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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文昌市考核
招聘事业单位人员公
告

为进一步增强镇事业单位人才

队伍建设，根据《关于深化基层事

业单位人事制度改革的实施意见》

(琼人社发[2018]295 号)精神,按照

《海南省事业单位公开招聘工作人员

实施办法》 等规定，经市政府批

准，决定考核招聘事业单位工作人

员，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招聘岗位

文昌市铺前镇等镇中心学校：

管理岗

二、应聘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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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适应岗位要求的身体条件；

5.学历要求：大专及以上学历；

6.具备岗位需要的其他条件。

三、具有以下情形的人员不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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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信被执行人。

四、提交材料

1.报名表；2.户

口簿；3.身份证。

五、联系方式

联 系 电 话 ：

0898—63330057 扫码了解详情

海南大学三亚研
究院招聘公告

海南大学三亚研究院由海南大

学与三亚市政府、三亚崖州湾科技

城管理局联合共建。研究院秉承

“绿色、健康、生命、创新”宗旨，

以生命健康、医疗器械、热带农

业、生态环保、种质资源、海洋药

物、深海科技、智慧海洋等领域为

重点。

一、招聘岗位

行政管理岗

二、岗位职责

1.与相关单位和部门对接，负

责人才引进、党建、工会工作；2.

负责宣传工作，做好新闻编辑、摄

影、网站和微信公众号维护；3.负

责研究院重要信息汇总，输出各类

总结汇报材料；4. 与合作单位对

接，做好后勤保障工作。

三、任职要求

1. 能够熟练操作 Word、Ex-

cel、PPT等基本办公软件；2.有良

好的职业形象，懂得基本的接待礼

仪；3.普通话标准流利，语言和文

字表达能力强；4.熟悉行政、办公

室管理工作流程，具有良好的沟

通、协调和组织能力。

四、联系方式

投 递 邮 箱 ：

hainanusri@hnu -

sri.cn

联 系 电 话 ：

13036006228 扫码了解详情

广州海洋地质调
查局 2021 年招聘公
告

广州海洋地质调查局是自然资

源部中国地质调查局直属的多学

科、多功能海洋地质调查研究机构

(正厅级事业单位)，主要从事国家基

础性、综合性、战略性和公益性的

海洋地质调查与研究工作。

一、招聘岗位

1.工程施工管理员；

2.设计管理员。

二、岗位条件

1.遵守国家法律法规，爱岗敬

业、品行端正、作风正派，无不良

嗜好；2.年龄在60周岁以下，身体

健康；3.工作地为三亚市崖州湾科

技城(需常驻现场)。

(二)岗位条件

施工管理岗要求：全日制大学

本科及以上学历;土木工程或工民建

相关专业，具有注册资质优先;5年

及以上建筑工程现场管理经验;熟悉

房屋建筑工程现场基本管理方法;具

有良好的交流沟通及协调能力。

三、提供材料

1.个人申请材料；

2.身份证、学历证书复印件;

3.相关岗位的所需的资格证书

复印件。

四、联系方式

投 递 邮 箱 ：

ghjrenshi -

chu@vip.163.com
扫码了解详情

中共琼中黎族苗
族自治县纪律检查委
员会面向社会招聘公
告

因工作需要，中共琼中黎族苗族

自治县纪律检查委员会决定面向社会

公开招聘20名纪检监察业务辅助工作

人员，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招聘岗位

纪检监察业务辅助工作人员

二、招聘条件

1. 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

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热爱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

2.遵纪守法，具备良好的品行

和职业道德，具有团结协作和吃苦

奉献精神；

3.适应岗位要求的身体条件及

其他所需条件；

4.同等条件下，优先录用中共

党员、退伍军人、应届毕业生等

三、下列人员不具备报考资格:

1.有吸毒、赌博、酗酒、寻衅

滋事等不良记录或行为的人员；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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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交材料

1.身份证正反面扫描件；2.户

口本首页及本人页

扫描件。

五、联系方式

联 系 电 话 ：

0898-68528566

扫码了解详情

海南省科学技术
信息研究所 2021 年
专业技术人员招聘公
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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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海南省人力资源

和社会保障厅关于做好“海南自贸

港面向全球招聘人才活动”相关工

作的通知》精神，结合实际工作需

要，海南省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

2021年拟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专业技

术人员2名。

一、招聘岗位

1.财务管理；2.法务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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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事处罚期未满或涉嫌违法

犯罪正在接受调查的。

四、提供材料

1.身份证正反面、毕业证学信

网下载打印的带有二维码的学历验

证表；2. 学位证、

近期一寸免冠彩色

相片和职称证；

五、联系方式

联 系 电 话 ：

0898- 653437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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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熟悉常见安全产品或工

具，如防火墙、VPN、IDS/IPS、

防病毒、漏洞检测等主流的安全技

术与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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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联系方式

联 系 电 话 ：

66555175 扫码了解详情

海南省农业农村
厅直属事业单位招聘
公告

2021年海南省农业农村厅直属

事业单位公开招聘第一次网上报名

及材料补充工作已于2021年8月15

日结束。经报海南省人力资源和社

会保障厅重新核准备案，我厅对公

开招聘部分岗位招聘条件进行了调

整。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招聘岗位

1.海南省南繁管路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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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要求

1.对应聘人员的资格审查贯穿

公开招聘工作全过程，应聘人员必

须如实准确提供本人信息，凡弄虚

作假者，一经查实，一律取消考试

或聘用资格。

2.应聘人员违纪违规行为将按

照《事业单位公开招聘违纪违规行

为处理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力

资源和社会保障部令第35号）等进

行处理。

3.本公告由海南省农业农村厅

人事处 （产业人才

工作处）负责解释。

三、联系方式

联 系 电 话 ：

65329686
扫码了解详情

三亚市两级法院
招聘公告

一、招聘职位

1.中级人民法院聘用制书记员；

2.城郊人民法院聘用制书记员。

二、报考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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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良好的政治素质和道德

品行；

4.具有符合职位要求的文化程

度和工作能力。

三、有以下情形者不予聘用

1.受过刑事处罚；

2.曾被开除公职的；

3.因不良行为受过公安机关处

理的；

4.有吸毒或吸毒经历的；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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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效身份证正、反两面合成

一张图片；

3. 学历、学位

证书。

五、联系方式

联系电话：

88693332
扫码了解详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