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关于做好 2022 年江西省中小学教师资格 
认定工作的通知 

 

各设区市、省直管县(市)教育局，赣江新区社会发展局，各高

等学校： 

为做好 2022 年江西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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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资格条

例〉实施办法》《教育部教师资格认定指导中心关于做好 2022

年教师资格制度实施工作的通知》以及《江西省中小学教师资

格考试及认定制度改革实施方案》等文件精神，现就有关事项

通知如下： 

一、认定时间 

（一）上半年认定时间：4 月 11日—7月 25日。 

（二）下半年认定时间：9 月 26日—12 月 15日。 

2022 年中小学教师资格认定网上报名、现场确认、体检和

认定时间由各级教师资格认定机构（以下简称“认定机构”）

根据当地实际情况，在规定时间段内合理安排。网报时间不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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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 10 个工作日，现场确认时间不少于 5 个工作日，网报结束

时间不得设置在周末和节假日。 

二、认定机构 

（一）幼儿园、小学和初级中学教师资格，由申请人户籍

所在地、居住地（必须持有江西省有效期内居住证，下同）或

者就读学校所在地的县（市、区）教育行政部门（或行政审批

部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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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申请人户籍所在地、居住地或者就读学校所在

地的设区市教育行政部门（或行政审批部门）认定。 

（二）在江西省学习、工作和居住的港澳台居民，持港澳

台居民居住证，可在居住地申请认定教师资格；持港澳居民来

往内地通行证、持五年有效期台湾居民来往大陆通行证，可在

中小学教师资格考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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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现役军人和现役武警在部队驻地申请认定中小学教

师资格。 

三、认定条件 

（一）认定对象 

未达到国家法定退休年龄的中国公民，且符合以下条件之

一的，可在江西省申请认定中小学教师资格： 

1.江西省户籍的社会人员（含在职、待业人员）。 



— 3 —— 

2.持有江西省有效期内居住证的外省市户籍人员。 

3.江西省普通高校全日制本、专科应届毕业生以及在江西

省就读的全日制研究生（其中，专升本学生和在读研究生按已

经取得的学历参加认定）。 

4.持有港澳台居民居住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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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证等有效证件，在江西省学

习、工作和居住的港澳台居民。 

5.驻赣部队的现役军人或现役武警。 

（二）思想品德条件 

申请人应当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遵守宪法和法律，热

爱教育事业，履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教师法》规定的义务，有

良好的政治素质和道德品质，遵守教师职业道德。 

（三）学历条件 

申请认定各类教师资格（教师资格分类见《教师资格条

例》第四条）应当具备《中华人民共和国教师法》所规定的学

历条件。 

1.申请认定幼儿园教师资格，应当具备幼儿师范学校毕业

或者其他大学专科毕业及其以上学历。 

2.申请认定小学教师资格，应当具备中等师范学校毕业或

者其他大学专科毕业及其以上学历。 

3.申请认定初级中学教师资格，应当具备高等师范专科学

校毕业或者其他大学专科毕业及其以上学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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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申请认定高级中学和中等专业学校、技工学校、职业高

级中学文化课、专业课教师资格，应当具备高等师范院校本科

毕业或者其他大学本科毕业及其以上学历。 

5.申请认定中等专业学校、技工学校、职业高级中学实习

指导教师资格，应当具备中等职业学校毕业或者其他大学专科

毕业及其以上学历，同时还应具备助理工程师及其以上专业技

术职称或者中级及其以上工人技术等级。 

以上所指的学历应是教育部认可的国民教育系列学历。持

港澳台学历和国（境）外学历应提供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出具

的国（境）外学历学位认证书。 

（四）教育教学能力条件 

1.申请人应参加中小学教师资格考试，并且考试合格；或

者纳入改革范围内的教育类研究生和师范生，取得《师范生教

师职业能力证书》且在有效期内。申请认定教师资格的学段和

学科应与标注的学段和学科一致。 

2.申请人应取得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颁发的《普通话

水平测试等级证书》，普通话水平达到二级乙等及以上标准

（其中，申请认定语文、对外汉语和小学全科教师资格的普通

话水平应达到二级甲等及以上标准）。 

3.申请人应当具有良好的身体素质和心理素质。申请人应

无传染性疾病、精神病史，能适应教育教学工作的需要，经相

应认定机构指定的县级及以上医院体检合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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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暂不受理同一申请人在同一年度内申请两种及以上

