储/仓库经理
岗位职责：

1.制定商品入、出库工作流程和仓

库管理制度，对下属员工的相关业务进

行培训和指导；

2.带领团队，严格按照流程作业，

确保商品入库、出库业务高效运转，负

责仓库运营管理，确保在库商品账实相

符。

（九）安防经理/副经理
岗位职责：

1.负责安全部门的日常工作，拟定

部门月/年度工作计划，分解工作任务，

并监督执行；

2.负责建立、修订、完善安全管理

体系，并组织实施；

3.负责公司秩序维护、车辆管理、

消防安全、监控室等管理工作，确保公

司服务区域的正常安全秩序。

（十）商装主管
岗位职责：

1.负责商户装修图纸的审图、进场

装修手续办理及装修期间文明、安全、

质量监管确保租户按时开业；

2.协助商户办理所需的各项报验及

政府手续,跟进和督促租户进场装修的后

续工作,例如:报建、竣工验收、消防报

验、政府批文、开业事宜等。

（十一）招聘主管
岗位职责：

1.根据公司发展规划，制定招聘方

案及策略，及时完成岗位空缺招聘工作；

2.可根据不同岗位，结合人才市场

情况给出合理招聘建议。

二、联系方式

联系电话：何先生 18976386320

投 递 邮 箱 ：

zhaopinhk@wf-

jdf.com

（投递格式：

应聘岗位+姓名+

手机号）

海南王府井海垦免税品经营有限责任公司

扫
码
了
解
详
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