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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陵水黎族自
治县人民医院招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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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定，经县委、县政

府同意，决定面向社会公开招聘陵

水黎族自治县人民医院/青岛大学附

属医院海南分院10名事业编制医疗

技术人员。

一、招聘岗位

1.心血管内科医师；

2.呼吸内科医师；

3.消化内科医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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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适应岗位工作要

求，服从组织的工作安排；

3.具有符合职位要求的工作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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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人有效身份证(正反面)；

2.本人近期正面免冠证件彩色

照片；

3. 户口本(首页

与本人页)。

五、联系方式

联 系 电 话 ：

0898-83388471 扫码了解详情

国家计算机网络
应急技术处理协调中
心海南分中心招聘

国家计算机网络应急技术处理

协调中心是中央网信办直属正厅级

事业单位，承担国家网络信息安全

管理技术支撑保障职能。

一、招聘需求

互联网信息研究岗

二、岗位要求：

1.全日制本科及以上学历，新

闻传播学、国际关系学、政治学、

社会学、统计学、经济学、管理学

等相关专业；2.具备较强的政治敏

感性、新闻敏感性和舆情敏锐性，

良好的文字驾驭能力、逻辑分析能

力以及较强的抗压能力、责任心、

沟通协调能力、学习能力；3.年龄

28周岁（含）以下，特别优秀者可

放宽到30周岁(含)。

三、福利待遇

1.提供工作日早、午工作餐；

2.提供广阔的职业发展平台和专

业成长空间，多层次业务能力培训；

3.享受“五险一金”、法定节假

日和节日福利、带薪年假、绩效奖

金、每年调薪、定期体检、带薪培

训和丰富多彩的团

建活动。

四、联系方式

联 系 电 话 ：

0898-66555175
扫码了解详情

海南省“妇幼双
百”（妇产科、儿科）人
才引进公告

为加快发展我省妇幼健康事

业，解决基层妇幼健康人才紧缺问

题，根据《海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

于印发海南省“妇幼双百”人才引进

工作方案的通知》 (琼府办〔2017〕10

号)要求，我省决定开展2022年“妇

幼双百”人才引进工作。

一、招聘岗位

1.儿科医生；

2.妇产科医生。

二、基本条件

1. 政治素质好，遵守法律法

规，热爱妇幼健康服务事业；

2.具有比较扎实的医学基础知识；

3.身体健康，具有正常履行岗

位职责的身体条件。

三、有以下情况之一者不得报考

1.曾受过各类刑事处罚的；

2.有违纪违法行为正在接受审

查的；

3.尚未解除党纪、政纪处分的。

四、联系方式

1. 有效居民身份证复印件 1

份；2.近期一寸免冠照片2张；3.医

师执业证书复印件1

份、医师资格证书

复印件1份。

五、联系方式

联 系 电 话 ：

0898-36689161 扫码了解详情

海南琼中黎族苗
族自治县疾病预防控
制中心招聘

为补充琼中县疾病预防控制中

心专业人员队伍，进一步提升疾病

防控及应急反应能力，同时满足疫

情常态化防控工作需要，经研究，

现面向社会公开招聘2名专业技术

人员和1名司机，现就有关事项公

告如下。

一、招聘岗位

1.专业技术人员；2.司机。

二、招聘条件

1.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2.遵守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法律、法规。

三、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不

得报考

1.曾因犯罪受过刑事处罚或免

于刑事处罚的人员；2.被开除中国

共产党党籍和被开除公职的人员；

3.涉嫌违纪违法正在接受审查尚未

作出结论的人员。

四、聘用期限、基本报酬

(一)聘用期限

聘用合同期限为每年续签。

(二)基本报酬

按琼中县人社

局要求的薪酬标准

及补肋执行，缴纳

五险一金。

五、联系方式

投 递 邮 箱 ：

qzjkbgs@126.com 扫码了解详情

海南省消防救援
总队机关招录政府专
职消防员公告

为加强我省消防救援队伍建

设，决定招录政府专职消防员，现

将招聘相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招聘岗位

1.办公室：文秘兼业务协办员；

2.指挥中心：接警调度员；

3.作战训练处：文秘兼档案管

理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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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拥护中国

共产党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

3.志愿从事消防工作，服从集

中管理和纪律约束，能够承担工作

出差任务。

三、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人员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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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信被执行人。

四、提交材料

1.本人近期正面彩色免冠证件

照片；2.有效身份证（正、反两面合

并成一张图片）；3.

个人征信报告等材

料的扫描件。

五、联系方式

联 系 电 话 ：

0898—65921124 扫码了解详情

陵水黎族自治县
赴高校面向 2022 年
应届硕士研究生公开
招聘21名中小学教师
公告

为适应新时代教师队伍建设改

革需要，加大招才引智工作力度，

陵水县赴高校面向2022年应届硕士

研究生公开招聘21名中小学教师。

一、招聘岗位

1.东华初级中学：语文老师；

2.三才初级中学：数学老师；

3.岭门学校：英语老师。

二、报考条件

1. 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

拥护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无违法

违纪记录；

2.身体健康、仪表端正、口齿

清楚，经体检符合标准。

三、有下列情况之一的，不予

接受报考

1.曾受过各类刑事处罚的；2.

未完成规定学习内容的结业生、肄

业生；3.有性侵违法犯罪记录的。

四、提交材料

1.报名表（从报名网站上打印并

手写签名，附照片、

收原件）；2.身份证

（正反面复印）。

五、联系方式

联 系 电 话 ：

0898-83310860 扫码了解详情

海南医学院第一
附属医院招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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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有关文件精神，结合医院

实际，拟面向社会招聘临床、医

技、行政管理科室工作人员，现将

招聘事宜公告如下：

一、招聘岗位

1.临床科室工作人员；

2.医技科室工作人员；

3.行政管理科室工作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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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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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交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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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岗位所需的

其他证书和材料。

五、联系方式

联 系 电 话:

0898-66783849 扫码了解详情

3月3日
2022海南省金融行业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

专场招聘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