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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口市120急救
中心 2021 年面向社
会公开招聘事业单位
工作人员公告

海口市120急救中心是海口市

卫生健康委员会直属副处级全额财

政预算管理事业单位。经报海口市

委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批准空编

和岗位使用计划，为做好公开招聘

工作，现将公开招聘相关工作事项

予以公告。

一、招聘岗位

急救医师专业技术岗位

二、资格条件

1.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2.

具有良好的品行和职业道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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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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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本人有效期内的居民身

份证或社保卡；2. 学历、学位证

书；3.专业技术资格证书（盖章页

和个人页合并成一

张图片）。

五、联系方式

联 系 电 话 ：

0898-36633808
扫码了解详情

2021年海口市琼
山区事业单位（综合
类）招聘考试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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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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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通知》 (琼

人社发〔2020〕76 号)等规定和要求，

经区委、区政府同意，为做好琼山

区2021年度事业单位(综合类)公开

招聘工作人员工作，现将有关事项

公告如下：

一、招聘岗位

1.琼山区政府研究中心：管理

岗；2.琼山区金融服务中心：管理

岗；3.琼山区农林服务中心：管理岗。

二、招聘条件

1.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

2.遵纪守法，品行端正，无违

法犯罪记录;

3.岗位所需的专业或技能条件;

4.适应岗位要求的身体条件。

三、下列人员不得报考

1.尚未解除党纪、政纪处分或

正在接受纪律审查的；2.失信被执

行人；3.违反计划生育政策的。

四、组织考试

考试由笔试、面试两部分组

成，各部分满分均

为100分，均设合

格分数线。

五、联系方式

联 系 电 话 ：

0898-65819268 扫码了解详情

2021年海南省洋
浦经济开发区面向全
球招聘规划委员会办
公室急需紧缺人才公
告

一、招聘岗位

1.建筑学专业岗位中级雇员；

2.城乡规划专业岗位中级雇员。

二、招聘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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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具备岗位需要的其他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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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不得

报考的情形。

四、面试

所有岗位按不少于计划数3:1

的比例确定入围面试人员名单，若

出现不足规定比例，由招聘办决定

是否举行面试。

五、联系方式

联 系 电 话 ：

0898-28829962

报 名 邮 箱 ：

35454757@qq.com 扫码了解详情

2021年海南三亚
市水务局下属事业单
位招聘公告

根据《2021年海南自由贸易港

招才引智活动工作方案》 (三组字

〔2021〕180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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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 社 厅 发

〔2020〕27号)等精神，我局决定面向

社会公开招聘事业单位工作人员3

名。现将有关招聘事项公告如下：

一、岗位要求

1.三亚市供水排水水质监测和

信息管理中心：管理岗；

2. 三亚市大隆水利工程管理

局：专业技术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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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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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联系方式

联 系 电 话 ：

0898-88271904 扫码了解详情

2021年海南三亚
市卫生健康系统事业
单位招聘工作人员公
告

一、招聘岗位

1.心脏外科主任医师；

2.产科主任医师；

3.感染科主任医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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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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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涉嫌违法犯罪正在接受调查的。

四、提交材料

1.有效身份证(正、反两面合并成

一张图片)；

2.户口簿(户口簿首页和个人页

合并成一张图片)；

3.国家承认的学历、学位证书

(留学回国和在港澳台取得学历的应

聘人员,须出具教育部

的《学 历 学 位 认 证

书》)。

五、联系方式

三亚中心医院：

0898-38225604
扫码了解详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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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联系方式

联 系 电 话 ：

0898--369395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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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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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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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

历、学位证书。

五、联系方式

联系电话：

0898-883660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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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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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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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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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扫码了解详情扫码了解详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