教师资格。 

（六）下列人员申请认定教师资格，依法不予认定： 

1.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教师法》第十四条规定丧失教师

资格的人员。 

2.依据《教师资格条例》第十九条规定被撤销教师资格，

自撤销之日起未逾 5 年的人员。 

四、认定流程 

（一）网上报名 

1.申请人在本人认定机构规定时间内登录“中国教师资格

网”（https://www.jszg.edu.cn），从“教师资格认定申请人

网报入口”实名注册进行网上申报（具体受理申报时间和现场

确认时间以认定机构公告时间为准）。 

2.申请人网上报名时，应认真阅读注意事项和《个人承诺

书》，严格遵守诚信承诺，确保信息真实准确。 

3.申请人网上报名时，上传近期彩色白底一寸正面免冠电

子证件照（与现场确认提交的照片为同一底版）。 

4.申请人网上报名时，请点击个人承诺书图片，通过手机

浏览器、微信、支付宝或其他扫码工具扫描页面中弹出的二维

码，并在手机端手写签名。提交签名后，点击网页端的“已提

交”按钮，查看签名合成后的效果。如需修改，可点击合成后

的图片，重新获取二维码。申请人承诺如与事实不符，弄虚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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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骗取教师资格的将依据国家有关规定进行处罚。 

（二）现场确认 

各认定机构在安排现场确认时，要合理安排现场确认时间

和地点，及时发布现场确认环节疫情防控要求，提前制订防疫

应急预案，可采取延时、错时、预约、网上办理等审核方式。 

1.申请人应及时查阅相应认定机构发布的注意事项，在规

定时间内携带材料到规定地点进行现场确认审核。对于网上无

法比对的户籍（居住证）材料、未通过比对核验的学历证书等

材料，申请人须提供相应的补充材料；“赣服通”电子证照信

息可作为补充材料进行比对核验。根据教育部相关规定，普通

话 水 平 测 试 成 绩 可 以 通 过 “ 国 家 政 务 服 务 平 台 ” 

(http://gjzwfw.www.gov.cn)查询，查询结果与证书具有同等

效力。 

2.申请人国外学历应提交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出具的《国

外学历学位认证书》，港澳台学历应提交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

出具的《港澳台学历学位认证书》。 

3.申请人应提交近期彩色白底一寸正面免冠证件照片 2 张

（与网上报名上传照片同底版，教师资格证书和体检表使

用）。 

4.中等职业学校实习指导教师资格申请人，除提供以上材

料外，还需提供相当助理工程师及以上专业技术职务或者中级

以上工人技术等级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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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申请人现场确认时不能提交材料的，认定机构必须一次

性告知缺少的材料，限期补齐。申请人可以提交承诺书, 在承

诺时限内补齐应交材料后，认定机构给予认定。 

（三）体检 

各认定机构在现场确认时应告知申请人体检时间和体检医

院，根据《江西省教师资格申请人员体检办法（修订）》组织

申请人统一体检。体检合格方可认定。 

（四）认定和证书发放 

各认定机构完成现场审核工作后，据实做出认定结论，为

符合认定条件的申请人打印《教师资格认定申请表》（一式两

份）和《教师资格证书》。其中，《教师资格认定申请表》一份

（另一份由认定机构归档保存）和《教师资格证书》由认定机

构通知申请人领取或邮寄送达。 

上半年认定人员教师资格证书发放时间：6 月 30 日前将应

届毕业生证书发放到位；7 月 25 日前将全部认定人员证书发放

完成。下半年认定人员教师资格证书发放时间：12 月 15 日前

将全部认定人员证书发放完成。 

五、违规处理 

（一）工作人员违规违纪处理 

对于教师资格认定工作人员违规、跨属地认定教师资格

的，按照《教师资格条例》第二十二条规定：“在教师资格认

定工作中玩忽职守、徇私舞弊，对教师资格认定工作造成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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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由教育行政部门依法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

究刑事责任”。 

（二）申请人违规违纪处理 

申请人弄虚作假、骗取教师资格的，按照《教师资格条

例》第十九条规定：“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教育行政部门撤销

其教师资格。被撤销教师资格的，自撤销之日起 5 年内不得重

新申请认定教师资格，其教师资格证书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教

育行政部门收缴”。 

六、工作要求 

教师资格认定工作涉及面广、影响大、政策性强，各认定

机构和高等学校要高度重视，提高认识，合理规划认定时间，

制订工作方案。各设区市教育行政部门要统筹指导辖区内认定

机构开展中小学教师资格认定工作。 

（一）加强宣传，提升服务能力 

各级教育行政部门、教师资格认定机构和高等学校要宣传

和监督，广泛利用官方网站、新闻媒体和平台，深入宣传教师

资格认定的法律法规，公布教师资格认定工作的相关事项。 

1.各认定机构公布的认定时间，应充分考虑中小学教师资

格考试面试成绩公布时间和免试认定改革的高等学校颁发证书

时间，合理安排认定工作的报名、现场确认、体检、审核和数

据管理等工作。 

2.各认定机构要深化“放管服”改革，在教师资格管理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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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系统对接各地政务服务平台的基础上，创新工作手段和方式

