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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招聘

2021 年 8 月 21 日 星期六

美编/李思思

关于招聘 1 名工作人员派驻洋浦人民法院的公告
因工作需要，海南南海网人力资源开
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南海网人力）现面
向社会公开招聘2名工作人员，外派至海
南省洋浦经济开发区人民法院，现将有关
事项公布如下：
一、招聘岗位
协警
二、招聘基本条件
（一）基本条件
1.具备的条件：
(1) 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
(2) 拥护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拥护
中国共产党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

(3)品行端正，遵纪守法，有吃苦奉献
精神，
组织纪律观念强，
服从工作安排；
(4)年龄为18周岁以上、30周岁以下
（1990年1月1日至2002年12月31日）；
(5)具有大学专科以上学历，专业不
限；
复退军人可放宽至高中、中专。
2.有下列情况之一者，
不得投递简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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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尚未解除党纪、政纪处分的。
三、岗位要求
（一）具有符合岗位要求的文化程度

和工作能力。
（二）以下人员不得投递简历：
1.有吸毒、赌博、酗酒、寻衅滋事等不
良记录或行为的人员；
2.受刑事处罚、劳动教养、收容教育、
强制隔离戒毒、行政拘留或具有开除工
作、开除军籍等不良记录的人员；
3.其他法律法规规定不得聘用的其
他情形。
四、招聘程序
报名与资格审查
1.报名时间：2021年8月17日至2021
年8月22日，逾期不予受理；

2.报名方式：
邮箱报名；
3.报名邮箱：821840484@qq.com（邮
件主题格式为：
姓名+应聘洋浦法院协警）；
4.报名地址：海南省海口市龙华区华
银大厦6楼（南海网人力）；
5.咨询电话：
0898-36382802；
6. 提交资料：
（1）
《个人简历
表》；
（2）身份证；
（3）毕业证书、
学位证复印件。
扫码了解详情

年薪最高 80 万！三亚崖州湾科技城最新招聘汇总
一、隆平生物技术（海南）有限公司
【招聘岗位】
首席科学家-植物合成生物学方向
【岗位要求】
具备较强的专业基础，
有作物学、分子
生物学、
遗传学或蛋白质组学等专业背景。
二、三亚市崖州区国有资产管理开发
有限责任公司
【招聘岗位】
三亚市崖州区绿色生态循环肉牛繁
育基地厂长
【岗位职责】

1. 负责本场生产计划的完成；2. 负责
执行公司涉及本岗位工作的各项管理制
度落实。
【招聘岗位】
三亚市崖州区绿色生态循环肉牛繁
育基地技术员
【岗位职责】
负责肉牛配种、
饲养、
防疫等繁育工作。
三、海南泽农高科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招聘岗位】
Web 前端开发工程师
【岗位职责】

限公司
【招聘岗位】
人力资源绩效薪酬经理
【岗位职责】
熟悉人力资源公司的业务方向，
国家及
当地人力资源服务方向的法律法规政策等。

负责公司核心项目框架搭建及重要
模块开发。
【任职要求】
本科以上学历，3 年及以上 web 前
端开发经验，熟悉移动端产品开发。
【招聘岗位】
Java 开发工程师
【岗位职责】
1. 参与复杂农业大数据软件前端的
设计和开发工作；2. 与硬件和 UI 团队协
作，
探索和设计具有开创性的产品。

联系方式
投 递 邮 箱 ：
sanyacxe@163.
com
扫码了解详情

四、三亚崖州湾科技城人力产业有

海南日报报业集团诚聘
因事业发展需要，海南日报报业集团
现面向社会招聘海南日报社新媒体中心
品牌推广人员若干。
一、招聘岗位
（一）推广运营总监
1. 大学本科及以上学历，传媒、新闻、
广告及相关专业，具有 8 年以上媒体运营
推广工作经验，条件优秀者可适当放宽；
2. 年龄原则上要求 35 周岁以下，男女
不限，
条件优秀者可适当放宽。
（二）业务总监
1. 大学本科及以上学历，广告、传媒、
新闻及相关专业，具有 8 年以上媒体运营

推广工作经验，
条件优秀者可适当放宽；
2. 年龄原则上要求 35 周岁以下，男女
不限，
条件优秀者可适当放宽。
（三）品牌推广运营副总监
1. 大学本科及以上学历，传媒、新闻、
广告及相关专业，具有 5 年以上媒体运营
推广工作经验，
条件优秀者可适当放宽；
2. 年龄原则上要求 30 周岁以下，男女
不限，
条件优秀者可适当放宽。
（四）业务副总监
1. 大学本科及以上学历，广告、传媒、
新闻及相关专业，具有 5 年以上媒体运营
推广工作经验，
条件优秀者可适当放宽；

2. 年龄原则上要求 30 周岁以下，男
女不限，
条件优秀者可适当放宽。
（五）品牌推广策划
1. 大学本科及以上学历，传媒、新
闻、广告及相关专业；
2. 年龄原则上要求 30 周岁以下，男
女不限，
条件优秀者可适当放宽。
（六）前台商务
1. 大学本科及以上学历，广告、财务
及相关专业；
2.年龄原则上要求30周岁以下，
男女
不限，
条件优秀者可适当放宽。
（七）社群管理

1. 大学本科及以上学历，传媒、新闻、广
告及相关专业；
2. 年龄原则上要求 30 周岁以下，
男女不
限，
条件优秀者可适当放宽。
二、联系方式
招 聘 邮 箱 ：hndailyjob@163.com。
联系方式：
林 小 姐 089866810854
宋 先 生 089866810054

扫码了解详情

海南鸿宝投资控股有限公司高薪招聘
“海南鸿宝投资控股有限公司”为“河
南鸿宝集团有限公司”
全资子公司。
河南鸿宝集团有限公司是成立于一
九九三年的股份制民营企业，注册资本金
一亿人民币。
一、招聘岗位
安装工程师
【岗位职责】
1.负责水电暖设备专业范围内的方
案、施工管理工作，确保方案及工程进度
达到项目整体要求，工程质量符合国家规

范、行业标准及企业内部标准；
2.协调水电暖设备专业工程与相关土
建、市政、园林景观工程直接的关系，现场
指导监理公司、施工单位的工作，确保水
电暖设备工程的施工达到设计与规范要
求；
3.监督施工过程中竣工资料整理及竣
工验收配合工作；
4.配合协调开发、设计、成本、招采部
门开展相关业务工作，负责项目目标的制
定，督导工作目标的分解落实；负责安装
工程现场签证的监督、执行及流程审核。

网址：
www.zmgrcw.com

【任职要求】
1.熟悉国家、地区、行业相关政策法
规、规范等，熟悉施工图纸、施工流程管
理、验收规范及市政配套建设、验收工
作；
2.具有较强的现场组织协调能力，能
全面负责项目水电安装工程，独立解决
工程施工中遇到的质量技术问题；
3.本科（985/211）及以上学历，电气、
给排水、暖通相关专业；
4.八年以上房地产行业工作经验，3
个以上完整项目经历（要求有精装修项
目经历）。

刊登热线：
0898-68553532

13519887499

地址：
海口市金盘路 30 号

工作日：
周一到周六
工资：
1.5万起（根据情况，可面议）
其他：
提供一日三餐
二、联系方式
联系人：
王嘉巍
联 系 电 话 ：
18237160388
投 递 邮 箱 ：
wangjw@hnhongbao.com

扫码了解详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