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日期 招聘机构 专业 数量 招聘条件 联系老师 联系电话
2019-02-02 郑州有一脊柱工作室 护理 3 一定医学基础 马琳 18638589075
2019-02-27 河南省人民医院老年病专科 护理 2 护士证，二年以上工作经历 卢鑫
2019-02-25 济源市第二人民医院 护理 10 全日制专科以上学历 周秀枝 3916620191
2019-01-18 济源康复医院 护理 42 大专以上学历，具有相关岗位的毕业证书，有资格证者优先录用 陈洁忠 18638906808

康复医师 5 专科学历
检验专业员 2 专科学历
护理专业 15 专科学历
护理员 10
助产士 3

2019-03-02 山东齐鲁制药公司 药学信息沟通专员 2 1.要求医护专业优先录用；
2.勤奋、踏实富有工作责任感 杨洋 15290860088
2019-03-05 济源市温馨护理服务有限公司 护理 若干 护理专业者优先；有从业经验者优先 高原 13069459895

2019-03-08 济源市中医院 护理 6

专科及以上学历(高中起点)，
具备护士执业资格证书与护士注册证书（或成绩单），
年龄在26周岁以下，本科学历可以放宽至28周岁,身高在160公分以上,
五官端正，身体健康，有二级医疗机构工作经验者优先。

王利平 0391-6668506

2019-03-14 广州一品红制药有限公司 药学信息沟通专员 若干 1.大专及大专以上学历；
2.有一年左右的学术推广经验，诚恳，踏实，自信，好学，具备较强抗压力

聂群成 13526662388

护士 10 1、全日制大专及以上学历相关专业各界毕业生。
康复治疗技术员 5 2、持有护士执业资格证或通过护士执业资格考试成绩证明。

2 3、年龄30周岁及以下，身高160cm及以上。
4、二级甲等及以上医院工作经验者优先录用。

2019-03-12 济世药业公司 药学 5 大专以上学历，药学，中药学专业， 卢鑫 13782868115
2019-03-21 河南中医学院附属医院 护理 202 大专学历，有护士资格证 高小宁 0371-60905615
2019-03-20 巩义人民医院 康复专业 5 大专学历 卢鑫
2019-03-13 郑州天伦医院 护理 若干 大专学历 卢鑫 0371-86507155

护理 10 大专学历，高中起点专科
助产 10 大专学历，高中起点专科

2019-02-16 南阳卧龙医院 护理若干，药学 若干 专科，有证 马小根 13523665519
2019-02-21 漯河六院 康复专业 6 范双丽 15660109873
2019-01-22 济源普惠健康中心 护理 10 卢鑫 15811113696
2019-03-27 河南省直第三人民医院 若干 1 高中起点大专 周卫东 0371-86632128

护理 30
检验 4
药学 4

2019-03-22 洛阳新区人民医院 护理 若干 全日制专科以上学历 卢鑫 0379-65556091
2019-04-03 济源卫校 护理 5 全日制专科以上学历，有护资证 高原 0391-6652555
2019-04-03 济源仁济口腔医院 护理 10 全日制专科，有从业资格证优先 马小根 18839055120
2019-04-22 济源普惠健康中心 护士 20 全日制专科，有从业资格证优先 卢鑫 18569825702
2019-04-09 许昌市立医院 护士 50 全日制专科，有从业资格证优先 周卫东 0374-2976001
2019-04-23 新乡同盟医院 护士 30 全日制专科，有从业资格证优先 马琳4800 18790582731

护士 6
康复 6

2019-04-28 大峪卫生院 护士 4 全日制专科，有从业资格证优先 卢鑫 15893081656
2019-05-06 济源精神病医院 护士 5 全日制专科，有从业资格证优先 卢鑫 17603905970

护士 2
康复师

2019-05-06 河南初心教育科技有限公司 护理 2 全日制专科，有从业资格证优先 卢鑫 15838390305
2019-05-07 广州尖峰眼科医院集团 护理 100 全日制专科，有从业资格证优先 马琳4800 13103912552
2019-05-07 好医生医药集团 护理 若干 全日制专科，有从业资格证优先 王鑫 13203878587
2019-05-08 焦作益禾解放医院 护理 2 全日制专科，有从业资格证优先 马琳 18625884915
2019-05-09 济源黄河医院 康复 5 全日制专科，有从业资格证优先 聂群成 18639196814
2019-05-06 济源第三人民医院 护理 若干 全日制专科，有从业资格证优先 王利平 13949695267
2019-06-20 郑州航空港太粒生物科技公司 护理 1 专科学历 任二改 18638901099
2019-06-21 平顶山郏县人民医院 护理 5 专科学历 马小根 0375-5577662
2019-06-25 郑大一附院 助理护理 若干 全日制专科，有从业资格证优先 张亚楠
2019-07-03 济源二院 护理 30 全日制专科，有从业资格证优先，二甲实习经历 周卫东 03916620203
2019-08-26 焦作 二甲医院 护理，康复 若干 王小井
2019-10-23 新乡宏力医院 护理 60 全日制专科，有从业资格证优先 马小根 13781929986
2019-11-14 焦作人民医院 护理 马琳
2019-11-14 鹤壁总医院 护理 10 张素萍
2019-11-27 洛阳市妇幼保健院 护理 50 专科学历 王利平 037963296911
2019-11-30 北京世纪坛医院 护理 若干 周卫东
2019-11-30 洛阳小树苗儿童康复中心 康复 2 有工作经验 齐亚莉 13513867136
2019-12-06 河南省人民医院 话务员 2 周卫东
2019-12-12 北京公立三甲医院 护理 50 护士资格证 常世勤

2019年护理系教师联系的就业岗位统计

2019-03-03 济源市第三人民医院

2019-03-14 新乡金秋康复医院招聘启事
医学影像技术员

2019-03-02 同青医院

陈洁忠 18839077700

焦作妇幼保健医院2019-02-22

卢鑫 15639115970

王卫军 18595882351全日制专科，有从业资格证优先

卢鑫郏县第二人民医院2019-03-23

2019-04-24 郑州兴华中医院

2019-05-06 恒大健康集团

护理专业大专及以上学历；须有护士上岗证；有工作经验者优先;形象好，
气质佳，亲和力强，富于爱心，踏实敬业

男生，有证

全日制专科以上学历

全日制专科，有从业资格证优先

15938975260

张素萍 13598539159

聂群成 15544282324

陈洁忠 1313717167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