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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海南东方
市招聘公办幼儿园教
师、医务人员、保育员
公告

为了解决我市新建的公办幼儿

园及已开园的公办幼儿园教师、医

务人员、保育员不足的问题，经市

政府同意，决定以劳务派遣方式，

委托有资质的劳务派遣公司公开招

聘一批幼儿园教师、医务人员、保

育员。

一、招聘岗位

1.幼儿园教师；

2.医务人员；

3.保育员。

二、招聘条件

1.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2.

热爱社会主义，拥护中国共产党领

导，遵守宪法和法律，热爱教育事

业，具有良好的品行和职业道德，

服从组织工作安排。

三、提交材料

1.本人有效二代身份证(正、反两

面同页)、户口簿(户口簿首页和个人

页同页)；2.毕业证,学位证；3.本人

近期正面免冠一寸蓝底证件照片；

4.应聘时已与工作单位建立劳动关

系的人员应征得所在单位同意，并

出具同意报考的证

明(加盖公章)。

四、联系方式

联 系 电 话 ：

0898-25501156
扫码了解详情

2021年海南三亚
市流动人口服务管理
办公室招聘事业编制
人员公告

根据《关于应对新冠肺炎疫情

影响做好事业单位公开招聘高校毕业

生工作的通知》等有关规定，三亚市

流动人口服务管理办公室结合现阶段

工作任务需要，决定面向社会公开招

聘事业编制工作人员1名，现将公开

招聘相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招聘岗位

九级管理岗

二、应聘人员必须具备以下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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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下列情形之一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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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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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

聘岗位需要的其他

材料。

五、联系方式

联 系 电 话 ：

0898-88655033 扫码了解详情

2021年海南省农
业科学院第四批考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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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名。

一、招聘岗位

1.植物保护研究所：专技岗；

2.热带园艺研究所：专技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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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试考核

资格条件复审时，面试人员应

按照招聘岗位资格条件要求提供本

人身份证、毕业证、学历学位证等

相关证明材料的原件。经复审不符

合报名资格条件的，

取消考核人选资格。

五、联系方式

联 系 电 话 ：

0898-65250702
扫码了解详情

2021年海南省残
疾人联合会招聘事业
单位财政资金补贴岗
位工作人员公告

为进一步加强人才队伍建设，

优化队伍结构，提高服务能力和服务

水平，促进残疾人事业发展,参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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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规定，现面向全省公开招聘事业单

位财政资金补贴岗位2名工作人员。

一、招聘岗位

1.内勤岗；

2.专业技术岗。

二、资格要求

1.遵守宪法和法律；

2.具有良好的品行和职业道德；

3.具备岗位所需的学历、专业

或者技能条件。

三、报名材料

1.本人近期正面免冠证件照(均

限jpg格式，200kb以内）；

2.本人有效期内的二代身份证；

3.户口本个人页和户主页；

4.毕业证、学位证(如有)。

四、报名网址

https://kaoshi.daijun.com/#/

user/login/dw=ef21w%

2FYb9Uq9VkJ -

fU8x3iE2WN -

bUlfxur -

cuXu8hTP3%

2FDyE8jWbA
扫码了解详情

2021年海南三亚
市旅游和文化广电体
育局招聘下属事业单
位工作人员公告

三亚市群众艺术馆、三亚市业

余体育学校、三亚市图书馆和三亚

市市民游客中心是隶属三亚市旅游

和文化广电体育局的正科级财政全

额预算管理公益一类事业单位。

一、招聘岗位

1.三亚市群众艺术馆：群文活

动岗；

2.三亚市业余体育学校：沙滩

排球教练员；

3.三亚图书馆：档案管理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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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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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提交材料

1.本人近期正面免冠蓝底证件

照片；2.有效身份证(正、反两面合并

成一张图片)；3.户口簿(户口簿首页

和个人页合并成一

张图片)；4. 学历、

学位证书。

五、联系方式

咨 询 电 话 ：

0898-883660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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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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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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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方式

联 系 电 话 ：

0898-66223851

2021年海南儋州
市妇幼保健院招聘编
外医生通告

为加强我市妇幼保健院机构能

力建设和人才储备，进一步拓宽选

人用人渠道，我院现计划面向社会

长期公开招聘编外医生27名。

一、拟聘岗位

1.妇幼医生；

2.医生。

二、应聘人员基本条件

1.具备良好的政治素质和较好

的政策理论水平；

2.具有良好职业道德，勤奋敬

业，遵纪守法；

3.身体健康(体检合格)，具备履

行岗位职责的身体素质和心理素质；

4.年龄计算截止为招聘公告当月。

三、具有以下情形的人员不得

报考

1.受党纪、政纪处分及劳动教

养、刑事或治安处罚期限未满。公

安、检察部门正在立案侦查和纪

检、监察部门正在立案审查，以及

有法律、法规规定不得聘用为事业

单位工作人员的其他情形，均不得

报考;

2.违反有关规定不适宜报考事

业单位的；

3. 儋州市卫生

计生系统在编在岗

人员。

四、联系方式

联 系 电 话 ：

0898--36939509 扫码了解详情

2021年海南东方
市招聘急需紧缺人才
公告

为做好“海南自由贸易港建

设”，加强我市人才队伍建设，根据

中共东方市委组织部《关于印发<

东方市第一批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

急需紧缺人才需求岗位目录>的通

知》 (东组字〔2021〕47 号)等相关规

定，经市政府批准，决定招聘急需

紧缺人才(第一批)，现将有关事项公

告如下：

一、招聘岗位

1. 东方市工业科技信息化局：

信息化工程师；2. 东方农业农村

局：高级农艺师；3.市农业服务中

心：农业信息管理岗。

二、招聘条件

1. 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

热爱祖国，拥护党的路线、方针、

政策。遵纪守法、爱岗敬业，具有

良好的品行和职业道德；2.身体健

康，能适应岗位工作要求；3.在国

(境)外取得的学历学位，须提供教育

部留学服务中心认证的同等学历水

平资格材料。

三、资格复审提交材料

1.《报名表》、准考证各1份；

2. 户口本原件

及复印件各1份；

3. 身份证原件

及复印件各1份。

四、联系方式

联 系 电 话 ：

0898-25505946 扫码了解详情扫码了解详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