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遵教办人〔2019〕11 号 

关于做好 2019 年度春季教师资格认定工作的 

通  知 
 

各县（市、区）教育局、新蒲新区管委会教育科技局： 

为做好我市 2019 年春季中小学教师资格认定工作，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师法》、《教师资格条例》、《贵州省教师

条例》、《贵州省面向社会推行教师资格制度实施细则（试

行）》、《关于做好 2019 年教师资格制度实施工作的通知》（教

资字〔2019〕1 号）、《省教育厅办公室关于做好 2019 年春季

中小学教师资格认定工作的通知》（黔教办师函〔2019〕92 号）

等有关规定及国家和我省关于减证便民、优化服务的相关精

神，现将遵义市 2019 年春季中小学教师资格认定工作有关事

项通知如下： 

一、对象范围 

未达到国家法定退休年龄，户籍所在地、居住地（须持有

当地居住证且在有效期内）或就读学校所在地（仅限应届毕业

遵义市教育局办公室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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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和在读研究生）在遵义市的中国公民，可在遵义市申请认定

幼儿园、小学、初级中学、高级中学、中等职业学校和中等职

业学校实习指导教师资格。 

根据《教育部办公厅中共中央台湾工作办公室秘书局 国

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秘书行政司关于港澳台居民在内地（大

陆）申请中小学教师资格有关问题的通知》（教师厅〔2019〕1

号）规定，在我市居住、工作和学习的港澳台居民，需持有港

澳台居民居住证、港澳居民来往内地通行证、5年有效期台湾

居民来往大陆通行证等有效证件及无犯罪记录证明，可在居住

地、工作地及学校所在地申请认定中小学教师资格。申请认定

教师资格的学历及其他条件、程序要求与内地（大陆）申请人

相同。 

二、认定条件 

㈠申请认定幼儿园、小学教师资格、初级中学、高级中学、

中等职业学校教师资格，应当具备《教师法》规定的相应学历。 

㈡参加中小学教师资格考试合格并取得考试合格证明（在

规定有效期内）。 

黔教师发〔2013〕401 号文件规定“改革试点工作启动前

已入学的全日制普通学校师范类专业毕业生，可按原办法认定

教师资格；试点工作启动后，即 2014 年（含 2014 年）后入学

的师范类专业毕业生，申请上述教师资格须参加国家教师资格

考试”。 

㈢应当达到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颁发的《普通话水平

测试等级标准》二级乙等及以上标准。 

㈣能适应教育教学工作的需要，具有良好的身体素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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㈤遵守宪法和法律，具有良好的思想品德和职业道德，能

履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教师法》规定的义务。 

三、认定机构 

各县（市、区）教育局负责认定幼儿园、小学和初级中学

教师资格；遵义市教育局负责认定高级中学、中等职业学校、

中等职业学校实习指导教师资格。 

根据《关于印发＜省直接管理县（市）体制改革试点县（市）

事权目录＞的通知》（黔直改〔2014〕1号）文件，户籍所在地

或工作单位所在地为仁怀市的申报人员，高级中学教师资格、

中等职业学校教师资格及中职实习指导教师资格由仁怀市教育

局认定。 

四、宣传、准备阶段（2019年 3月 25日－4月 9日） 

㈠认定机构利用各种途径加强教师资格春季认定的宣传，使

申请人能够充分了解教师资格认定工作的条件、政策和工作流

程。  

㈡申报教师资格人员完成学历、普通话、教师资格国家级考

试证书等材料准备工作。其中 2013 年以前（含 2013 年）入学

的全日制普通学校师范类专业毕业生，申报本专业提供教育

学、教育心理学、教材教法、教育实习成绩。 

五、网上报名（2019年 4月 10日－4月 30日  

㈠申报人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教师法》、《教师资格条

例》、《＜教师资格条例＞实施办法》、《贵州省面向社会推行教

师资格制度实施细则》（试行）、《教育部教师资格认定指导中

心关于做好 2019 年教师资格制度实施工作的通知》（教资字

〔2019〕1号）、《教育部办公厅中共中央台湾工作办公室秘书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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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秘书行政司关于港澳台居民在内地（大

