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海南自贸港面向全球招聘人才活动”计划招聘岗位人员信息表

序号 类别 招聘岗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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拟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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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别 年龄 岗位条件 岗位职责

1

高层次
人才

新媒体运营
总监

1 不限
35周岁
以下

1.硕士研究生及以上学历或副高级以上职称，中文、新闻学、传播学、
新媒体运营等相关专业；
2.5年以上相关工作经验，有新媒体运营或策划经验者优先；
3.熟悉新媒体或社会化媒体运营、宣传流程，熟悉各类新媒体渠道的传
播方式；
4.擅长产品与用户心理分析，具备良好的市场敏锐度和判断力；
5.有创新精神，具有良好的沟通能力和组织协调能力。

制定和实施新媒体新产品、新功能的研发策略、推广
运营策略；
新媒体平台相关内容、节目的策划、选题、执行等运
营管理；
新媒体运营团队的建设和管理，搭建新媒体矩阵(微信
、微博、抖音、知乎等)，使新媒体营销效果最大化。

2 文字编辑 1 不限
35周岁
以下

1.博士研究生学历或副高级以上职称；
2.5年以上相关工作经历，具有大型节目策划、撰稿经验，文字功底深
厚；
3.熟悉电视新闻栏目编辑工作流程，了解电视节目制作的方法、思路以
及运作方式；
4.有良好的新闻敏锐性，具有较强的策划创意能力；
5.思维敏捷，工作思路清晰，有良好的沟通协调、组织能力和团队合作
精神。

负责时政新闻栏目稿件编辑、修改和校对等工作；
负责大型节目的策划、撰稿工作。

3
大型活动策

划
1 不限

35周岁
以下

1.硕士研究生及以上学历或副高级以上职称，中文、新闻学、广告学、
传播学、市场营销等相关专业；
2.具有大型活动的策划和文案撰稿的能力，具备一定项目管理及现场执
行与协调能力，具有大型活动策划经验者优先；
3.思维敏捷，思路清晰，有一定的文字功底，有良好的沟通协调、组织
能力和团队合作精神。

负责大型活动的创意策划、文案撰写和参与现场执行
、流程总控；
负责项目等相关资料的文字撰写，配合客户沟通及提
案。

4
大型节目导

演
1 不限

35周岁
以下

1.硕士研究生及以上学历或副高级以上职称，中文、电视编导、新闻学
、 影视媒体等相关专业；
2.5年以上大型综艺类、娱乐类、竞技游戏类、户外真人秀类栏目总导
演经验，有成功节目案例；
3.熟悉节目制作整体流程，具有较强的创新策划、组织推动、实施监控
及协调管理能力和预算管控能力；
4.丰富的团队管理经验，有一定节目执行和研发经验。

电视节目策划、制作，把控节目制作流程，制定合理
进度计划并监督实施；
人员规划与调度，全程节目制作质量及进度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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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文化企业高
级运营人才

1 不限
40周岁
以下

1.大学本科及以上学历；
2.了解国家宏观经济政策，熟悉现代企业经营管理，具有较强的组织协
调能力、改革创新能力、市场运营能力和业务拓展能力，熟悉房地产行
业相关政策法规；
3.具有3年以上国内大中型企业中层以上管理职位工作经历；
4.有一定的项目成功案例和工作业绩。

负责项目的经营管理与运作，统筹管理并协调推进各
项工作；
掌握行业发展动态规律，建立和完善组织架构和管理
体系，优化制度和流程。

6

融媒体
中心

英语主持人 2 不限
30周岁
以下

1.大学本科及以上学历，播音主持专业，有海外留学经历者优先；
2.英语口语标准，口齿伶俐，形象气质佳，有较强的记忆力和应变能
力；
3.有自己独特的创意、策划能力，并对海外传播有一定的认知；
4.有剪辑能力、有Facebook、Instagram、youtube等平台运营经验者
优先。

负责英文类的节目主持、录制工作，参与节目的构思
、策划、发布；
按照计划，控制节目进程，为节目表现效果负责，助
力后期宣传推广和粉丝互动活动。

7 摄影师 2 不限
30周岁
以下

1.大学本科及以上学历，图片摄影、摄像、新媒体等专业优先；
2.熟练使用各类摄影、摄像机，具备良好的构图、修照片水平；
3.具有较强的团队合作意识和吃苦耐劳精神，有相关从业经验者优先；
4.掌握英语，能独立沟通者优先。

负责各类网络、广电的摄制任务，相关户外活动现场
直播

8 文创总监 1 不限
30周岁
以下

1.大学本科及以上学历，汉语言文学、营销策划、经济等相关专业；
2.熟悉互联网传播规律，有自己热爱和沉浸的垂直领域，有效管理外部
资源，并和公司其他部门对接，整合内外资源。
3.有独立策划系列专题的能力，文字功底好，擅长在不同文风间转换，
热爱文字工作；
4.思路开阔，能够根据客户及市场需求，提出精准的创意策略，把控创
意方向。

独立完成概念设计方案，参与重要项目创意构思；
负责设计人员的培训，提升团队创意水平及工作效
率，提升团队创意能力。

9 文案编辑 1 不限
30周岁
以下

1.大学本科及以上学历，新闻学、汉语言文学等相关专业；
2.有政府机关或国有企事业单位工作经验者优先，熟悉新媒体工作者优
先；
3.具有良好的语言文字表达能力及沟通协作能力。.