方法，结合疫情防控常态化管理需要，推进“一网通办”和

“全程网办”建设，为申请人办理教师资格业务提供更加便利

的服务。  

3.各认定机构要强化服务意识，提升服务能力，对群众来

电来访做好接待工作，公布咨询电话、网址和邮箱，安排专人

接听，给予解答，为群众提供优质便捷的服务。认定机构如因

机构调整、人员变动，应做好工作交接，并及时报告省教师资

格认定指导小组办公室。 

4.各高等学校要协助各认定机构做好应届毕业生申请认定

教师资格工作，为材料预审和现场确认工作提供支持。 

5.参与免试认定改革的高等学校要尽早开展教育教学能力

考核，应在 5 月 20 日前完成《师范生教师职业能力证书》获

得者信息报送工作，确保免试认定改革工作顺利推进。 

（二）依法行政，严把教师资格入口关 

各认定机构要依法行政，严把认定关，严格认定程序，周

密组织安排。严禁与中介机构发生经济利益关系，不得将现场

确认点设在社会中介机构。 

1.各认定机构要严肃教师资格丧失和撤销工作，强化主体

工作责任，规范教师资格丧失和撤销工作流程，按季度报送工

作信息，确保工作依法依规开展。要加强教师资格管理信息系

统限制库管理，及时录入相关人员信息，在系统内准确、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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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传列明行政处罚原因的行政决定材料，核验姓名、证件号

码、限制类型等关键信息，确保录入限制库人员信息准确。对

录入信息不准确不完整的将驳回机构重新录入和更正，对一年

内出现两次及以上录入限制库信息错误的教师资格管理机构，

将予以通报警示，并责令限期整改。 

2.各认定机构要提高政治站位，严格落实教师资格准入违

法犯罪信息查询制度。在认定教师资格前，主动与公安部门对

接，对申请人进行违法犯罪信息核查。根据教育部要求，港澳

台居民的无犯罪记录证明由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

和台湾地区有关部门开具。各认定机构应向省教育厅提交港澳

居民申请信息，由省教育厅向香港特别行政区或澳门特别行政

区相关部门提供协助核查犯罪记录情况函件，加盖单位公章

后，交由申请人向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申请核查有无犯

罪记录情况。 

3.各认定机构要为残障人员参加申请认定教师资格提供便

利，及时向省教师资格认定指导小组办公室报备，经同意后做

好试点工作。 

（三）强化责任，落实安全保密职责 

1.各认定机构要严格按照防疫常态化要求，科学防疫，精

准施策，做好防控措施。要及时将疫情防控要求通过官方网

站、公众号等平台进行公布，提前告知申请人注意事项，切实

做好认定期间的防疫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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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各认定机构要加强安全管理，强化网络安全和数据安全

防范意识，规范教师资格数据使用管理，不得向公众透露机构

登录信息系统网址、系统操作手册等内容，不得随意向第三方

透露和使用教师资格数据，要加强用户个人信息保护，防止信

息泄露，落实安全责任制，确保信息安全。 

3.各认定机构要加强信息系统使用管理，落实系统使用人

员备案管理要求和安全主体责任，确保数据和信息系统使用安

全。各认定机构要准确填报统一社会信用代码、工作人员姓

名、联系方式等信息，加强信息系统使用管理。 

 

附件：1.江西省中小学教师资格认定机构联系方式 

2.江西省教师资格申请人员体检表 

 

 

 

 

                             江西省教育厅  

                            2022 年 4 月 7日 

（此文件依申请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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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序号 认定机构名称 部门名称 办公电话 认定工作公告网址 电子邮箱 