陆）申请中小学教师资格有关问题的通知》（教师厅〔2019〕1

号）、《省教育厅办公室关于做好2019年春季中小学教师资格认

定工作的通知》（黔教办师函〔2019〕92号）的要求按时进行网

上申报。 

1.申报人按户籍所在地、居住地（须持有当地居住证且在

有效期内）或就读学校所在地（仅限应届毕业生和在读研究

生）、在我市居住、工作和学习的港澳台居民按在居住地、工作

地及学校所在地以及所申报的教师资格种类，选择相应的教育

局现场确认点，按照网上规定的申报程序和步骤，如实完成教

师资格网上申报工作，并下载打印教师资格认定申报表和承诺

书（网址：http://www.jszg.edu.cn，）。 

2.已取得国家教师资格统一考试合格证书的申请人（国

考），进入中国教师资格网--教师资格网报--“全国统考合格申

请人注册”入口。 

3.未取得国家教师资格统一考试合格证书的申请人（非国

考）（申报学科与所学专业相同者，按黔教师发〔2013〕401

号文件中“改革试点工作启动前已入学的全日制普通学校师范

类专业毕业生，可按原办法认定教师资格）进入中国教师资格

网--教师资格网报--“未参加全国统考申请人注册”入口。 

㈡各县（市、区）教育局指导申报人员开展网上申报工作。 

㈢高级中学教师资格、中等职业学校教师资格及中职实习指

导教师资格的报名点和现场确认点均设在各县（市、区）教育

局(含新蒲新区管委会教育科技局)。 

㈣同一申请人一年内只能申请认定一种教师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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㈤高中（中职、中职实习指导）教师资格申报人员在进行

网上申报前，请认真阅读附件七《高中（中职、中职实习指导）

教师资格网上申报示意图》，确保申报信息真实无误。  

六、现场确认、受理申请者提交申请材料及体检阶段 

㈠遵义师范学院、遵义医学院应届毕业生2019 年 5月 5日

—5月 25日。 

㈡县（市、区）教育局 2019 年 5 月 5 日—5 月 17 日（10

个工作日）。 

㈢各县（市、区）教育局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教师法》、

《教师资格条例》、《＜教师资格条例＞实施办法》和《贵州省

面向社会推行教师资格制度实施细则》（试行）、《教育部办公

厅中共中央台湾工作办公室秘书局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秘书

行政司关于港澳台居民在内地（大陆）申请中小学教师资格有

关问题的通知》（教师厅〔2019〕1号）、《省教育厅办公室关于

做好 2019 年春季中小学教师资格认定工作的通知》（黔教办师

函〔2019〕92号）规定的要求，完成现场确认工作。 

㈣各县（市、区）教育局按照“谁审查、谁签字、谁负责”

的原则，认真审查确认申请人的学历证书、身份证明及相关材

料。 

㈤根据《教育部教师资格认定指导中心关于做好2019 年教

师资格制度实施工作的通知》（教资字〔2019〕1号）逐步减少

提交纸质材料的工作要求，2019 年春季面向社会认定高中（中

职、中职实习指导）教师资格，试点申请人到县（市、区）教

育局完成现场确认时，申报材料验证原件和收取 PDF 件（遵义

师范学院、遵义医学院应届毕业生仍验证原件收复印件），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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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交顺序按附件六。 

㈥思想品德鉴定工作。申请认定教师资格人员从网报系统下

载《承诺书》并签名。 

㈦申请人员的体检由各县（市、区）教育局统一组织，为方

便申报人，应做到提交材料后及时体检。 

体检严格执行《贵州省申请认定教师资格体检标准及办法》

（试行）（黔教人发〔2004〕10 号）、《关于进一步规范入学和

就业体检项目维护乙肝表面抗原携带者入学和就业权利的通

知》(人社部发〔2010〕12 号)、《关于切实做好维护乙肝表

面抗原携带者入学和就业权利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人社厅

发〔2010〕22 号) 的有关规定。 

申请认定幼儿园教师资格人员的体检严格按照《关于调整

申请认定幼儿园教师资格人员体检标准的通知》（教资字

〔2010〕15 号）执行。 

㈧各县（市、区）教育局务必于2019 年 5月 21日前将申报

高级中学教师资格、中等职业学校教师资格及中职实习教师资

格的相关材料统一报送遵义市教育局人事教育科。 

七、公示及认定阶段 

㈠初中、小学、幼儿园教师资格的认定时间，由县（市、区）

教育局向社会公布，但不得超过2019 年 6月 4日。 

㈡申报高中（中职、中职实习指导）教师资格，市教育局审

查时间2019 年 5月 22日-5月 28日（5个工作日）。 

高中（中职、中职实习指导）教师资格认定时间 2019 年 5

月 29日－6月 4日（5个工作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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㈢根据《教师资格条例》实施办法、《省教育厅关于印发

<贵州省中小学教师资格考试与定期注册制度改革试点工作实

施方案（试行）>的通知》(黔教师发〔2013〕401 号)中“改

革试点工作启动前已入学的全日制普通学校师范类专业毕业

生，可按原办法认定教师资格；试点工作启动后，即 2014 年

（含 2014 年）后入学的师范类专业毕业生，申请上述教师资

格须参加国家教师资格考试”的规定，2013 年(含 2013 年)以

前入学的全日制普通师范学校师范类专业毕业生申请认定教

师资格的学科类别与所学专业相同的，按原办法认定教师资格 

(师范教育类专业的界定见附件五)。 

㈣认定机构对申请人员进行资格审查，向符合法定认定条

件者颁发相应的教师资格证书。 

㈤根据《省教育厅办公室关于做好2019 年春季中小学教师

资格认定工作的通知》（黔教办师函〔2019〕92号）文件的总体

安排，全省 2019 年春季教师资格认定工作于 2019 年 7 月 5 日

前全部结束。各县（市、区）教育局需认真组织好本地教师资

格认定工作，确保在规定的时间内完成工作任务。 

㈥申报高中（中职、中职实习指导）教师资格，市教育局

资格复查时间为2019年5月22日-5月28日，复查结束后在“遵

义教育网”—“网上办事”—办事指南--“2019年教师资格认

定工作”文件夹中发布 “2019年春季高中、中职、中职实习指

导教师拟认定人员名单。（网址：

http://jyj.zunyi.gov.cn/wsbs/bszn/201903/t20190314_335

8214.html） 

八、严格把关，确保认定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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㈠各教师资格认定机构要严格掌握认定教师资格人员的范

