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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招聘

2021 年 10 月 16 日 星期六

美编/颜鹏

关于开展 2021 年
“银发精英”
人才申报工作的通知
一、引进对象和条件
（一） 引进对象。院士；国医大师；
国家 （省） 级名中医；全国老中医药专
家学术继承工作指导老师；曾任全国综
合排名前 100 名医院的科室负责人、主
任医师，全国医院专科排名前 20 名的科
室负责人、主任医师；曾任中华医学会
专业委员会常务委员以上职务，或曾任
省级医学会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以上职
务的卫生专业技术人员等医疗卫生领域
高层次人才；
（二） 申报条件。符合 《海南自由贸
易港人才分类标准 （2020）》 A、B、C

类标准的人才，其中 A 类人才标准的年
龄要求 70 岁以下，符合 B、C 类人才标
准的年龄要求 65 岁以下 （65 岁以下是指
1956 年 9 月 1 日后出生），此外还应符合
下列所有条件：
1. 原则上聘期五年及以上，且每年
在琼服务时间累积不少于 6 个月；
2. 具 备 正 常 履 行 职 责 的 身 体 条 件 ，
有健全的医疗保险、养老保险及其他社
会保险；
3. 具有良好的职业道德和团队协作
精神；
4. 不存在法律法规规定的不得流动

的情形。
二、申报程序
1. 单位推荐。用人单位对申报人遵
纪守法、职业道德、资格条件等进行初
审，向所在市县卫生健康委推荐，博鳌
乐城国际医疗旅游先行区医疗单位向乐
城管理局推荐，省级医疗单位向省卫生
健康委推荐。
2. 资格审查。省卫生健康委对申报
人选的资格条件、申报材料完整性等进
行审查。
3. 考察论证。省卫生健康委组织专
家对申报人选评审论证，择优确定实地

考察人选，结合实地考察推荐人选。
三、优惠待遇
1. 提供安居保障。对引进的 C 类以上
“银发精英”人才按相应标准提供人才公
寓。
2. 发放工作补助。“银发精英”人才
工作补助按有关规定和
双方约定执行。
四、联系方式
联 系 电 话 ：
65332511
电子信箱：chen扫码了解详情
lizhi@hainan.gov.cn

琼山区龙塘镇中心幼儿园保育员招聘公告
海口市琼山区龙塘镇中心幼儿园位
于琼山区龙塘镇龙富村委会玉胡村 （原
龙富小学），这里远离城市的喧闹，环境
优雅。
一、招聘岗位
保育员
二、招聘要求
1. 户籍不限，年龄 40 周岁以下；
2. 高中以上学历；
3. 有幼儿园保育员证和幼儿园工作
经验者优先；

4. 身体健康，吃苦耐劳，有较强的
责任心；有良好的沟通能力和团队意识。
三、岗位基本应聘条件
1. 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
2. 遵守我国宪法和法律；
3. 具有良好的品行和职业道德；
4. 具备岗位所需的专业和技能条件；
5. 具备适应岗位要求的身体条件；
6. 符合本公告及 《招聘教职工岗位
表》 所规定的条件。
四、凡有下列情况之一者，
不得报名

1. 曾受到过刑事处罚、劳动教养的；
2. 有其他违法违纪行为正在接受审
查或受到处理的；
3. 其他法律法规规定不能聘用的；
4. 其他原因不适合从事所招聘职位
工作的人员。
五、面试
录用人员用工形式为合同制，与劳
务派遣公司 （南海网人力） 签订劳动合
同，具体工作地点为海口市琼山区龙塘
镇玉胡村原龙富小学，包住，买社保。
寒暑假带薪休假，薪资面议。

六、报名方式
1. 资料准备：身份证、毕业证、保育
员证或相关资质材料。
2. 原图照片：近期生活彩照 1 张、1
寸免冠彩照 1 张。
七、联系方式
联 系 电 话:
13698917642
18898275883
简历投递邮箱：
ltzzxyey2015@163.
com

扫码了解详情

琼山幼儿园三林怡和分园 2021 年秋季公开招聘
琼山幼儿园三林怡和分园是一所城
区公办幼儿园，隶属琼山区教育局，因
工作需要，特面向社会招聘专任教师数
名。
一、招聘岗位
专任教师
二、应聘岗位条件
1. 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热爱教
育事业，遵纪守法，具有良好的品行和
职业道德；
2. 专任教师：全日制中专及以上学

历，持有幼儿园教师资格证书，户籍不
限，年龄在 40 周岁以下；
3. 具备正常履行岗位职责的健康身
体条件和心理素质；
4. 遵守幼儿园规章制度，服从工作
安排；
5. 具备一定的人际沟通能力、关系
建立能力、抗压能力；
6. 高效的执行能力以及高度的工作
热情和责任感；
7. 工作态度积极。
三、工资待遇

按照琼山区公办幼儿园 2020 年临
聘人员工资标准执行;购买五险一金;带
薪休假，享受法定节假日。
四、应聘时间
2021 年 10 月 12 日-2021 年 10 月
17 日

六、面试要求
1. 应聘人员来面试时需携带个人简
历，身份证、毕业证、教师资格证、普通
话证原件及复印件等相关证件；
2. 教师岗位应聘需要
展示舞蹈 （自备）、讲故

五、联系方式
电话联系：
13876399078/18889197667
简历投递邮箱：
Lindanqing123@126.com

事、钢琴等专业技能；
3. 面试地点：海口市
琼山区大园路 97 号

琼

山幼儿园三林怡和分园。 扫码了解详情

南国都市报、南海网招聘
根据业务发展需要，南国都市报、
南海网现面向社会公开招聘策划专员，
诚邀社会各界优秀人士加盟。
一、招聘岗位
策划专员
（一） 岗位要求
1. 本科以上学历,有网络与新媒体等
相关行业从业经验者优先；
2. 有 1 年以上文案策划工作经验,具
备较强的文案撰写能力；
3. 有较强的沟通与表达能力，思路

清晰，有较强的提案能力；
4. 具备一定的人际沟通能力、关系
建立能力、抗压能力，高效的执行能力
以及高度的工作热情和责任感；
5. 工作态度积极；
6. 敢于创新、学习能力强。
（二） 岗位职责
1. 深入把握客户需求，负责客户的
整体策划案，独立完成各类型策划案；
2. 与 销 售 团 队 有 效 合 作 ， 了 解 需
求，分析需求，引导需求，完成业务考
核；

3. 能独立负责项目的运作管理，包
括策划提案、项目执行、结案确认等事
宜。
二、报名方式
请将个人简历和相关证书、证件、
作 品 等 发 邮 件 至 nhwrcbmb@hinews.
cn (邮件主题及文件名格式为：姓名+
毕业院校+应聘岗位)。
截止时间 2021 年 10 月 24 日。
三、录用程序

按照报名、资格审查、面试、笔试、
审批及签约等程序，择优聘用。

四、联系方式
联系部门：
南国都市报、南海
网管理中心
联系电话：
林小姐
0898-66810075

扫码了解详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