1 南昌市教育局 工委组织部（人事科） 0791-83986493 http://edu.nc.gov.cn/ ncjszg2021@163.com 

2 南昌市南昌县教育体育局 人事股 0791-85714049 http://www.ncxedu.cn/ rsk20010@126.com 

3 南昌市进贤县教育体育局 组织人事股 0791-85672785 http://jxx.nc.gov.cn 409463178@qq.com 

4 南昌市安义县教育体育局 行政审批服务股 0791-83412211 http://anyi.nc.gov.cn/ 512596767@qq.com 

5 南昌市东湖区教育体育局 教师发展中心(培训股) 0791-87356763 http://dhq.nc.gov.cn 79433046@qq.com 

6 南昌市西湖区教育体育局 组织人事股 0791-86597473 http://www.ncxh.gov.cn xihuzzrsk@126.com 

7 南昌市青云谱区教育体育局 人事口 0791-88461821 http://qyp.nc.gov.cn/qypqrmzf/gsgg/list.shtml qypjyrek@163.com 

8 南昌市青山湖区教育体育局 组织人事股 0791-88102097 
http://ncqsh.nc.gov.cn/ncqsh/qshbsfw/qshj

ytyj_bsfwlist.shtml 
837369262@qq.com 

9 南昌市新建区教育体育局 组织人事股 0791-83758482 http://xjq.nc.gov.cn/ 284105465@qq.com 

10 南昌市红谷滩区教育体育局 人事组 0791-83950056 http://hgt.nc.gov.cn 76620213@qq.com 

11 
南昌市南昌经济技术开发区教育文化

体育事业发展中心 
组织人事股 0791-83892589 http://ncjk.nc.gov.cn 2823516344@qq.com 

12 
南昌市南昌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教育

事业发展中心 
综合股 0791-88161057 http://nchdz.nc.gov.cn/ 271664404@qq.com 

13 南昌市湾里管理局教育体育办公室 综合股 0791-83762333 http://wl.nc.gov.cn/  wlqjktj@163.com 

14 景德镇市教育体育局 人事科 0798-8576263 http://edu.jdz.gov.cn/ 276682482@qq.com 

15 景德镇市珠山区教育体育局 行政办 0798-8666609 珠山教体(微信公众号) 530657475@qq.com 

16 景德镇市昌江区教育体育局 人事股 0798-8337023 昌江教体(微信公众号) 1025563981@qq.com 

17 景德镇市乐平市教育体育局 人事股 0798-6786619 乐平教育(微信公众号) 429719076@qq.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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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景德镇市浮梁县教育体育局 人事股 0798-2625196 http://www.fuliang.gov.cn/xjtj/gggs_10404/ 702482899@qq.com 

19 萍乡市教育局 政务服务科 0799-6888137 
1.http://jyj.pingxiang.gov.cn/ 

2.萍乡教育（微信公众号）     
zwfwk6888137@163.com 

20 萍乡市湘东区教育局 人事股 0799-3434220 http://jyj.pingxiang.gov.cn/ 393485595@qq.com 

21 萍乡市安源区教育局 政务服务 0799-6661571 安源教育（微信公众号） 94452719@qq.com 

22 萍乡市莲花县教育局 人事股 0799-7211955 http://jyj.pingxiang.gov.cn/ 272535789@qq.com 

23 萍乡市芦溪县教育局 政务服务 0799-7550732 芦溪教育（微信公众号） 371906362@qq.com 

24 萍乡市上栗县教育局 师资股 0799-3661322 http://www.jxslx.gov.cn/col/col4450/index.html 328218060@qq.com 

25 萍乡经济技术开发区教育体育局 办公室 0799-6788300 http://jyj.pingxiang.gov.cn/ 161846075@qq.com 

26 九江市教育局 政务服务科 0792-8983461 http://jje.jiujiang.gov.cn/ 786221489@qq.com 

27 九江市行政审批局 社会事务审批科 
0792-12345 

0792-8983103 
http://zwfw.jiujiang.gov.cn/ spjshswk@jiujiang.gov.cn 

28 九江市柴桑区教育体育局 人事股 0792-6820657 http://www.chaisang.gov.cn/ 1835154689@qq.com 

29 九江市彭泽县教育体育局 人事股 0792-7199299 http://www.pengze.gov.cn/jyj/xxgk/ pzjyjrsg@163.com 

30 
九江市八里湖新区文化旅游和教育体

育局 
教体科 0792-3906298 http://blhxq.jiujiang.gov.cn/ xqwljtj@163.com 

31 
九江市庐山西海风景名胜区社会发展

局 

庐山西海风景名胜区社

会发展局 
0792-7702458 http://lsxh.jiujiang.gov.cn/ 554249222@qq.com 

32 九江市修水县教育体育局 行政审批股 0792-7761879 http://www.xiushui.gov.cn/xxgk/bmxxgk/jytyj/ 183420910@qq.com 