围的教师资格认定条件，严禁擅自修改教师资格认定条件、扩

大或缩小认定教师资格的人员范围；严格遵循教师资格认定程

序，不得随意变动。 

㈡其他普通高校应届非师范教育类专业本科及其以上学历

毕业生申请认定教师资格，按照《贵州省面向社会推行教师资

格制度实施细则》（试行）的有关规定执行。 

九、其它事宜 

㈠加强教师资格证书管理 

贵州省教师资格证书（空白）按教育部要求分两批次申领，

第一次为 5月 20 日-6 月 7 日；第二次为 6月 24 日-7 月 5 日。

省教师资格认定指导中心将根据各机构在申领之前认定的实

际数据核发教师资格证书。教师资格证书的管理要严格按照教

育部《教师资格证书管理规定》执行，对补发换发的教师资格

证书，严格按照教育部教师资格认定指导中心《关于规范教师

资格证书补发换发工作的通知》（教资字〔2009〕17 号）规定

执行。 

面向社会认定高中（中职、中职实习指导）教师资格，获

得认定者由遵义市教育局通过市政务中心邮政窗口分别通过

特快专递寄到各县(区、市)教育局，2019 年 6 月 10 日后申请

人到各县(区、市)教育局领取（联系方式见附件四）。 

㈡按时上报认定情况 

各县、区（市）教育局须认真做好本地教师资格认定工作

总结，并于 2019 年 7 月 12 日前将教师资格认定工作总结报市

教育局人事教育科。联系人：田小东 电话 282228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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㈢信息查询 

2019 年春季高中（中职、中职实习指导）教师资格认定工

作有关通知、公示等均在遵义教育网—网上办事—办事指南--

“2019年教师资格认定工作”文件夹中发布（网址：

http://jyj.zunyi.gov.cn/wsbs/bszn/201903/t20190314_33

58214.html） 

附件：1.省教育厅办公室关于做好2019 年春季中小学教师

资格认定工作的通知 

2.教育部关于做好2019 年教师资格制度实施工作 

的通知 

3.教育部港澳台居民在内地申请教师资格有关问题的

通知 

4.遵义市教师资格认定机构名单 

5. 2019 年高中、中职、中职实习教师资格认定工作

明确的几个问题（春季） 

6.高中、中职、中职实习指导教师认定流程 

7.高中（中职）教师资格网上申报示意图 

8..高中（中职、中职实习指导）教师资格认定公告 

 

2019 年 4月 1日 

 

 

 

抄 送：省教育厅教师工作处、省教师资格认定指导中心、 

      遵义市人民政府政务服务中心  

遵义市教育局办公室              2019年 4月1日印发 























教 育 部 亦 公 庁

中共中央台湾工作亦公室秘事局

国分院港澳事努亦公室秘事行政司
文件

教押斤〔2019〕 1号

教育部‐ふ/AL庁 、中共申央台,湾工作か公華縮書局

国努院港澳事努亦公室秘事行政司.美子港換自

居民在1内地(大陪)申靖中小学毅帰資格:

有共同題的通知     '

各省、自治区、宣轄市教育庁(教委)、 台が、外井(港漢か),新墨生

声建悛兵困教育局、合井、外外(港浪赤〉:

力深入貫物耳近平新時代中国特色社会主又思想中党綺十九

大精神,根機《中共中央 国弁院美子会面深化新時代教押人仁建

波攻革的意見》黎《国弁院力/At庁‐美子申皮〈港澳台居民居住撻申

領‐糞歳亦法〉的通力》有美要求,力 港漢台居民在内地(大勝)学

辱、工作和生活提供々内地(大 隣)居 民同等待遅,根器《中学人R

-1-



共和国教押法》《載押資格恭例》規定,笙研究,現就港淡合層民在

内地(大 陸)申清中小学義岬資格有美政策l・l題通寿力下:

一、在内地(大 鋳)ギ日、二作和生活的港漢台居民,九導守

《中学人民共和口露拷》在法律,担伊中国共声螂飯尋1当‐持社会

主叉井学方向,賃衛党的教育方針,根据自鳳源劇,可 申溝参加中

小学教奸姜格考武,■定中小学教押姿格」

二、港漢台居民申清参カロ申小学教奸斉格考・it、・IA定 中小学教

肝贅格的有捜通件力港漢台居民居住鷺、港淡居民未往内地通行

江、エキ有数熾台湾居民来住大詩通行延。

二、港漢合居民可申清繊ノヒ困、小学、初申、高申、申等翠止学

校教層資格和申等緊立学校共耳指尋教押資格。

四、港漢各居量申清教難資格需:特李《中準人員‐共中国漱岬

法.》 規定的学″要求。

二、港漢台居民申清ム定教師資滞需縄史‐詢元犯罪退,尋江明

由番港特ガJ行政区、灘日特Jll行政区和合簿地区有美部11汗具。

如有需要,各省級教育行政部11妥 力港澳合居民申情元れ畢泥彙

覆明提供画件等便利。

大、落漢合着民申溝載押資暮,腹遮Fll国 家滞ヤ丸学工作委員

会叙布詢相皮普通減本千等級棒准。

七、港湊台居民持港洩台居民:居車逓可在内地(大騰)居住所

在地申清参か中/1h学教輝輩幣考武申汰定中小学教卵資滞i港淡

居民持港漢居民未往内地通行置、台湾居民持二年有数期台湾居

民来往大騰通行江可在肉地(大 購)申 清書か中小学撃・lF:資格考

-2- 1



武,本考式所在地慎定中/1h学教輝斉格.

八、中構中/1h学教頻資格的其他条件、程庁和提交材料々肉

地(大隣)申 清人権同。在内地(大 勝)就漢押落十立的港澳台居

.民執行就漢省分相位押落生政策。

九、《教育部か/Ak斤 申共中央台湾工作亦/Ak室 秘幸局国各院

港漢事弁井/Ak室 秘ギ行政司夫子港浪人士和台湾同胞在内地(大

隣)高枝申清教押資格江有共同趣的通婦》(教 獅斤〔2012〕 5号 )

規定的有炊江件寺本文不一致的,参照本文執行。

清各省(区 、市)和新騒生声建没兵団相美部11汰典微好政策

解澤お落共工作,力 完善教輝姿格准入、魂保教瀬贅格制度半穂.有

序実施提供有力的制度保障。

中共 室秘ギ局

国券院 ♯行政司

疑

講

-3-

pず 鶴



(此件主載/Ak升
)

輩内麦豊:警翼輔叢峰i継洋耳
摯孝

輝姿滞体定楷尋中心。

教育部亦/At斤 2019年 1月 8口 印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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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 

 

遵义市教师资格认定机构 
 

 

一、遵义市辖区（仁怀市除外）高中（中职、中职实习指导）教师资格认定机构 

遵义市教育局 28222836 

高中、中职、中职实习指导教师资格认定，网上申报的现场确认点是户籍所

在地、居住地（须持有当地居住证且在有效期内）或就读学校所在地（仅限应届毕业

生和在读研究生）的县（市、区）教育局。 

 

遵义师范学院、遵义医学院应届毕业生申请高中、中职、中职实习指导教师

资格，网上申请的现场确认点分别是遵义师范学院、遵义医学院。 

 

网上申报网址：中国教师资格网网址 http://www.jszg.edu.cn 

网上通知公示：遵义教育网—网上办事—办事指南--“2019年教师资格认定工

作”（网址：http://jyj.zunyi.gov.cn/wsbs/bszn/201903/t20190314_3358214.html） 

 

 

二、仁怀市高中（中职、中职实习指导）、初中、小学、幼儿园教师资格认定机

构 

仁怀市教育局  22228744 

网上申报网址：中国教师资格网网址 http://www.jszg.edu.cn 

 

 

三、遵义市初中、小学、幼儿园教师资格认定机构 

网上申报网址：中国教师资格网网址 http://www.jszg.edu.cn 

 

红花岗区教育局 28228189  播州区教育局 27220669 

        桐梓县教育局  26635751   绥阳县教育局 26224899 

        正安县教育局  26426172   道真县教育局 25821490 

        湄潭县教育局  24229221  24257176  

        凤冈县教育局   25228091   务川县教育局 25627765    

        余庆县教育局   24703899  24623683 

        习水县教育局   22520213  赤水市教育局 22821487 

汇川区教育局  28980521 28250849（政务大厅） 

新蒲新区管委会教育科技局 289153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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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五 

