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1年10月9日星期六 美编/李思思

单位招聘 13

网址：www.zmgrcw.com 刊登热线：0898-68553532 13519887499 地址：海口市金盘路30号

2021年海南三亚
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招
聘下属事业单位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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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有关规定，结合实

际，我局决定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下属

事业单位工作人员14名。

一、招聘岗位

1.海南省三亚质量技术监督技

术所：食品、化工品检验员；2.三亚市

特种设备应急保障服务中心：九级管

理岗。

二、资格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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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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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人近期正面彩色免冠证件

照；2.有效期内的二代身份证(身份

证正、反两面合并成一张图片)、户

口簿(户口簿首页和个人页合并成一

张图片)、学历、学

位证书。

五、联系方式

联 系 电 话 ：

0898-88263121
扫码了解详情

2021年海南医学
院 第 一 附 属 医 院
2021 年招聘工作人
员公告

因我院工作需要，现面向社会招

聘9名工作人员，为确保本次招聘工

作顺利进行，现将有关招聘工作事项

公告如下：

一、招聘岗位

1.感染科：医师岗；

2.创面修复科：医师岗；

3.产科：医师岗。

二、基本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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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未解除党纪、政纪处分的。

四、提交材料

1.提供本人有效身份证（正、反

两面合并成一张图片）；

2.学历、学位证书（留学回国和

在港澳台取得学历学位的应聘人员，

还须出具教育部留

学服务中心的《学

历学位认证书》）。

五、联系方式

联 系 电 话 ：

66716462 扫码了解详情

2021年海南澄迈
县“海南自由贸易港
招才引智活动”高中
学校使用聘用控制数
招聘公告

为充实我县高中教师队伍，现面

向社会公开招聘23名高中编外教

师，特公告如下：

一、招聘岗位

1.澄迈思源高中：语文教师；2.

澄迈中学：数学教师、政治教师；3.澄

迈二中：语文教师；政治教师。

二、招聘对象

1.具有本科及以上学历、学位；

2.具备高中教师资格证书；

3.所学专业须与报考岗位一致；

4.具有普通话等级证书，其中语

文学科须二级甲等及以上等级,其他

学科须二级乙等及以上等级；

5.热爱教育事业，具备良好的专

业素养和心理素质，有较强的责任

心、沟通协调能力、团队合作精神及

创新精神。认同学校教育理念，服从

学校工作安排；

6.我县在编教师和尚未入编的

特岗教师不得报考。

三、提交材料

1.身份证(本人有效期内正反面)；

2.学历、学位证书；

3.教师资格证书。

四、联系方式

联 系 电 话 ：

0898-67620580
扫码了解详情

2021年澄迈县中
小学校教师招聘编制
公告

为充实我县义务教育阶段教师

队伍，现面向社会公开招聘70名教

师，特公告如下：

一、招聘岗位和计划数

1.澄迈县第一小学：数学老师；

2.澄迈县第二小学：语文教师、

数学教师；

3.澄迈县实验小学：语文教师。

二、招聘对象和条件

1.具有本科及以上学历、学位；

2.具备符合招聘岗位要求的教

师资格证；

3.所学专业须与报考岗位一致。

三、有下列情况之一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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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身份证（本人有效期内正反

面）；

2.学历和学位证书；

3.教师资格证书；

4.普通话等级证书；

5.本人近期正面

免冠蓝底证件照片。

五、联系方式

联 系 电 话 ：

67620580
扫码了解详情

海南省文化艺术学
校2021年招聘公告

海南省文化艺术学校创办于

1960年初，是目前海南省唯一的一

所公办培养艺术职业人才的综合性

专业学校。

一、招聘岗位

1.语文老师；

2.数学老师；

3.英语老师；

4.历史老师；

5.地理老师。

二、如有下列情况之一者，不得

报名

1.曾受过刑事处罚的；

2.曾被开除公职的；

3.有违法、违纪行为正在接受审

查的；

4.有其他违反师德行为且受到

处理的。

三、报名方式

1.有意者请将简历（内附近期蓝

底1寸免冠照片）；

2.各类证书（包括本人有效身份

证、学历证书、教师资格证书、普通话

等级证书及获奖证书等）；

3.无违法犯罪记录证明复印件

制作成册

四、联系方式

投 递 邮 箱 ：

594251803@qq.

com

联 系 电 话 ：

18508950835 扫码了解详情

2021年海南省中
医院考核招聘临床
医学中心高层次人
才公告

一、招聘岗位

1.中医骨伤：学科带头人；2.骨

伤科（脊柱外科）：临床医师；3.骨伤

科（创伤与关节外科）：临床医师。

二、招聘条件

1.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

2.遵守宪法和法律法规；

3.热爱中医药卫生事业，热爱临

床医教研工作，具有良好的品行、职

业道德、创新精神和团队引领精神。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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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报名提交材料

1.本人有效身份证件、历次毕业

证、学位证、规培证书、专业技术资格

证书、学历证书电子注册信息备案表

2.近期两寸免冠彩照电子照片。

五、考核方式

采取灵活的考核方式,考核实行

百分制，考核合格分数线为60分，

考核实行量化积分，考核成绩保留

小数点后两位，在

省中医院官网进行

公布。

六、联系方式

联 系 电 话 ：

0898-66223851 扫码了解详情

2021年海南省地
质局招聘事业编制人
员招聘公告

为适应我局业务发展需要和加

强人才队伍建设，根据《海南省人力

资源和社会保障厅海南省公安厅关

于印发〈海南省事业单位公开招聘工

作人员实施办法〉的通知》(琼人社发

〔2018〕516号)的规定，结合编制情

况，经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核

准，现面向社会公开招聘68名事业

编制工作人员，公告如下：

一、招聘岗位

1.海南省地质调查院：专业技术

岗；2.海南省海洋地质调查研究院：

专业技术岗；3.海南省地质经济发展

研究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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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有下列情况之一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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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岗位资格条件

应聘人员须在报

考前取得岗位要求的

学历学位证书或专业

技术资格证书。

六、联系方式

联 系 电 话 ：

66823108 扫码了解详情

2021年海南儋州
市部分事业单位招
聘考试公告

为了满足我市部分事业单位对

人才的需求，配齐配强各单位人才队

伍，推动事业单位发展，根据《海南省

事业单位公开招聘人员实施办法》

(琼人社发〔2018〕516 号)等有关文件

精神，经研究，决定面向社会公开招

聘部分事业单位工作人员。现将有

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招聘岗位

1.儋州市委总值班室：管理岗；

2. 儋州市老年服务中心：管理

岗；

3.儋州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管

理岗。

二、招聘条件

1.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

2.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热爱

社会主义，遵纪守法、爱岗敬业，具有

良好的品行和职业道德，具有较强的

服务和吃苦耐劳精神；

3.具有正常履行职责的身体条件。

三、有下列情况之一的不得报名

1.曾受过各类刑事处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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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联系方式

联 系 电 话 ：

0898-23333250 扫码了解详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