33 九江市德安县教育体育局  人事股 0792-4332224 http://www.dean.gov.cn/ dajtjrsg@163.com 

34 九江市共青城市行政审批局 行政审批股 0792-4391005 http://www.gongqing.gov.cn/ 316346491@qq.com 

35 九江市湖口县教育体育局 人事股 0792-6566528 http://www.hukou.gov.cn/ 913647088@qq.com 

36 九江市永修县行政审批局 社会事务科 0792-7712681 http://www.yongxiu.gov.cn/ 1624204962@qq.com 

37 九江市瑞昌市教育局 政务服务股 0792-4200663 http://www.ruichang.gov.cn/ 422838272@qq.com 

38 九江市浔阳区教育体育局 人事股 8126650 http://www.xunyang.gov.cn/ 44331402@qq.com 

39 九江市开发区文教体工作处 人事股 0792-8371036 http://jkq.jiujiang.gov.cn/ 786760346@qq.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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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 九江市都昌县教育体育局 政务服务股 0792-5195008 http://www.duchang.gov.cn/ 1006269747@qq.com 

41 九江市武宁县教育体育局 政务服务股 0792-2782016 http://www.wuning.gov.cn/ wnjtjzwg@163.com 

42 九江市濂溪区教育体育局 行政服务股 0792-8566625 http://www.lianxi.gov.cn/ 422816786@QQ.com 

43 九江市庐山市教育体育局 人事股 0792-2662328 http://www.lushan.gov.cn/ 847498757@qq.com 

44 新余市教育局 人事科 0790-6435568 http://jyj.xinyu.gov.cn/ xyjyrsk@126.com 

45 新余市渝水区教育体育局 人事股 0790-6239736 http://jyj.xinyu.gov.cn/ rbg6239736@163.com 

46 新余市分宜县教育文化体育局 人事股 0790-5882207 http://jyj.xinyu.gov.cn/ jtj5880027@163.com 

47 鹰潭市教育局 人事科 0701-6229260 http://jyj.yingtan.gov.cn/ ytjyjrsk@163.com 

48 鹰潭市行政审批局 社会事务审批科 0701-6264006 http://xzfw.yingtan.gov.cn/ 349440386@qq.com 

49 鹰潭市贵溪市行政审批局 综合业务审批股 0701-3795890 
http://www.guixi.gov.cn/col/col6857/index.html?vc_

xxgkarea=Y01000&number=G01000G01003G01004G01002 
1399734494@qq.com 

50 鹰潭市龙虎山文教卫生局 教体中心 0701-6656223 http://lhs.yingtan.gov.cn/ 1318234423@qq.com 

51 鹰潭市余江区教育体育局 人事股 0701-5888620 
http://www.yujiang.gov.cn/col/col4731/index.html?v

c_xxgkarea=Y02022 
yjjtjrsg@163.com 

52 鹰潭市月湖区教育体育局 教育体育发展中心 0701-6221749 http://www.yuehu.gov.cn yhq730323@163.com 

53 赣州市教育局 师资科 0797-8991499 http://edu.ganzhou.gov.cn/ gzsjyjsjkkszx@163.com 

54 赣州市章贡区教育体育局 章贡区教学研究中心 0797-8081079 章贡教体(微信公众号) zgjydzb@126.com 

55 赣州经开区社会事务管理局 综合和教文广体科 0797-8375125 赣州经开区社会事务管理局(微信公众号) gzkfqjy@126.com  

56 赣州市蓉江新区社会事务管理局 文教体科 0797-8165855 赣州蓉江新区教育(微信公众号) gzrjxqjy@126.com 

57 赣州市赣县区行政审批局 审批三股 0797-4432499 http://www.gxxzfw.gov.cn/index.html 952868429@qq.com 

58 赣州市南康区行政审批局 社会事务审批股 0797-6625045 http://www.nkjx.gov.cn/nkqxxgk/nk153/list.shtml nkspswg@163.com 

59 赣州市信丰县教育体育局 人事股 0797-3339466 http://www.jxxf.gov.cn/xfxxxgk/jyxx/xxgk_list.shtml xfxjyjrs@163.com 

60 赣州市大余县教育科技体育局 人事股 0797-8731331 大余教育(微信公众号) dyjwjrsg@163.com 

61 赣州市上犹县行政审批局 社会事务股 0797-7135320 http://www.shangyou.gov.cn/syxxxgk/zfxxgkzn/xxgk_tt.shtml syxzfwzx@126.com 