2019 年遵义市高中（中职、中职实习指导）教

师资格认定工作明确的几个问题 
 

根据《教师法》、《教师资格条例》、《教师资格条例实施办法》、《贵州省教

师条例》、《贵州省面向社会推行教师资格制度实施细则（试行）》、省教育厅关于

印发《贵州省中小学教师资格考试与定期注册制度改革试点工作实施方案（试行）》

的通知（黔教师发〔2013〕401 号）、《教育部教师资格认定指导中心关于做好 2019

年教师资格制度实施工作的通知》（教资字〔2019〕1 号），对面向社会开展教师资

格认定工作做以下几项界定： 

一、全日制普通高校应届毕业生申请认定高中（中职、中职实习指导）教师资格。 

1、遵义师范学院、遵义医学院 2019 年应届毕业生，由申请人提供《个人承诺书》、

《中小学教师资格考试合格证明》。 

2、遵义师范学院、遵义医学院 2019 年应届毕业生，申请高中（中职、中职实习

指导）教师资格，由遵义市教育局完成认定工作。 

3、其他普通高校应届非师范教育类专业本科及其以上学历毕业生申请认定教师

资格，按照《贵州省面向社会推行教师资格制度实施细则》（试行）的有关规定执行。 

二、社会人员认定高中（中职、中职实习指导）教师资格。 

1、2013 年（含 2013 年）改革试点工作启动前已入学的全日制普通学校师范类专

业毕业生，申报高中（中职、中职实习指导）教师资格。 

①申报学科与所学专业相同者，按黔教师发〔2013〕401 号文件中“改革试点工

作启动前已入学的全日制普通学校师范类专业毕业生，可按原办法认定教师资格；试

点工作启动后，即 2014 年（含 2014 年）后入学的师范类专业毕业生，申请上述教师

资格须参加国家教师资格考试”的规定执行。 

②申报学科与所学专业不同者，须提供《中小学教师资格考试合格证明》。 

2、非师范教育类专业毕业生（不论应届、往届），申报高中（中职、中职实习指

导）教师资格，均须提供《中小学教师资格考试合格证明》。 

三、师范教育类专业的界定 

1、修学中学教育学、中学教育心理学且成绩合格；2、有教育实习记载且成绩合

格；3、修学申报学科教材教法课程且成绩合格。上述三项缺一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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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六 

 
遵义市教育局 2019 年春季面向社会认定高中
（中职、中职实习指导）教师资格流程 

 

一、网上申报（2019年 4月 10日－4月 30日） 

1.申报人员进入“中国教师资格网”，按户籍所在地、居住地（须持有当地居住证

且在有效期内）或就读学校所在地（仅限应届毕业生和在读研究生）选择高中（中职、

中职实习指导）教师资格--贵州省--遵义市--遵义市教育局--XX学科。并选择现场确认

点“XX县（市、区）教育局”，如实完成网上申报工作。 

网上申报网址：中国教师资格网http://www.jszg.edu.cn 

2.遵义师范学院、遵义医学院2019年应届毕业生申报高中（中职、中职实习指导）

教师资格，分别进入“遵义师范学院”、“遵义医学院”现场确认点，如实完成网上申报。 

3.根据《关于印发＜省直接管理县（市）体制改革试点县（市）事权目录＞的通知》

（黔直改〔2014〕1号）文件，户籍所在地、居住地（须持有当地居住证且在有效期内）

或就读学校所在地（仅限应届毕业生和在读研究生）为仁怀市的申报人员，高中（中

职、中职实习指导）教师资格由仁怀市教育局认定。 

4.高中（中职、中职实习指导）教师资格申报人员在进行网上申报前，请认真阅读

《高中（中职、中职实习指导）教师资格网上申报示意图》，确保申报信息真实无误。 

二、现场确认及体检 

遵义师范学院、遵义医学院应届毕业生：2019年 5月 5日－5月 25日 

县（区、市）教育局现场确认点：2019年 5月 5日－5月 17日（10个工作日） 

※各县(市、区)教育局为遵义市教育局高中（中职、中职实习指导）教师资格认

定现场确认点。 

※遵义师范学院、遵义医学院2019年应届毕业生的现场确认工作，分别由遵义师

范学院教务处、遵义医学院教务处完成。 

※户籍所在地、居住地（须持有当地居住证且在有效期内）或就读学校所在地

（仅限应届毕业生和在读研究生）为仁怀市的申报人员，申报、确认、认定由仁怀市教

育局完成。 

㈠根据《教育部教师资格认定指导中心关于做好 2019 年教师资格制度实施工作

的通知》（教资字〔2019〕1 号）逐步减少提交纸质材料的工作要求，面向社会认定

高中（中职、中职实习指导）教师资格，申请人到工作单位所在地(或户籍所在地)的

县（市、区）教育局完成现场确认时，按以下顺序提交申报材料的原件和PDF 件（遵义

师范学院、遵义医学院应届毕业生仍验原件收复印件）： 

1.《教师资格认定申请表》原件一式两份；  

2. 学历证书 PDF 件（验证原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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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中小学教师资格考试合格证明》PDF 件；  

