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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海南软件
职业技术学院考核招
聘公告

海南软件职业技术学院是2003

年 3 月经海南省人民政府批准设

立，教育部备案，主要培养信息、

软件行业的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的

公办全日制高等职业院校。

一、招聘岗位

1. 教育与艺术学院：音乐教

师；2.网络工程学院：计算机网络

技术专业教师；3.动画学院：虚拟

现实技术专业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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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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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提交材料

1. 《海南软件职业技术学院

2021年公开招聘人员报名表》；

2.相关支撑证明及证件；

3.取得国外或境外学历、学位

的，需出具教育部

留学服务中心相关

学历等。

五、联系电话

联 系 电 话 ：

0898-31690658 扫码了解详情

2021年海南白沙
黎族自治县中小学校
备案制教师招聘公告

为贯彻落实《中共海南省委海

南省人民政府关于全面深化新时代

教师队伍建设改革的实施意见》 (琼

发〔2018〕17 号)精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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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文件

规定，不断加强我县中小学校教师

队伍建设，经县政府同意，面向全

国招聘备案制教师。

一、招聘岗位

1.小学语文教师；

2.小学数学教师；

3.小学体育教师。

二、招聘条件

1.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

2.具有与报考岗位相应的教师

资格证;有较强的语言、书面能力。

三、存在下列情况者不予受理

1.因犯罪受过刑事处罚、曾被

开除公职；

2.尚未解除党纪、政纪处分或

正在接受纪律审查的。

四、提交材料

1.本人身份证正反面(有效期内

的二代身份证)；

2.户口本(户主页与本人页)；

3.学历、学位

证书。

五、联系方式

联 系 电 话 ：

0898-27726008
扫码了解详情

2021年海南三亚
市教育卫生事业单位
定向招聘随军家属公
告

为做好2021年我市随军家属就

业安置工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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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 《三亚市

2021年驻市部队随军家属就业安置

工作方案》有关精神和要求，结合

我市教育卫生事业实际，现将招聘

相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招聘岗位

1. 三亚中心医院：输血科医

师；2.三亚市崖城中学：初中物理

教师；3.三亚市实验小学：小学美

术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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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驻三亚市部队经军队师(旅)以

上政治机关按规定批准随军并办理

了随军手续的现役军人配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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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正面免冠

彩色照片；2.有效身

份证件。

五、联系方式

联 系 电 话 ：

0898-88657805 扫码了解详情

2021年海南三亚
市知识产权保护中心
选聘事业单位工作人
员公告

为了进一步优化干部队伍结

构，加强组工队伍建设，根据《海

南省事业单位工作人员调动规定(试

行)》等有关规定，三亚市知识产权

保护中心面向全国公开选聘一批工

作人员。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招聘岗位

1.副主任；2.部门负责人。

二、资格条件

1.拥护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

热爱组织工作；2.文字功底扎实，

综合协调能力强；3.历年年度考核

均为称职及以上等次。

三、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不

得报考

1.受处分期间或者未满影响期

限的；2.新录用试用期、任职试用

期未转正的；3.被依法列为失信联

合惩戒对象的。

四、提交材料

1.本人近期正面免冠证件照片;

2.有效身份证(正、反两面合并

成一张图片)；

3.党员基本信息采集表（加盖

基层党委公章，在全

国党员管理信息系

统上打印）。

五、联系方式

联 系 电 话 ：

0898-88830998 扫码了解详情

海南省歌舞团招聘
公告

一、招聘岗位

1.舞蹈演员；2.声乐演员；

二、招聘岗位及资格条件

1.考生需取得全国统一招生的

普通院校毕业证书及学位证书，招

录职位所要求学历是指符合职位要

求的全日制普通院校毕业生。

2. 热爱文艺事业，爱岗敬业，

具备岗位所需的优秀专业素质，具

有全局观和责任心，有相关工作经

历或实践经验者优先。

3.各岗位要求的年龄时间节点

为出生当年的1月1日以后。

三、舞蹈演员考试流程及要求

1.基本功大课、个人技巧组合

展示（着紧身基本功专业练功服、练

功鞋）；

2.个人剧目展示（着剧目服装、

自备数据格式音乐，三分钟以内）；

3.音乐即兴表演、面试问答。

四、声乐演员考试流程及要求：

1.自备曲目：美声（中外歌曲

各1首），民族（古曲、创作歌曲各1

首），通俗（中外歌曲各 1 首），可

使用钢琴或无伴奏演唱，使用钢伴

须自带钢伴人员，两首曲目不超过

10 分钟；2. 视唱练

耳、面试问答。

五、联系方式

联 系 电 话 ：

18889820055

联系邮箱：hn-

sgwtyx@163.com 扫码了解详情

海南医学院2021
年专业技术人员公开
招聘公告

海南医学院始终以服务国家战

略为己任，致力于培养高层次医药

卫生人才，加快建设热带医学特色

鲜明的高水平医科大学，正实现跨

越式发展。

一、招聘岗位

专业技术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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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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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信被执行人；

3.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不得

报考的情形。

四、岗位条件及类别

1.学历学位：本科、学士及以

上；2.学科、专业要求：财务、会

计；3.职称条件：高级会计师。

五、提交材料

相关支撑证明及证件（学历学

位证、身份证、职称证书、工作证明

等）扫描件（网上报名），现场报名

则提供复印件（并带原件核验）。

六、联系方式

联 系 电 话 ：

0898-66893227

投 递 邮 箱 ：

hainanyxy@163.

com

海南省安宁医院
2021 年公开招聘公
告

为招聘优秀人才，加强医院学

科建设，促进省安宁医院、省东部

精神卫生中心发展，结合我院实

际，积极引进紧缺性人才，为中国

（海南）自由贸易试验区和中国特色

自由贸易港建设提供智力支撑和人

才保障，我院决定社会公开招聘学

科带头人、博士；临床医技及专业

技术人员34名。

一、招聘岗位

1.放射科：医学影像技术学；

2.检验科：医学检验技术；

3.财务：会计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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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两寸免冠彩照电子照片。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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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联系方式

联 系 电 话 ：

0898-66988767 扫码了解详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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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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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规定和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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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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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信被执

行人；3.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不

得报考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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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扫码了解详情扫码了解详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