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陵水黎族自治县
2022 年考核招聘卫
健系统事业单位专业
技术人员公告

结合我县医共体建设发展和基

层医疗卫生机构工作实际需求，全

面提高我县卫生事业单位专业技术

人才队伍的素质水平，现面向社会

及高等医学院校考核招聘卫健系统

事业单位专业技术人员30名(编制内

人员)，其中高学历职称岗位5名。

一、招聘岗位

1.田仔卫生院：中医师；

2.椰林卫生院：检验技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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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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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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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毕业证和学

位证。

五、联系方式

联 系 电 话 ：

0898-83388832 扫码了解详情

琼海市 2022 年
上半年公开招聘事业
单位工作人员公告

根据工作需要，经市政府批

准，现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事业单位

工作人员，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招聘岗位

1.市地方公路管理站：技术员；

2.琼海中学：中学语文老师。

二、应聘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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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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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省在编在职教师。

四、提交材料

1.有效居民身份证正、反面；

2.职位要求海南省及琼海户籍

的，需提供户口簿(户口本户主页及

本人页)；

3.毕业证书；

4. 有学位要求

的职位需提供学位

证书。

五、联系方式

联 系 电 话 ：

0898-62928586 扫码了解详情

海南省 2022 年
引进“好院长”“好医
生”公告

为加快实施人才强省战略，吸

引高素质医疗卫生人才来琼工作，

推动卫生健康事业发展，海南省人

民政府面向全国（不含本省），采取

刚性和柔性两种方式，为二级以上

医院（妇幼保健、疾病预防及未评定

级别的医疗卫生机构参照执行）引

进“好院长”“好医生”。

一、招聘岗位

1.海南省人民医院：神经外科

主任；2. 海南省疾病预防控制中

心：中心主任；3.海南医学院第一

附属医院：急诊科医师。

二、基本条件

1.政治素质高，具有良好的职

业道德和较强的团队协作精神；

2.具有较扎实的医疗卫生专业

知识，能够满足我省医疗卫生机构

合作需要，能够显著提升卫生事业

发展水平；

3.身体健康。

三、提交材料

1.海南省引进“好院长”“好医

生”报名登记表；2.有效居民身份

证；3. 执业医师证

书、专业技术资格

证书。

四、联系方式

联 系 电 话 ：

0898-65332511 扫码了解详情

定安县 2022 年
上半年公开招聘事业
单位工作人员公告

为加强我县事业单位人才队伍

的建设，经定安县委、县政府批

准，现面向社会招聘一批事业单位

工作人员，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招聘岗位

1.定安县人民政府研究室：管

理人员；2.定安县融媒体中心：播

音主持；3.定安县环境监测站：环

境监测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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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具备岗位所需的学历和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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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役军人、在读的非应届

毕业生；4.定安县机关事业单位在

编在岗工作人员。

四、提交材料

1.有效期内的第二代身份证；

2. 户口簿 （本

人页）；

3.学历证明。

五、联系方式

联 系 电 话 ：

0898-63830903 扫码了解详情

海 南 医 学 院
2022 年二级单位管
理人员及教辅招聘公
告

根据《海南省事业单位公开招

聘工作人员实施办法》《海南省事业

单位公开招聘工作人员面试工作规

则(试行)》《海南省事业单位公开招

聘工作人员笔试工作规则(试行)》精

神,结合我校发展需要，拟公开招聘

事业单位员额制人员47名。

一、招聘岗位

1.行政管理岗；

2.二级教学单位专职管理岗；

3.临床技能国家级实验教学中

心教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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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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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名要求

各岗位均须提供身份证、本硕

阶段学历学位证、

教育部学历证书电

子注册备案表扫描

件。

五、联系方式

联 系 电 话 ：

0898-66893227 扫码了解详情

文昌市 2022 年
上半年公开招聘事业
单位工作人员公告

为进一步优化我市事业单位人

才结构，加强人才队伍建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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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经市政府批准，决定招

聘事业单位工作人员。

一、招聘岗位

1.文昌市项目审计中心：管理

岗位；2. 文昌市现代产业园管委

会：管理岗位；3.未上市融媒体中

心：专技岗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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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以下情形的人员不得

报考

1.尚未解除党纪、政纪处分或

正在接受纪律审查的；2. 现役军

人、在读的非应届毕业生不得报

考；3.失信被执行人。

四、提交材料

1.身份证(正面)；

2.户口簿（户主页及本人页）；

3. 毕业证书及

招聘岗位要求的其

他证书。

五、联系方式

联 系 电 话 ：

0898-63330057 扫码了解详情

海南省博物馆
2022 年招聘事业编
制人员公告

202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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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设备管理；3.文

化创意营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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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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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专业技

术资格证；4. 近期

蓝底 1 寸免冠电子

照片。

五、联系方式

联 系 电 话 ：

0898-65238880 扫码了解详情

4月14日
大中城市联合招聘高校毕业生专场

网络招聘会

三亚市人力资源开发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