负责公文及活动文案撰写等工作；
政府文字综合文案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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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融媒体
中心

国际联络专
员

2 不限
30周岁
以下

1.大学本科及以上学历，外语类、国际公共关系类、国际贸易等相关专
业；
2.具备扎实的英语口语及书面表达能力，熟悉国际社交礼仪，具有一定
的国际交往经验；
3.积极外向、善于沟通，有较强的开拓精神和执行力；
4.有海外留学经历、国外工作经历或侨务工作经历者优先。

负责海外传播渠道的拓展、维护，海外通联站日常联
络工作，负责境外活动策划、组织和执行等相关工
作；
负责联络国内外事单位、境外媒体机构、世界各国的
海南华侨社团，做好关系的联络维护工作。

11 英文采编 2 不限
30周岁
以下

1.大学本科及以上学历，英语、新闻学、国际传播学、国际新闻学等相
关专业；
2.英语口笔译功底深厚，精通中外互译，能熟练运用英语进行采访和写
作，有海外留学背景、海外工作经历、互联网及媒体工作经历者优先考
虑；
3.具有较高的政治素养及良好的新闻职业道德，具有良好的协作精神和
服务意识；
4.熟练使用办公、图片和音视频处理软件等，熟练掌握移动直播等融媒
采访手段。

负责英文报道选题策划、稿件组织与专题制作等英语
新闻日常编辑与采写；
进行英文视频的剪辑或拍摄，英文网站的更新和维护
。

12

三沙卫
视

英语编辑 6 不限
30周岁
以下

1.大学本科及以上学历；英语专业八级或在英语系国家留学并获得硕士
研究生学位者优先；                
2.能以英语为工作语言，能高效率对各类新闻稿件进行英译中、中译英
工作；
3.了解电视节目制作的方法与思路，了解电视节目运作的各种方式；
4.有良好的新闻敏锐性；长期关注时事，熟悉国际、国内、社会新闻；
5.能适应艰苦条件下的工作。

负责稿件编辑、修改和校对等工作；
负责节目的撰稿和制作。

13 新媒体编辑 3 不限
30周岁
以下

1.大学本科及以上学历，英语、新闻学等相关专业；
2.熟知热爱新媒体运营，有一定文案策划、活动策划基础，熟练掌握各
类剪辑软件；
3.思维活跃，有新媒体编辑、运营工作经验者优先；                                                 
4.能适应艰苦条件下的工作。

负责微信、微博、直播等新媒体日常的编辑、运营和
维护；
通过推送优质内容，提高全媒体平台的品牌影响力。

14 摄像 10 男
30周岁
以下

1.大学本科及以上学历；
2.熟练使用各种摄像机，具备良好的摄像水平；
3.具有较强的团队合作意识和吃苦耐劳精神，有相关从业经验者优先；
4.能适应艰苦条件下的工作。

负责各类电视节目、电视新闻的拍摄；
负责大型演播室或户外活动现场直播或录播的拍摄工
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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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三沙卫
视

专题编导 2 不限
30周岁
以下

1.大学本科及以上学历，新闻学、传播学、编导等相关专业；
2.熟悉电视制作流程和多样化节目模式，熟练使用各类剪辑软件；
3.具有较强的策划创意能力、执行力和文字表达能力，有专题节目工作
经验者优先；
4.能适应艰苦条件下的工作。

负责栏目的组织、策划、编辑、宣传推广等工作。

16 包装设计 3 不限
35周岁
以下

1.大学本科及以上学历，包装设计等相关专业；
2.能熟练掌握各种平面设计、剪辑软件等；
3.有扎实的美术功底，能承受较强的工作压力，能够独立完成拍摄；
4.作品获国家级、省级奖项优先，有电视包装工作经验者优先。                                               
5.能适应艰苦条件下的工作。

负责完成大型活动、新媒体等所需视频的包装制作、
创意设计工作；
负责MV、短视频、宣传片的构思、剪辑、视觉包装工
作。

17 技术员 1 不限
30周岁
以下

1.大学本科及以上学历，广电技术、通信工程、电子工程、电子信息工
程、信息管理、信息系统、计算机类等相关专业；
2.熟悉计算机运用或广播电视相关技术；
3.学习能力强，有较好的应变能力，细致耐心、吃苦耐劳；                                                    
4.能适应艰苦条件下的工作。

负责演播室或转播车系统设置、应用；现有演播室或
转播车的维护和管理；
负责广播电视落地覆盖系统的管理与维护工作。

备注：年龄计算至2020年3月31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