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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热带农业科
学院分析测试中心
2022 年第一批公开
招聘工作人员公告

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分析测试

中心（以下简称“测试中心”）位于

海南省海口市，组建于1984年。目

前重点开展热带农产品质量安全科

技创新和检验检测业务。

一、招聘岗位

1.风险监测与评估研究室科研岗；

2.农药安全评价研究室科研岗。

二、招聘条件

（一）应聘人员必须具备以下基

本条件：

1. 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

遵守宪法和法律，品行端正；2.热

爱农业科研事业，具有适应岗位要

求的身体条件。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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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信被执行人。

三、提交材料

1.本人近期免冠正面电子证件

照（单独上传）；2.有效期内二代居

民身份证（正、反两

面 合 并 成 一 张 图

片）。

四、联系方式

联 系 电 话 ：

0898-66891691 扫码了解详情

2021年海南省体
育彩票管理中心招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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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文件精神，结合单

位岗位设置和人员情况，现面向社

会公开招聘事业编制专业技术人员

2人。现将公开招聘工作有关事项

公告如下：

一、招聘岗位

1.技术部专业技术人员；

2.财务部专业技术人员。

二、资格条件

1. 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

拥护中国共产党；

2. 拥护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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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尚未解除党纪、政纪处分或

正在接受纪律审查的；

2.曾受过各类刑事处罚的；

3.有违法、违纪行为正在接受

审查或受到处理的。

四、提交材料

1.学历学位证书、身份证、户

口本（原件备验）；

2. 近期 2寸免

冠彩色照片。

五、联系方式

联 系 电 话 ：

0898-65371227
扫码了解详情

2021年海南开放
大学考核招聘公告

海南开放大学(原海南广播电视

大学，2020 年 12 月省政府批复同意

更名为海南开放大学)创办于1983

年9月，是海南省政府主办的省属

成人高等学校。办学至今已有 38

年。

一、招聘岗位

1.开放教育部：行政管理教师；

2.农业农村学院：城乡规划管

理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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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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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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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份证复印件(正反面复印在

A4纸同一面上)；

2.岗位条件中要求的学历、学

位证书原件、复印件(境外学历须附

上教育部学历学位认证书复印件)；

3.其他需要提供

的佐证材料。

五、联系方式

联 系 电 话 ：

0898-66256681
扫码了解详情

2021年海南软件
职业技术学院纪检监
察工作人员考核招聘
公告

根据教育事业发展和纪检监察

处工作需要，我院拟考核招聘纪检

监察工作人员1人(管理岗位)，具体

招聘岗位见附件2。

一、招聘岗位

纪检监察管理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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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岗位所需的学历、专业

或技能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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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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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支撑证明及证件(身份证、

学历学位证、职称证书、获奖证书、应

届毕业生报名时须提交就业推荐表

及成绩单)；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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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位认证

书或评估意见书等。

五、联系方式

联 系 电 话 ：

0898-31690658
扫码了解详情

中国热带农业科学
院 2022 年第一批公
开招聘工作人员公告

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是农业农

村部直属的国家级科研机构，在海

南、广东等热区设有17个科研及附

属机构。

一、招聘岗位

1. 热带作物品种资源研究所：

条件保障处管理岗；2.橡胶研究所。

二、招聘条件

1. 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

遵守宪法和法律，品行端正；

2.热爱农业科研事业，具有适

应岗位要求的身体条件；

3.具备履行岗位职责的身体素

质和心理素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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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信被执行人。

四、提交材料

1.本人近期免冠正面电子证件

照（单独上传）；

2. 有效期内二代居民身份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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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联系方式

监 督 电 话 ：

0898―669629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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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海南省人力资源和

社会保障厅等有关规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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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联系方式

联 系 电 话 ：

0898-66298663

2021年海口市第
四人民医院招聘编外
专业技术人员公告

根据工作需要，我院拟招聘1

名编外心电图医师，岗位资格条件

公告如下：

一、招聘岗位

心电图医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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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具有岗位所需的学历、专业

或技能条件；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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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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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本人有效身份证(正、反两

面合并成一张图片)；

2.学历、学位证书(留学回国和

在港澳台取得学历学位的应聘人员，

还须出具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的《学

历学位认证书》)；

3. 近期正面免

冠彩色1寸照片。

五、联系方式

联 系 电 话 ：

0898-65896356
扫码了解详情

保亭黎族苗族自
治县 2021 年高层次
（急需紧缺）人才招聘
公告

为推进海南自由贸易港招才引

智活动，进一步加强人才队伍建

设，根据 《保亭黎族苗族自治县

2021年海南自贸易港招才引智活动

方案》 等有关规定，结合我县实

际，现将有关招聘事项公告如下：

一、招聘岗位

1.首都师范大学海南保亭实验

中学：历史教师；2.首都师范大学

海南保亭实验中学附属小学：语文

教师。

二、招聘条件

1.具有正常履行应聘岗位职责

的身体条件；3.在国（境）外取得

的学历学位。

三、福利待遇

安家费：引进人才前5年发给

安家费（如夫妻双方同时聘用，不重

复享受）。试用期满（试用期 1 年）

后，每年年度考核合格的，按安家

费 总 额 的 60% 、 10% 、 10% 、

10%、10%的比例发放。

人才补助：引进人才前5年发

给引进人才补助，

在每年年度考核后

按考核结果分等次

发放。

四、联系方式

联 系 电 话 ：

0898-83666083 扫码了解详情扫码了解详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