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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下半年海南
琼海市事业单位招聘
考试公告

根据工作需要，经市政府批

准，现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事业单位

工作人员。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招聘职位

1.市政综合管理大队：综合管

理员；2.基层卫生院：公卫医师、

影像B超技师。

二、应聘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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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下列情形之一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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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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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效居民身份证正、反面；2.

户口簿(户口本户主页及本人页)；3.

毕业证书；4. 有学

位要求的职位需提

供学位证书。

五、联系方式

联 系 电 话 ：

0898-62928586 扫码了解详情

2021年海南省农
业科学院第三批考核
招聘博士专业技术人
才公告

海南农业科学院是海南省政府

直属的正厅级科研事业单位，为适

应海南自贸港建设战略需求和院发

展需要，拟面向社会公开招聘博士

专业技术人才11名。

一、招聘岗位

1.蔬菜研究所：专技；

2.畜牧兽医研究所：专技；

3.农产品加工设计研究所：专技。

二、招聘人员应同时具备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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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体健康，具有较好业务能

力及发展潜力，能胜任招聘岗位的

工作。

三、有下列情况之一者，不得

报名

1.尚未解除党纪、政纪处分或

正在接受调查的；2.刑事处罚期限

未满或涉嫌违法犯罪正在接受调查

的；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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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方式

联 系 电 话 ：

0898-65250702

投 递 邮 箱 ：

58268299@qq.com 扫码了解详情

2021年海南屯昌
县“海南自由贸易港
招才引智活动”事业
单位招聘公告

一、招聘岗位

1.屯昌县融媒体中心：广播室

（十二级专技岗）；

2.屯昌县价格认证中心：管理

岗（九级管理岗）；

3.屯昌县招商服务中心：管理

岗（九级管理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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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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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尚未解除党纪政纪处分或正

在接受纪律审查的；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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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人有效居民身份证原件及

复印件1份(正反两面合并成一张)；

2.户口簿原件及复印件1份(户

主页及应聘人员本人页复印在同一

面)；

3. 毕业证、学

位证原件及复印件

各1份。

五、联系方式

联 系 电 话 ：

0898-67813070 扫码了解详情

2021年海南省健
康宣传教育中心招聘
公告

海南省健康宣传教育中心是海

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直属正处级公

益一类事业单位。现将有关招聘事

项公布如下：

一、招聘岗位

1.专业技术岗；

2.管理人员。

二、基本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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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岗位所需的学历、专业

或技能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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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尚未解除党纪、政纪处分的。

四、提交材料

1.身份证(正反面扫描在同一图

片或一页PDF上)；

2.户口本(户主页和考生信息页

扫描在同一图片或一页PDF上)；

3.近期1寸免冠

彩 色 相 片 (JPG/

JPEG)。

五、联系方式

联 系 电 话 ：

0898-68914957 扫码了解详情

2021年海南三亚
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招聘下属事业单位工
作人员公告

三亚市住房保障管理中心是隶

属三亚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的副处

级财政全额预算管理公益一类事业

单位。

一、招聘岗位

三亚市住房保障管理中心：管

理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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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符合岗位所需的年龄、学

历、专业等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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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效身份证(正、反两面合并成

一张图片)；户口簿(首页及个人页合

并成一张图片)；2. 学历、学位证

书；3. 本人近期正

面免冠蓝底证件照

片。

五、联系方式

联 系 电 话 ：

0898-88265208 扫码了解详情

2021年海南省洋
浦经济开发区招聘信
息化急需紧缺人才公
告

为推动洋浦经济开发区向“数

字化、网络化、可视化、智慧化”

发展，进一步充实信息化人才队

伍，洋浦管委会决定公开招聘洋浦

经济开发区信息化工作办公室急需

紧缺人才，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招聘岗位

1.大数据项目经理（政府中级

雇员）；2.软件项目经理（政府中级

雇员）；3.IT基础项目经理（政府中

级雇员）。

二、基本条件

1.遵守宪法和法律；

2.具有良好的品行和职业道德;

3.具有岗位所需的学历、专业

或技能条件;

4.适应岗位要求的身体条件。

三、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人员不

得报名应聘

1.尚未解除党纪、政务处分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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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方式

联 系 电 话 ：

13617528916

投 递 邮 箱 ：

wuxueduo@163.

com 扫码了解详情

2021年海南三亚
市天涯区事业单位人
员招聘公告

因工作需要,根据《事业单位人

事管理条例》《海南省事业单位公开

招聘工作人员实施办法》等相关文

件要求,为做好三亚市天涯区2021

年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公开招聘工作,

现公告如下:

一、招聘岗位

1. 三亚市天涯区人才服务中

心：管理岗；

2. 三亚市天涯区党群服务中

心：管理岗；

3.三亚市天涯区综治中心：管

理岗。

二、报考资格条件

1.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2.

遵守宪法和法律,无违法违纪行为；

3.具有良好的品行和职业道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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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被开除公职的。

四、提交材料

1.本人有效身份证(正反面合成

一张)；2.户口本(户主首页与本人页

合成一张)；3.近期免冠彩色一寸照

片；4. 毕业证、学

位证。

五、联系方式

联 系 电 话 ：

0898-88911810
扫码了解详情

2021年海南省文
化艺术学校招聘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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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文教师；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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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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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