4. 普通话水平测试等级证书 PDF 件件（验证原件）；  

5. 身份证 PDF 件（验证原件）；  

6.《个人承诺书》PDF 件； 

7.《贵州省教师资格认定体检表》PDF 件（验证原件）； 

8.近期二寸免冠半身正面照片两张； 

9.申请认定中等职业学校实习指导教师资格的人员还需提供专业技术资格证书

或工人技术等级证书 PDF 件（验证原件）； 

10.户籍 PDF 件（验证原件）和工作单位证明 PDF 件。 

11.港澳台居民申请人需要提供港澳台居民居住证、港澳居民来往内地通行证、

五年有效期台湾居民来往大陆通知证、香港（澳门、台湾）地区相关部门开具的无犯

罪记录证明（验证原件收 PDF 件）。 

㈡申请人到各县（市、区)教育局指定医院体检。 

㈢收费：教师资格认定不收费，体检费由当地县级以上医院按有关收费标准规定

收取。 

二、审查阶段 

遵义师范学院、遵义医学院应届毕业生：2019年 5月 26日－6月 15日 

市教育局审查：2019年 5月 22日－5月 28日（5个工作日） 

各县(市、区)教育局现场确认点收集完成申报人申请材料后，于 2019 年 5 月 21

日前上报遵义市教育局对申请人提供的材料进行审查并公示。 

公示地点：遵义教育网—网上办事—办事指南--“2019年教师资格认定工作”。 

网址：http://jyj.zunyi.gov.cn/wsbs/bszn/201903/t20190314_3358214.html 

三、公示及认定阶段 

遵义师范学院、遵义医学院应届毕业生：2019年 6月 15日－6月 20日 

面向社会人员：2019年 5月 29日--6月 4日（5个工作日） 

1.告知申请人是否获得认定(拟认定人员名单在遵义教育网—网上办事—办事指

南--“2019年教师资格认定工作”进行公示 。 

网址：http://jyj.zunyi.gov.cn/wsbs/bszn/201903/t20190314_3358214.html 

2.面向社会认定教师资格，获得认定者由遵义市教育局通过市政务中心邮政窗口

分别通过特快专递寄到各县(区、市)教育局，2019年 6月 10日后申请人到各县(市、区)

教育局领取（联系方式见附件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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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七 

高中（中职、中职实习指导）教师资格网上申

报示意图 

 
（由于教师资格网报系统升级，最终以升级后的新版流程为准） 

 

一、进入中国教师资格网 www.jszg.edu.cn 
 

 
 
 
 

二、全国统考、未参加全国统考申请人网报入口 

 
 
 

申请人按照本人实际情况，分别进入注册入口 

 

 



 6

 
 

三、注册过程 

  1.认真阅读申请人必读 

 

 
 

2.认真阅读确认服务条款，明确申报人的责任和义务 

 

3.选择资格种类（高中、中职、中职实习指导）-贵州省-遵义

市-遵义市教育局-任教学科 

 

 

选择任教学科：必须选择一个具体的学科，不能选择“某一类”学科。中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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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职实习申报人员一定要打开“某一类”学科的下拉箭头，选择其中的某一个具体学

科。 

如果申报人在选择任教学科时出现只选“XX 类”而不选择其中的具体学科，视

为申报信息不实，取消认定资格。 

例一：高中申报学科“英语”，应准确选择“英语”不能选择“外语”。 

例二：中职文化课专业课“导游服务”，应选择“旅游服务类”—“导游服务”。 

例三：中职实习指导教师“舞蹈表演”，应选择“文化艺术类”—“ 舞蹈表演”。 

 
（高中）   （中职文化课专业课）   （中职实习指导教师） 

                        
 

4.正确选择现场确认点。按户籍或工作单位所在地选择相应的

县（区、市）教育局，如：红花岗区教育局、汇川区教育局、播州

区教育局等。掌握相应教育局的联系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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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认真阅读申报注意事项，及时与相应教育局取得联系，掌握

具体的上报材料时间和体检时间。 

 

 
 
 

6.准确填写申报人信息（姓名、身份证号） 

 
 

7.填写个人申报信息（申报人如实准确填写各选项的准确申报

信息）。 

如果填写的个人申报信息与提供的相关复印件不符，一律视为申报信息不实，取

消认定资格。 

例一：毕业学校：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应录入“中央广播电视大学”或选择“中

央广播电视大学”，录入为“贵州省中央广播电视大学”“中央广播电视大学遵义分校”

等均视为申报信息不实。 

例二：所学专业：“汉语言文学”，应选择“文学”-“中国语言文学”-“汉语言

文学”。 

选择为“学科教学”、“学科教学（语文）”、“汉语言文字学”等均视为申报信息

不实。 

“英语”，应选择“文学”-“外国语言文学”-“英语”。选择为“学科教学”、“学

科教学（英语）”、“外国文学类”等均视为申报信息不实。 

例三：所学专业“数学与应用数学”，应选择“理学”-“数学类”-“数学与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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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数学”。 

 

 
 

8.核实申报信息与相关材料的准确性，提交，完成网上申报工

作。 

 

9.下载打印教师资格申报表、思想品德鉴定表。 

10.申报人主动联系现场确认点教育局，确定上报材料、体检等

相关事事宜。 

 
四、错误信息修改 

申报人如果发现申报信息有错误，可从登录入口进入，通过修

改相关信息，完成申报信息网上修改并提交。 

 

 
特别说明：申报人发现申报信息错误，只需要通过登录入口

进入完成修改并提交。不需要重新申报第二条信息。 



 

 1  

遵义市 2019 年度春季高中（中职、中职实习

指导）教师资格认定公告 

 

