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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省政府接待
车队招聘公告

一、招聘岗位

内勤工作岗

二、招聘要求

1.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拥护党

的路线方针政策，热爱本职工作；

2.品行端正，诚实守信，无违

法违纪等不良记录；

3.身体健康、性格平和，具备

一定的礼仪修养。

三、工资待遇

1.试用期月工资=岗位工资+工

龄工资+绩效工资+五险一金。聘用

人员与海南天涯人力资源管理服务

有限公司签订2年的劳动合同，试

用期2个月；

2.保险福利：五项基本保险+住

房公积金。工作日提供午餐，加

班、出差另有补助。

四、报名要求

报考人员提供身份证、学历证

书、职称证书等材料复印件各一式

一份，近期一寸白底免冠照片3张

（现场报名需携带原件备查）。

五、资格审查

对报名人员进行资格审查，资

格审查合格人员，按择优原则安排

参加笔试。

六、联系方式

联 系 电 话 ：

0898-65203986

投 递 邮 箱 ：

1464316038@qq.

com 扫码了解详情

三亚政府部门招
聘公告

一、招聘岗位

政府部门工作人员

二、岗位要求

1. 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法律法规、无违法犯罪记录；

2.专业：畜牧类、农学类、文

学类、农业经济管理类、公共管理

类等专业；

3.全日制本科学历的，年龄30

周岁（含）以下；

4. 中共党员优先，不限专业，

年龄35周岁（含）以下；

5.具有较强的工作责任心，遵

守规章制度，坚守岗位，吃苦耐

劳，热情服务，具有良好的团队精

神。

三、提交材料

1.个人详细简历一份；

2.有效身份证（正反面）；

3.本人近期正面免冠彩色证件

照片。

四、薪资待遇

1.工作日午餐；

2.加班、下乡误餐补助；

3.试用期1个月，试用期工资

发放80%；

4. 五 险 一 金、

意外商业险；

5.业务培训。

五、联系方式

联 系 电 话 ：

0898-88207572 扫码了解详情

海口市劳动人事
争议仲裁委员会招聘
公告

一、招聘岗位

兼职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员。

二、聘任条件

1.曾任审判员的；2.从事法律

研究、教学工作并具有中级以上职

称的；3.具有法律知识、从事人力

资源管理或者工会等专业工作满五

年的。

三、工作内容

1. 接受仲裁委员会工作安排，

依法调解和仲裁劳动人事争议案

件，并及时制作仲裁文书；2.每季

度在海口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

会咨询窗口至少坐班半天。

四、报名及资格审查

报名方式：采取现场报名的方

式，不收取报名费用。

报名同时进行资格审查，须提

供如下材料：

1. 《海口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

委员会招聘兼职仲裁员报名登记

表》。可登陆海口市人力资源和社会

保障局门户网站 （http://rsj.haikou.

gov.cn/），在通知公告栏下载，报名

表内容要填写完整，贴1寸彩色照

片，加盖所在单位公章；

2. 身份证、户

口簿 （验原件收复

印件）。

五、联系方式

联 系 电 话 ：

0898-66751119 扫码了解详情

海南某事业单位
招聘公告

一、招聘岗位

（一）测绘工作人员

工作职责：从事测绘地理信息

内、外业生产辅助性工作。

岗位要求：

1.性别不限，身体健康；大专

及以上学历，测绘类及相关专业优

先；2.熟练使用ArcMap、CAD等

软件，具备一定的数据采集、处理

和分析能力。具有遥感影像全要素

变化图斑采集技能和立体测图经验

者优先。

（二）系统UI设计人员

工作职责：

1.负责系统原型设计、软件界

面的美术设计、创意工作和制作工

作；2. 根据各种相关软件的用户

群，提出构思新颖、有高度吸引力

的创意设计。

岗位要求：

1.有较高的美术基础和审美能

力；2.能够根据客户需求快速构建

系统原型；3.根据系统原型能够自

行设计界面风格及logo等。

二、提交材料

1.提供本人有效期内的二代身

份证正反面；2.毕业证、学位证；3.

户口本 （户口本首

页 与 户 口 本 个 人

页）。

三、联系方式

联 系 电 话 ：

0898-653271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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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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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福利待遇

1.周末双休，并为员工购买五

险一金，以及商业意外险；2.餐费

补贴、交通补贴以及通讯补贴，上

下班有园区免费班

车接送。

三、联系方式

投 递 邮 箱 ：

hainanusri@hnu -

sri.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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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0898-665551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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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0898-65329686
扫码了解详情

海南文昌市考核
招聘事业单位工作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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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琼人社发[2018]516 号)

和《海南省事业单位考核招聘工作

人员暂行规定》 (琼人社发[2013]19

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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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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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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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