62 赣州市崇义县教育科技体育局 人事股 0797-3815580 http://www.chongyi.gov.cn/cyxrmzf/c103665/list.shtml cyjyjrmg@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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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 赣州市安远县行政审批局 社会和农业事务审批股 0797-3703009 安远县人民政府信息公开网(微信公众号) ayshnysw@163.com 

64 赣州市龙南市教育科技体育局 行政审批股 0797-3559230 http://www.jxln.gov.cn/lnzf/c104543/list.shtml jtj3559230@163.com 

65 赣州市定南县教育科技体育局 人事股 0797-4289628 http://www.jxdnjy.com jtjrsg4289628@126.com 

66 赣州市全南县教育科技体育局 师训办 0797-2631190 全南教育科技体育(微信公众号) qnjyjpxb@163.com 

67 赣州市宁都县教育科技体育局 人事股 0797-6839003 宁都教育(微信公众号) ndrsg@163.com 

68 赣州市于都县行政审批局 社会事务股 0797-6215253 http://www.yudu.gov.cn/ydxxxgk/b1420/list.shtml ydxzspjshg@163.com 

69 赣州市兴国县教育科技体育局 人事股 0797-5203023 http://www.xingguo.gov.cn/xgzf/c104070/list.shtml xgxjyjrsg@163.com 

70 赣州市会昌县教育科技体育局 人事股 0797-5636541  会昌县教育科技体育局(微信公众号) hcrsg5636541@163.com 

71 赣州市寻乌县教育科技体育局 人事股 0797-2831255 http://www.xunwu.gov.cn/xwxxxgk/xw10837/list.shtml xwjyrs@163.com 

72 赣州市石城县行政审批局 社会事务股 0797-5703559 http://www.shicheng.gov.cn/scxxxgk/sc87927/xxgk_list.shtml scxxzspjshswg@126.com 

73 赣州市瑞金市教体局 人事股 0797-2539316 瑞金教体(微信公众号) rsk2539316@163.com 

74 吉安市教育体育局 人事科 0796-8224865 http://edu.jian.gov.cn/ jasjyjrsk@163.com 

75 吉安市吉州区教育体育局 人事股 0796-8237931 http://www.jzq.gov.cn/ 807298788@qq.com 

76 吉安市青原区教育体育局 人事股 0796-8186075 http://www.qyq.gov.cn/ qyqjyjrsk@163.com 

77 吉安市吉安县教育体育局 人事股 0796-8440352 庐陵教育(微信公众号) 515501548@qq.com 

78 吉安市吉水县教育体育局 人事股 0796-8680574 http://www.jishui.gov.cn/news-show-131209.html jsxjtjrsg@126.com 

79 吉安市峡江县教体局 人事股 0796-7187911 
http://www.xiajiang.gov.cn/xxgk-list-

gggsxlbsaq.html 
jtjrsg911@163.com 

80 吉安市新干县教育体育局 人事股 0796-2600131 http://xgjy.xingan.gov.cn xgjyrs@163.com 

81 吉安市永丰县教育体育局 人事股 0796-7123811 http://www.jxyongfeng.gov.cn/ yfxjyjrsg@163.com 

82 吉安市泰和县教育体育局 人事股 0796-8638746 http://edu.jian.gov.cn/ thjyjrsg@163.com 

83 吉安市万安县教育体育局 人事股 0796-5701290 万安县教育体育局(微信公众号) waxjtjzc@163.com 

84 吉安市遂川县教育体育局 人事股 0796-6326009 遂川县教体局(微信公众号) scxrsg@163.com 

85 吉安市安福县教育体育局 人事股 0796-7624668 http://www.afx.gov.cn/ 1069915595@qq.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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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6 吉安市永新县教育体育局 人事股 0796-7731137 永新县教育体育局(微信公众号) 609415249@qq.com 

87 吉安市井冈山市教育体育局 人事科 0796-7163719 http://www.jgs.gov.cn/ jgsjyjrsk@163.com 

88 宜春市教育体育局 人事师资科 0795-3997945 
1.http://jytyj.yichun.gov.cn/ 

2.宜春教育体育(微信公众号) 
ycjyrsszk@163.com 

89 宜春市行政审批局 审批服务五科 0795-3216763 http://xzspj.yichun.gov.cn/ ycshswc@163.com 

90 宜春市袁州区教育体育局 人事师资股 0795-7028755 http://www.yzq.gov.cn/xxgk-list-jiaoyuxinxi2.html rsg7028755@163.com 