为做好我市 2019 年春季高中（中职、中职实习指导）

中小学教师资格认定工作，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教师法》、

《教师资格条例》、《贵州省教师条例》、《贵州省面向社会

推行教师资格制度实施细则（试行）》、《关于做好 2019 年教

师资格制度实施工作的通知》（教资字〔2019〕1 号）、《省教

育厅办公室关于做好 2019 年春季中小学教师资格认定工作

的通知》（黔教办师函〔2019〕92 号）等有关规定及国家和

省关于减证便民、优化服务的相关精神，现将遵义市 2019

年春季高中（中职、中职实习指导）教师资格认定工作有关

事项公告如下： 

一、对象范围 

未达到国家法定退休年龄，户籍所在地、居住地（须持

有当地居住证且在有效期内）或就读学校所在地（仅限应届

毕业生和在读研究生）在遵义市的中国公民，可在遵义市申

请认定高级中学、中等职业学校和中等职业学校实习指导教

师资格。 

根据《教育部办公厅中共中央台湾工作办公室秘书局 

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秘书行政司关于港澳台居民在内地

（大陆）申请中小学教师资格有关问题的通知》（教师厅

〔2019〕1 号）规定，在我市居住、工作和学习的港澳台居

民，需持有港澳台居民居住证、港澳居民来往内地通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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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年有效期台湾居民来往大陆通行证等有效证件及无犯罪记

录证明，可在遵义市申请认定高级中学、中等职业学校和中

等职业学校实习指导教师资格。申请认定教师资格的学历及

其他条件、程序要求与内地（大陆）申请人相同。 

二、认定条件 

㈠申请认定高级中学、中等职业学校教师资格，应当具

备《教师法》规定的相应学历。 

㈡参加中小学教师资格考试合格并取得考试合格证明

（在规定有效期内）。 

黔教师发〔2013〕401 号文件规定“改革试点工作启动

前已入学的全日制普通学校师范类专业毕业生，可按原办法

认定教师资格；试点工作启动后，即 2014 年（含 2014 年）

后入学的师范类专业毕业生，申请上述教师资格须参加国家

教师资格考试”。 

㈢应当达到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颁发的《普通话水

平测试等级标准》二级乙等及以上标准。 

㈣能适应教育教学工作的需要，具有良好的身体素质。 

㈤遵守宪法和法律，具有良好的思想品德和职业道德，

能履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教师法》规定的义务。 

三、认定机构 

遵义市教育局负责认定高级中学、中等职业学校、中等

职业学校实习指导教师资格。 

高级中学教师资格、中等职业学校教师资格及中职实习指

导教师资格的报名点和现场确认点均设在各县（市、区）教育

局(含新蒲新区管委会教育科技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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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关于印发＜省直接管理县（市）体制改革试点县（市）

事权目录＞的通知》（黔直改〔2014〕1 号）文件，户籍所在

地或工作单位所在地为仁怀市的申报人员，高级中学教师资

格、中等职业学校教师资格及中职实习指导教师资格由仁怀市

教育局认定。 

四、宣传、准备阶段（2019年 3月 25日－4月 9日） 

㈠利用各种途径加强教师资格春季认定的宣传，使申请人

能够充分了解教师资格认定工作的条件、政策和工作流程。  

㈡申报教师资格人员完成学历、普通话、教师资格国家级

考试证书等材料准备工作，其中2013年以前（含2013年）入

学的全日制普通学校师范类专业毕业生，申报本专业提供教

育学、教育心理学、教材教法、教育实习成绩。 

五、网上报名（2019年 4月 10日－4月 30日  

㈠申报人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教师法》、《教师资格条

例》、《＜教师资格条例＞实施办法》、《贵州省面向社会推行

教师资格制度实施细则》（试行）、《教育部教师资格认定指导

中心关于做好 2019 年教师资格制度实施工作的通知》（教资

字〔2019〕1号）、《教育部办公厅中共中央台湾工作办公室秘

书局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秘书行政司关于港澳台居民在内

地（大陆）申请中小学教师资格有关问题的通知》（教师厅

〔2019〕1 号）、《省教育厅办公室关于做好 2019 年春季中小

学教师资格认定工作的通知》（黔教办师函〔2019〕92号）的

要求按时进行网上申报。 

1.申报人按户籍所在地、居住地（须持有当地居住证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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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有效期内）或就读学校所在地（仅限应届毕业生和在读研

