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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海南万宁
市招聘市委党校专业
技术人员招聘公告

为加强党校师资队伍建设，满

足我市干部教育培训工作需要，以实

际教学能力、科研能力为考察重点，

通过综合考核，真正把优秀人才充实

到党校师资队伍中来，为我市干部教

育培训工作打下坚实基础。

一、招聘岗位

专业技术人员

二、招聘对象和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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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国内高校研究生学历并

获得硕士学位；

4. 具有较强的语言表达能力，

满足教学工作需要。

三、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不得报

名应聘

1.尚未解除党纪、政纪处分或

正在接收纪律审查的；

2.刑事处罚期限未满或涉嫌违

法犯罪正在接收调查的。

四、提交资料

1.学历、学位证书及提供中国

高等教育学生信息网打印的学历认

证材料；

2. 近期正面免

冠彩色证件照。

五、联系方式

联 系 电 话 ：

0898-62232689 扫码了解详情

海南省文化艺术
学校 2021 年公开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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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结合海南省文

化艺术学校岗位设置和人员情况，

现面向全国进行公开招聘正式在编

人员。

一、招聘岗位

1.数学教师；

2.英语教师；

3.戏曲声训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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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蓝底1寸免冠证件照片；

2.本人有效身份证（正反面）；

3. 毕业证、学

历学位证。

五、联系方式

联 系 电 话 ：

0898-65716238
扫码了解详情

三亚市纪委监委
2021 年公开招聘下
属事业单位工作人员
公告

我委决定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下

属事业单位工作人员10名，现将公

开招聘相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招聘岗位

三亚市巡察服务中心：综合管

理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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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具备岗位需要的其他条件。

三、有下列情况之一者，不得

报考

1.受到党纪政务处分、行政处

罚、刑事处罚或其他问责处理的；

2.正在接受纪律审查监察调查

或涉嫌违法犯罪正在接受调查的；

3.被依法列为失信联合惩戒对

象的；

4.在读非应届毕业生。

四、提交材料

1.本人近期正面免冠彩色证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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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0898-88619295 扫码了解详情

海南省深海技术
实验室招聘公告

海南省深海技术实验室是由海

南省人民政府成立的事业单位性质

的新型研发机构。

一、招聘岗位

实验平台运维人员

岗位职责：

1.负责制定三亚崖州湾深海科

技城公共实验平台仪器设备相关规

章制度；

2.负责开发和运行三亚崖州湾

深海科技城公共实验平台仪器设备

管理平台；

3.负责三亚崖州湾深海科技城

公共实验平台建设和发展工作；

4.完成上级交办的其他工作。

岗位条件：

1.硕士研究生及以上学历，测

控技术、精密仪器、智能感知相关

专业；

2.具有较强安全意识、良好的

团队协作意识和人际沟通能力；

3. 具有实验室仪器设备采购、

运维管理相关工作经验者优先。

二、聘后管理及薪资待遇

1.薪酬根据应聘者情况协商确

定，薪酬水平在18-50万元/年之间；

2.符合海南省人才引进政策者

可享受海南省人才

引进待遇。

三、联系方式

投递邮箱：li-

aoaq@idsse.ac.cn
扫码了解详情

海南省电化教育
馆 2021 年公开招聘
人员公告

海南省电化教育馆是海南省教

育厅直属正处级财政全额拨款事业

单位，承担教育信息化、教育技术

装备的建设与应用，以及相关的研

究、培训与管理工作。

一、招聘岗位

1.网络信息安全管理员；2.信

息化管理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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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人员不

得报名应聘

1.曾在公务员招录、事业单位

公开招聘中违纪违规且处理期限未

满的；

2.失信被执行人；

3.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不得

报考的情形。

四、提交材料

1.本人近期正面免冠一寸证件

照片；2.有效期内二代居民身份证

（正、反两面）；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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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0898-66779373

投 递 邮 箱 ：

hnsd -

jg66779373@qq.

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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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律师执业满三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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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名地点：海口市劳动人事争

议仲裁院。

报名同时进行资格审查，须提

供如下材料：

1.身份证、户口簿（验原件收

复印件）；

2近期1寸正面免冠彩照3张；

3. 毕业证、学

位证 （验原件收复

印件）。

五、联系方式

联 系 电 话 ：

0898-66751119 扫码了解详情

三亚市民政局招
聘社会组织党建指导
员招聘公告

一、招聘岗位

社会组织党建指导员

二、应聘人员条件

1.政治立场坚定，拥护党的路

线、方针、政策，思想上、行动上

与党保持高度一致，有较强的工作

事业心和责任感；

2.具有较强的文字功底和组织

协调能力，能熟练使用计算机及日

常办公软件；

3.清正廉洁，乐于奉献，工作

务实，有一定的开拓创新能力，无

犯罪记录；

4.中共党员(含预备党员)，大学

本科及以上学历；

5.年龄为22-40周岁（含）（在

1981 年 8 月 30 之后至 1999 年 8 月 30

日之前出生）。

三、提交材料

1.近期正面一寸免冠相片；

2.身份证正反面；

3.毕业证；

4.学位证；

5.户口簿首页及本人信息页；

6.中国共产党党员证明（由组

织关系所在党组织

或上级党委开具的

证明）。

四、联系方式

联 系 电 话 ：

0898-88693332 扫码了解详情

海南省人民医院
办公室教学辅助人员
招聘公告

一、招聘岗位

专职教学秘书

二、报名条件

1.男女不限，年龄在35周岁以下；

2.专科及以上学历；

3.有一定的政策理论水平和社

会组织管理能力，有较好的文字基

础和口头表达能力，熟练使用计算

机及办公软件；

4.热爱教学工作。

三、如有下列情况之一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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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尚未解除党纪、政纪处分的。

四、岗位职责

1.协助教学单位搞好教学行政

及学籍管理工作；

2.教学活动的协调与管理；

3.考试的协调与成绩管理；

4. 汇总本科室 《学生出勤报

表》，并按有关规定，将违纪情况及

医院处理意见及时上报科教处；

5.将经过公示和核实的教学单

位教师工作量报送

科教处审核。

五、联系方式

投 递 邮 箱 ：

mingranzh -

iguang@163. 扫码了解详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