91 宜春市樟树市教育体育局 樟树市教师进修学校 0795-7313129 宜春教育体育(微信公众号) zsjsjxxx@163.com 

92 宜春市丰城市教育体育局 丰城市教师进修学校 0795-6422253 丰城师训（微信公众号） fcjszg@163.com 

93 宜春市靖安县教育体育局 人事股 0795-4658270 http://www.jxjaxzf.gov.cn/xxgk-list-jiaotiju.html jajwr@163.com 

94 宜春市奉新县教育体育局 教师学习与资源中心 0795-4629603 
http://www.fengxin.gov.cn/news-list-

gonggaogongshi.html 
fxjsjy@163.com 

95 宜春市高安市教育体育局 人事股 0795-5294519 宜春教育体育(微信公众号) jxgarsg@126.com  

96 宜春市上高县教育体育局 人事股 0795-2509530 宜春教育体育(微信公众号) sgrsg662@163.com 

97 宜春市宜丰县教育体育局 人事股 0795-2756061 宜丰教育体育(微信公众号) rsg66@163.com 

98 宜春市铜鼓县教育体育局 人事股 0795-8710527 宜春教育体育(微信公众号) rsg8710527@126.com 

99 宜春市万载县行政审批局 社会事务股 0795-8816146 宜春教育体育(微信公众号) 964476580@qq.com 

100 抚州市教育体育局 人事师资科 0794-8263403 http://jyty.jxfz.gov.cn/ f8263417@163.com 

101 抚州市临川区教育体育局 行政审批股 0794-8447766 http://www.jxlc.gov.cn/col/col5116/index.html LC8447766@163.com 

102 抚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社会事业局 
抚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

区社会事业局 
0794-7069077 http://gxq.jxfz.gov.cn/ ssj8238276@163.com 

103 抚州市东乡区教育体育局 教师交流服务中心 0794-4232108 http://www.jxfzdx.gov.cn dxqxzspj@163.com 

104 抚州市东乡区行政审批局 社会事务股 0794－4332760 http://www.jxfzdx.gov.cn dxqxzspj@163.com 

105 抚州市东临新区公共服务局 教体文旅科 0794-7825301 http://dlxq.jxfz.gov.cn jy7825301@163.com 

106 抚州市宜黄县教育体育局 人事股 0794-7662383 http://www.jxyh.gov.cn/index.html yhjyjrsg@126.com 

107 抚州市广昌县教育体育局 教育股 0794-3611792 http://www.jxgc.gov.cn/ 27270352@qq.com 

108 抚州市南城县教育体育局 人事股 0794-7254936 http://www.jxnc.gov.cn rsg7254936@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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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 抚州市黎川县教育体育局 人事股 0794-7903093 http://www.jxlcx.gov.cn/col/col2475/index.html yzhlqlyz@163.com 

110 抚州市金溪县教育体育局 综教股 0794-5269716 http://www.jinxi.gov.cn/ 1771269660@qq.com 

111 抚州市南丰县教育体育局 人事股 0794-3318103 南丰县教育体育局(微信公众号) nfjyjrsg@163.com 

112 抚州市崇仁县教育体育局 人事股 0794-6323246 
http://www.jxcr.gov.cn/col/col8755/index.html?numb

er=J00004J00002J00004 
crxrsjf@163.com 

113 抚州市乐安县教育体育局 行政审批股 0794-6661126 乐安发布(微信小程序) 441706227@qq.com 

114 抚州市资溪县行政审批局 市场准入股 0794－5790702 http://www.zixi.gov.cn/ zxxzfw@163.com 

115 抚州市资溪县教育科技体育局 人事股 0794-5796610 http://www.zixi.gov.cn/col/col1750/index.html zxjwrsg@126.com 

