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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18日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省就业局）

公益招聘会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

2022年
海南省公益性招聘会

第55周排期

1月20日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省就业局）

公益招聘会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

2022 年海南医
学院硕士及以上人员
招聘公告

海南医学院是中国海南自由贸

易港内唯一一所公办医学院，前身

是创立于1947年的海强医事技术学

校和创立于1948年的私立海南大学

医学院。

一、招聘岗位

1.临床技能国家级实验教学中

心：教辅岗；

2.体育部：专任教师；

3.病理部：专业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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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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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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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联系方式

联 系 电 话 ：

0898-66893227
扫码了解详情

2021年海南省博
物馆招聘事业编制人
员公告

根据《海南省事业单位公开招

聘人员实施办法》 (琼人社发〔2018〕

516 号)有关规定，结合海南省博物

馆岗位设置和人员情况，面向全国

公开招聘事业编制人员，现将有关

事项公告如下。

一、招聘岗位

1.展陈策划岗；

2.设备管理岗；

3.文化创意营销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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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具有岗位所需的学历、专业

或技能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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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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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人有效期内

的第二代身份证正

反面；2.毕业证书。

五、联系方式

联 系 电 话 ：

0898-65238880 扫码了解详情

2022年海南省琼
剧院考核招聘事业编
制专业技术人员公告

海南省琼剧院隶属省旅游和文

化广电体育厅的正处级事业单位，

主要职责是琼剧的研究、传承、创

作及演出工作。

一、招聘岗位

1.琼剧表演；

2.琼剧演奏；

3.琼剧音响师；

4.琼剧化妆造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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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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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效期内身

份证(个人面和国徽

面)；2. 毕业证；3.

学位证(如有)。

五、联系方式

联 系 电 话 ：

0898-65342152
扫码了解详情

2021年海南省纪
委监委招才引智公告

为适应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

展和“清廉自贸港”建设需要，优

化干部队伍专业和能力结构，按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中华

人民共和国监察法》等法律规定，

结合我委空编及岗位需求情况，拟

广开进贤之路，引进相关领域专业

人才投身海南纪检监察事业，现将

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招聘岗位

1.审查调查岗；

2.政策研究岗；

3.纪检监察案件审理岗。

二、招才引智对象

1.中共党员；2.年度考核均为

称职及以上等次；3.符合法律法规

规定的其他条件。

三、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不

得报考

1.父母、配偶或近亲属经商办

企业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2.

尚在新录用试用期或任职试用期

的；3.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情形。

四、提交材料

1.本人近期正面免冠蓝底证件

照；2. 有效身份证

正、反两面合并成

一张图片。

五、联系方式

联 系 电 话 ：

0898-65220962 扫码了解详情

2022 年海南定
安县招聘紧缺中小学
和幼儿园教师公告

为进一步加强我县教师队伍建

设，加快我县教育事业发展，经县

委、县政府同意，现公开招聘紧缺

中小学教师和幼儿园教师。现将有

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招聘岗位

1.小学语文教师；

2.小学数学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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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爱教育事业，具有良好的

品行和职业道德。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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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役军人、在读的非应届毕

业生。

四、提交资料

1.有效期内的第二代居民身份

证(正反两面合成一张图片，报名与

考试时使用的身份

证必须一致)；2. 近

期正面免冠 1 寸彩

色证件照。

五、联系方式

联 系 电 话 ：

0898-63831818
扫码了解详情

2022 年海南省
图书馆招聘财政定额
补贴人员公告

海南省图书馆系隶属海南省旅

游和文化广电体育厅的直属正处级

事业单位，核定财政预算管理事业

单位编制22个，财政定额补贴人员

编制90个。

一、招聘岗位

1.信息技术A岗（网络管理）；

2.信息技术B岗（综合业务管

理兼融媒体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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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传近期正面免冠彩色证件

照片；2.提供本人有效期内的二代

居民身份证(正、反两面合并成一张

图片，报名与考试时

使用的身份证件必

须一致)。

五、联系方式

联 系 电 话 ：

0898-66502026 扫码了解详情

昌江黎族自治县
2021 年公开定向考
核招聘乡镇事业单位
工作人员公告

为加强乡镇事业单位人才队伍

建设，推动我县经济高质量发展，

根据《关于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强

大学生村官工作的意见>的通知》

（组通字〔2012〕36号）等有关规定，

昌江黎族自治县决定面向在昌江黎

族自治县服务期满且考核合格的省

招聘大学生村官中，公开定向招聘

乡镇事业单位工作人员，现将有关

事项公告如下：

一、招聘岗位

1.昌化镇人民政府社会事务服

务中心：管理岗；2.王下乡人民政

府社会事务服务中心：管理岗。

二、招聘条件

1.具有良好的品行和职业道德；

2.具有国家承认的大专以上(含

大专)学历，专业不限。

三、具有以下情形的人员不得

报考

1.有违法、违纪行为正在接受

审查的；

2. 尚未解除党

纪、政纪处分的；

3. 曾受过各类

刑事处罚的。

五、联系方式

联 系 电 话 ：

0898—26699882
扫码了解详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