究生）、在我市居住、工作和学习的港澳台居民按居住地、工

作地及学校所在地以及所申报的教师资格种类，选择相应的教

育局现场确认点，按照网上规定的申报程序和步骤，如实完成

教师资格网上申报工作，并下载打印教师资格认定申报表和承

诺书（网址：http://www.jszg.edu.cn，）。 

2.已取得国家教师资格统一考试合格证书的申请人（国

考），进入中国教师资格网--教师资格网报--“全国统考合格

申请人注册”入口。 

3.未取得国家教师资格统一考试合格证书的申请人（非国

考）（申报学科与所学专业相同者，按黔教师发〔2013〕401

号文件中“改革试点工作启动前已入学的全日制普通学校师

范类专业毕业生，可按原办法认定教师资格）进入中国教师

资格网--教师资格网报--“未参加全国统考申请人注册”入口。 

㈡各县（市、区）教育局指导申报人员开展网上申报工作。 

㈢同一申请人一年内只能申请认定一种教师资格。 

㈣高中（中职、中职实习指导）教师资格申报人员在进行

网上申报前，请认真阅读附件七《高中（中职、中职实习指

导）教师资格网上申报示意图》，确保申报信息真实无误。 

六、现场确认、受理申请者提交申请材料及体检阶段 

㈠遵义师范学院、遵义医学院应届毕业生 2019 年 5 月 5

日—5月 25日。 

㈡县（市、区）教育局现场确认点2019年 5月 5日—5月

17日（10个工作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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㈢各县（市、区）教育局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教师法》、

《教师资格条例》、《＜教师资格条例＞实施办法》和《贵州省

面向社会推行教师资格制度实施细则》（试行）、《教育部办公

厅中共中央台湾工作办公室秘书局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秘

书行政司关于港澳台居民在内地（大陆）申请中小学教师资格

有关问题的通知》（教师厅〔2019〕1 号）、《省教育厅办公室

关于做好 2019 年春季中小学教师资格认定工作的通知》（黔

教办师函〔2019〕92号）规定的要求，完成现场确认工作。 

㈣各县（市、区）教育局按照“谁审查、谁签字、谁负责”

的原则，认真审查确认申请人的学历证书、身份证明及相关材

料。 

㈤根据《教育部教师资格认定指导中心关于做好 2019 年

教师资格制度实施工作的通知》（教资字〔2019〕1 号）逐步

减少提交纸质材料的工作要求，2019 年春季面向社会认定高

中（中职、中职实习指导）教师资格，试点申请人到县（市、

区）教育局完成现场确认时，申报材料验证原件和收取 PDF

件（遵义师范学院、遵义医学院应届毕业生仍验证原件收复印

件），材料提交顺序按附件六。 

㈥思想品德鉴定工作。申请认定教师资格人员从网报系统

下载《承诺书》并签名。 

㈦申请人员的体检由各县（市、区）教育局统一组织，为

方便申报人，应做到提交材料后及时体检。 

体检严格执行《贵州省申请认定教师资格体检标准及办

法》（试行）（黔教人发〔2004〕10 号）、《关于进一步规范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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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和就业体检项目维护乙肝表面抗原携带者入学和就业权

利的通知》(人社部发〔2010〕12 号)、《关于切实做好维护

乙肝表面抗原携带者入学和就业权利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

(人社厅发〔2010〕22 号) 的有关规定。 

㈧各县（市、区）教育局务必于2019年 5月 21日前将申

报高级中学教师资格、中等职业学校教师资格及中职实习教师

资格的相关材料统一报送遵义市教育局人事教育科。 

七、公示及认定阶段 

㈠申报高中（中职、中职实习指导）教师资格，市教育局

资格复查时间为2019年 5月 22日-5月 28日（5个工作日），

复查结束后在“遵义教育网”—“网上办事”—办事指南--

“2019年教师资格认定工作”文件夹中发布 “2019年春季高

中、中职、中职实习指导教师拟认定人员名单。（网址：

http://jyj.zunyi.gov.cn/wsbs/bszn/201903/t20190314_33

58214.html）。 

㈡高中（中职、中职实习指导）教师资格认定时间 2019

年 5月 29日－6月 4日（5个工作日） 

㈢根据《教师资格条例》实施办法、《省教育厅关于印

发<贵州省中小学教师资格考试与定期注册制度改革试点工

作实施方案（试行）>的通知》(黔教师发〔2013〕401 号)

中“改革试点工作启动前已入学的全日制普通学校师范类专

业毕业生，可按原办法认定教师资格；试点工作启动后，即

2014 年（含 2014 年）后入学的师范类专业毕业生，申请上

述教师资格须参加国家教师资格考试”的规定，2013 年(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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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 年)以前入学的全日制普通师范学校师范类专业毕业生

申请认定教师资格的学科类别与所学专业相同的，按原办法

认定教师资格 (师范教育类专业的界定见附件五)。 

㈣其他普通高校应届非师范教育类专业本科及其以上学

历毕业生申请认定教师资格，按照《贵州省面向社会推行教师

资格制度实施细则》（试行）的有关规定执行。 

㈤面向社会认定高中（中职、中职实习指导）教师资格，

获得认定者由遵义市教育局通过市政务中心邮政窗口分别

通过特快专递寄到各县(市、区)教育局，2019 年 6 月 10 日

后申请人到各县(区、市)教育局领取（联系方式见附件四）。 

㈥2019 年春季高中（中职、中职实习指导）教师资格认

定工作有关通知、公示等均在遵义教育网—网上办事—办事指

南--“2019 年教师资格认定工作”文件夹中发布（网址：

http://jyj.zunyi.gov.cn/wsbs/bszn/201903/t20190314_33

58214.html） 

联系单位：市教育局人事教育科。 

联系电话：28222836、28252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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