116 上饶市教育局 人事科 0793-8208749 上饶教育（微信公众号) srjszgz@126.com 

117 上饶市信州区教育体育局 人事股 0793-8221354 信州教育（微信公众号) xzqjyj@163.com 

118 上饶市广丰区教育体育局 教育窗口 0793-2600018 
1.http://www.gfx.gov.cn/ 

2. 广丰教育（微信公众号) 
2960039476@qq.com 

119 上饶市广信区教育体育局 教师交流中心 07938440917 
1.http://www.srx.gov.cn 

2.灵山教育(微信公众号) 
srxjytyj@163.com 

120 上饶市玉山县教育体育局 人事股 0793-2117360 www.ysjyyun.com 404897736@qq.com 

121 上饶市横峰县教育体育局 人事股 0793-5783025 横峰教育(微信公众号) hfrsg@163.com 

122 上饶市弋阳县教育体育局 组织人事股 0793-5900157 弋阳教育(微信公众号） qianer813@163.com 

123 上饶市铅山县教育体育局 人事股 0793-7963812 “铅山教育”微信公众号 rsg334500@163.com 

124 上饶市德兴市教育体育局 人事股 0793-7588887 http://www.dxs.gov.cn/ dxrsk7588887@163.com 

125 上饶市婺源县教育体育局 人事股 0793-7416330 婺源教育(微信公众号） wyxjtjrsg@163.com 

126 上饶市万年县教育体育局 人事股 0793-3889654 万年教育(微信公众号） wnjyjrsg@163.com 

127 上饶市余干县教育体育局 人事股 0793-3396063 http://www.yugan.com.cn/ 979596322@qq.com 

128 上饶市鄱阳县教育体育局 教师教育发展中心 0793-6777362 鄱阳教育体育(微信公众号) pyjtjjlzx@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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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准确反映受检者身体的真实状况，请注意以下事项： 

1.均应到指定医院进行体检，其它医疗单位的检查结果一

律无效。 

2.严禁弄虚作假、冒名顶替；如隐瞒病史影响体检结果

的，后果自负。 

3.体检表上粘贴近期正面一寸免冠彩色白底照片一张。 

4.本表第一页由受检者本人填写（用黑色签字笔或钢

笔），要求字迹清楚，无涂改，病史部分要如实、逐项填齐，

不能遗漏。 

5.体检前一天请注意休息，勿熬夜，不要饮酒，避免剧烈

运动。 

6.体检当天需进行采血、B 超等检查，请在受检前禁食 8-

12 小时。 

7.女性受检者月经期间请勿做妇科及尿液检查，待经期完

毕后再补检；怀孕或可能已受孕者，事先告知医护人员，勿做

X 光检查。 

8.请配合医生认真检查所有项目，勿漏检。若自动放弃某

一检查项目，将会影响对您的教师资格认定。 

9.体检医师可根据实际需要，增加必要的相应检查、检验

项目。 

10.如对体检结果有疑义，请按有关规定办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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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    名  性    别  出生年月  

照 

 

片 

民    族  婚姻状况  籍  贯  

联系电话  通讯地址  

申请资格 

种类 
 身份证号  

请本人如实详细填写下列项目 

（在每一项后的空格中打“√”回答“有”或“无”，如故意隐瞒，责任自负） 

病名 有 无 治愈时间 病 名 有 无 治愈时间 

高血压病    糖尿病    

冠心病    甲亢    

风心病    贫血    

先心病    癫痫    

心肌病    精神病    

支气管扩张    神经官能症    

支气管哮喘    吸毒史    

肺气肿    急慢性肝炎    

消化性溃疡    结核病    

肝硬化    性传播疾病    

胰腺疾病    恶性肿瘤    

急慢性肾炎    手术史    

肾功能不全    严重外伤史    

结缔组织病    其他    

备 注：  

受检者签字： 

                                 

体检日期：           年       月      日     

身高          厘米 体重 公斤         血压 /         mmH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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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 

 

 

科 

病史：曾患过何种疾病（起病时间及目前症状）。 

心脏 
心界                       

杂音 
心率   次/分   律 

肺  腹部  

肝  神经系统  

脾  其他  

建议  医师签字  

外 

 

 

科 

病史：曾做过何种手术或有无外伤史（名称及时间），目前功能如何。 

皮肤  
浅表 

淋巴结 
 

头颅  甲状腺  

乳腺  
脊柱 

四肢关节 
 

肛门 

外生殖器 
 其他  

建议  医师签字  

眼 

 

 

科 

裸眼 

视力 

右 
矫 正 

视 力 

右 

医师签字  
左 左 

色觉  

其他  

建议  医师签字  

耳 

鼻 

喉 

科 

听力 
左耳 

右耳 
耳部 

 

鼻部                   咽部  

喉部  嗅觉  

其他  

建议  医师签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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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 

腔 

科 

唇腭舌  牙齿 
 

是否 

口吃 
 

其他  

建议  医师签字  

妇科检查  医师签字  

心电图  医师签字  

胸部 X光片  医师签字  

腹部 B超 

检查 
 医师签字  

申请幼儿 

教师资格 

加测 

妇科 

滴虫  

医师签字  

念球菌  

注：对于滴虫和念球菌两项妇科检查项目未婚女性采取阴道口取样。 

体检结论 

及建议 

主检医师签字：                                           体检医院签章处 

                                             年     月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