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海南客户端 南海网

南海网人力 自贸港人才网

本刊融媒体同步发布矩阵

3月15日
2022年海南省制造业

专场招聘会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

2022年
海南省公益性招聘会

第60周排期

3月16日
“春风送暖 就业送真情”三亚市春风行动

网络招聘会

三亚市人力资源开发局

三亚市崖州区事
业单位公开招聘公告

三亚市崖州区信访服务中心和

三亚市崖州区支付中心是隶属三亚

市崖州区政府办公室和三亚市崖州

区财政局的副科级财政全额预算管

理公益一类事业单位。

一、招聘岗位

1.亚洲区信访服务中心：综合

管理岗；2. 三亚市崖州区支付中

心：合算会计岗。

二、报考人员必须具备下列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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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得报名考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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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人近期正面免冠彩色证件

照片；

2.有效身份证(正、反两面合并成

一张图片)；

3.学历、学位证书 （2022 年高

校应届毕业生尚未取得学历学位证

书的，由学校出具的

准予毕业的证明）。

五、联系方式

监 督 电 话 ：

0898-88841368
扫码了解详情

海南陵水黎族自
治县人民医院招聘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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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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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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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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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毕业证、

学位证(如有)。

五、联系方式

联 系 电 话 ：

0898-833884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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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应聘条件

(一)应聘人员须满足以下条件之一：

1.2013年后普通高等院校临床

医学相关专业本科及以上学历毕业

生；2.已获得执业医师资格的，年

龄不超过40岁。

(二)应聘人员应同时具备的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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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交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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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联系方式

联 系 电 话 ：

0898-36689161 扫码了解详情

扫码了解详情 扫码了解详情 扫码了解详情 扫码了解详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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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琼中黎族苗
族自治县红毛镇中心
卫生院招聘公告

琼中县红毛镇中心卫生院2022

年招聘编外工作人员，为了加强卫

生人才队伍建设，提高卫生服务能

力及水平，结合我院实际情况，现

向社会招聘卫生技术人员3名，具

体要求如下：

一、招聘岗位

1.公共卫生科；2.综合门诊科。

二、招聘条件

1. 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

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2.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热

爱祖国；

3.身体健康，具有良好的品行

和职业道德；

4. 政治素质高，医德医风好，

热爱卫生事业。

三、有下列情况之一不得报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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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已享受项目人员优惠政策被

录用为公务员（汉参照公务员管理

人员）或招聘者为事

业单位工作人员的。

四、联系方式

联 系 电 话 ：

13876671397

海南省市场监督
管理局直属单位（公
益一类）招聘公告

根据工作需要，经报海南省人

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核准备案，海

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所属事业单位

（公益一类） 2022年计划面向社会

公开招聘6名事业编制工作人员。

一、招聘岗位

1.海南省计量测试所：计量技

术岗；2. 海南省食品检验检测中

心：食品检验检测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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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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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提交材料

1.有效期内的二代身份证（正、

反二面合并成一张图片）；

2.学历、学位证书照片（报考

人员属应届毕业生的，如尚未取得毕

业证书，可上传贴有

本人照片并加盖院

系公章的证明）。

五、联系方式

联 系 电 话 ：

0898-66812593

中国（海南）南海
博物馆招聘工作人员
公告

一、招聘岗位

1.内容设计；2.宣教讲解员；3.

文物保护。

二、招聘条件

1.遵守国家法律、法规，无违

法、违纪行为；

2.具有良好的品行和职业道德；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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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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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失信被执行人。

三、薪酬待遇及用工形式

薪资不低于4500元(含个人及

单位五险一金)，另加年终绩效及高

温补贴，符合人才住房租赁申请条

件可申请住房租赁补贴。

四、报名材料

本人近期正面免冠证件照片、毕

业证、学位证及身份证(正反面)、以

及其他条件要求具备

的证件材料的扫描件

(均为 2 寸 jpg 格式，

200KB以下)。

五、联系方式

联 系 电 话 ：

0898-62708600

海南省交通工程
建设局招聘劳动合同
制人员公告

根据《海南省交通工程建设局

2022年公开招聘劳动合同制人员工

作方案》，我局计划公开招聘15名

劳动合同制人员。

一、招聘岗位

1.纪检监督及综合行政岗；2.

党务工作及综合行政岗；3.工程项

目财务会计岗。

二、招聘条件

1.遵守国家法律、法规，无违

法、违纪行为；

2.身体健康(体检合格)，具备履

行岗位职责的身体素质和心理素质。

三、凡有下列情况之一的，不

得报考

1.曾因犯罪受过刑事处罚的；

2. 曾被开除中国共产党党籍

的、被开除公职的；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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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效居民身份证正反面；

2.本人近期正面免冠证件照片

(照片不得留有多余边角、不得上传

翻拍、扫描件、身份证

截图等)。

五、联系方式

联系电话：

0898-6625226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