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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海南乐东
黎族自治县事业单位
定向招聘驻县部队随
军家属工作人员公告

为保障对驻县部队随军家属就

业安置的优待，实现随军家属充分

就业，促进军队战斗力建设与社会

和谐发展，决定面向驻县部队随军

家属定向公开招聘事业单位工作人

员。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招聘岗位

1.县融媒体中心：总编室；

2.县图书馆：计算机系统维护；

3.县人民医院：综合管理岗。

二、招聘条件

1.具有正常履行职责的身体条

件，身体健康，无不良嗜好，擅长

与人沟通，能适应岗位工作要求，

服从组织的工作安排；

2.具有符合职位要求的文化程

度和工作能力；

3.户籍不限、专业不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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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提交材料

1.有效身份证正反面(正、反面合

并成一张图片)；

2. 户口本(户主

页及本人页合并成

一张图片)。

五、联系方式

联 系 电 话 ：

0898-85523454 扫码了解详情

2021年海南省财
政厅下属事业单位招
聘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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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相关规定，结合我厅下

属事业单位岗位空缺情况和工作需

要，拟公开招聘8名工作人员，特

制订本公告。

一、招聘岗位

1. 海南省财政科技服务中心：

综合岗；2.海南省彩票管理中心：

财审科管理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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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尚未解除党纪、政纪处分的。

四、提交材料

1.本人近期正面彩色免冠证件

照；2.有效身份证(正、反两面合并成

一张图片)。

五、联系方式

海南省财政科

技 服 务 中 心 ：

0898-68536566
扫码了解详情

2021年海南省地
质环境监测总站考试
招聘公告

根据 《事业单位人事管理条

例》(国务院令第652号)和《海南省

事业单位公开招聘人员实施办法》

(琼人社发〔2018〕516 号)等文件的规

定和要求,海南省自然资源和规划厅

直属事业单位海南省地质环境监测

总站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事业编制工

作人员。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招聘岗位

1.专业技术岗；2.管理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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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人员不

得报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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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人近期正面免冠证件照片；

2.有效期内二代居民身份证(正、

反两面)；

3.已取得学历学位的应聘人员需

提供学历证书、学位

证书，以及从中国高

等教育学生信息网。

五、联系方式

联 系 电 话 ：

0898-66801669 扫码了解详情

2021年海南万宁
市招才引智事业单位
人员公告

为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招才引

智,经市委市政府批准，我市决定面

向社会公开招聘一批事业单位工作

人员，充实到各事业单位工作。现

将公开招聘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招聘岗位

1.万宁市环境监测站：综合室；

2.万宁市环卫园林局：工作人员；

3.万宁市政府采购中心：工作

人员。

二、招聘条件

1.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

2.拥护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3.具有良好的品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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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市在编在岗人员；

3.失信被执行人。

四、上传证明材料

网上报名时，报考人员应填写

报名表、上传有效身份证正反面、

户口本(户主与本人页)、毕业证、教

育部学历证书电子注册备案表、本

人近期2寸免冠证件照片等材料。

留学回国的报考人

员，还须上传教育

部的学历认证。

五、联系方式

联 系 电 话 ：

0898-62232689 扫码了解详情

2021年海南省工
业研究所招聘公告

为了满足海南省工业研究所对

人才的需求，配齐配强人才队伍，

确保各项工作的正常开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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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关规定，我所2021年度面向社会

公开招聘工作人员1名，现将有关

事项公告如下。

一、招聘岗位

省工业研究所副所长（兼法定

代表人）

二、招聘条件

1.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

2.具有正常履行职责的身体条

件，身体健康，无不良嗜好，擅长

沟通；

3.具有符合职位要求的文化程

度和工作能力。

三、有下列情况之一的不得报名

1.曾受过各类刑事处罚的；

2.涉嫌违法犯罪正在接受调查

的；

3.曾被开除公职的。

四、提交材料

1.学历学位证书；

2.有效身份证正反面复印件;

3.报考时已与工作单位建立人

事(劳动)关系的人员

须提供单位同意报考

证明。

五、联系方式

联 系 电 话 ：

0898-36613909 扫码了解详情

中共海口市委党
校考核招聘工作人员
公告

中共海口市委党校是市委直属

正处级公益一类事业单位。根据

《事业单位人事管理条例》 (国务院

令第652号)等有关规定，结合工作

实际，经报市委编办核定空编和岗

位使用计划，面向全国考核招聘工

作人员。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招聘岗位

1.党建教研室：教研岗；

2.法学教研室：教研岗；

3.文史教研室：教研岗。

二、应聘人员必须具备以下条件

1.中共党员（含预备党员）；

2.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

3.具有较强的语言、文字表达

能力；

4.具有适应岗位要求的身体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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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份证扫描件；2.学历学位

证书扫描件；3.最

高专业技术资格证

书扫描件。

五、联系方式

联 系 电 话 ：

0898-66298663

2021年海南省定
安县融媒体中心招聘
公告

定安县融媒体中心是县委直属

的正科级公益二类事业单位，主要

负责全县宣传工作的融媒体策划、

全媒体接洽采访、各平台运用、精

品栏目打造等。

一、招聘岗位

播音员

二、应聘人员基本条件

1.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政

治思想表现良好；

2.遵守国家法律、法规，没有

违法违纪行为；

3.年龄在18周岁以上30周岁以

下，性别不限；

4.能吃苦耐劳，服从安排，身

体健康，工作认真细心。

三、 招聘条件

1.文化程度:全日制大学大专以

上学历；2.播音语言:通过国家普通

话水平测试达到二级甲等；3.气质

形象:1.60米以上，端庄、睿智、阳

光的外形。

四、薪酬待遇工资面议，提供

五险一金。试用合格后按相关规定

进行调整。

五、联系方式

投 递 邮 箱 ：

daxxwb@163.com

联 系 电 话 ：

0898-63830722 扫码了解详情

2021年海南省商
务厅商务培训中心事
业单位招聘公告

根据工作需要，海南省商务厅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厅属事业单位

——海南省商务厅商务培训中心事

业编制工作人员6名，现将有关事

项公告如下：

一、招聘岗位

1. 国家援外培训岗；2. 法务

岗；3.财务岗。

二、应聘人员需具备的基本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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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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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信被执行人；

4.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不得

报考的情形。

四、报名要求

本次报名不接受现场报名，报

考人员须认真阅读本公告及附件，

在规定的报名时间内登录系统进行

注册，填写并提交

报考申请。报考人

员只能选择一个职

位进行报名。

五、联系方式

联 系 电 话 ：

0898-65305963 扫码了解详情扫码了解详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