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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保证 2019 年我省教师资格认定、中小学教师资格考试与

中小学教师资格定期注册工作的依法有序实施，现将有关事项公

告如下： 

一、教师资格认定 

（一）申请条件 

申请认定教师资格者（以下简称“申请人”）应当具备以下条

件： 

1．拥护党的基本路线，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自觉遵守

《教师法》等法律法规，遵守教师职业道德，热爱教育事业，热

爱学生，为人师表，且未达到国家法定退休年龄的中国公民。 

2．申请中小学教师资格（包括①幼儿园教师资格；②小学

教师资格；③初级中学教师和初级职业学校文化课、专业课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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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格，统称初级中学教师资格；④高级中学教师资格；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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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

称中等职业学校教师资格；⑥中等职业学校实习指导教师资格，

中等专业学校、技工学校、职业高级中学实习指导教师资格，统

称中等职业学校实习指导教师资格），申请人户籍所在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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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在湖南省行政区域内。申请高等学

校教师资格，申请人应为湖南省行政区域内高等学校拟聘任教师

职务的人员。 

3．按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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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将符合认定条件的港澳台人员纳入了中小学教师资格认定受理

范围，港澳台居民可在居住地、教师资格考试所在地申请认定中

小学教师资格。 

4. 已受聘于我省各级教育行政部门核准举办的特殊教育学

校盲聋哑学生教学辅导工作岗位人员或特殊教育专业毕业人员，

具备中小学教师资格考试合格证，持有《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

证》且核定的残疾种类为视力残疾、听力残疾（含听力合并言语

残疾）、言语残疾之一，可以申请认定相应教师资格。 

5．具备《教师法》规定的相应学历。应届毕业生在教师资

格认定机构作出认定教师资格的结论前应取得毕业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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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非师范教育类专业毕业的申请人应当参加相关考试、测

试，并达到相应要求。 

（1）申请认定高中（中专）及以下教师资格的，应当参加

中小学教师资格考试，获得合格证书，且合格证明在有效期内。 

（2）申请认定高等学校教师资格的，应当符合下列要求： 

①参加湖南省高等学校教师岗前培训，并获得《高等学校教

师岗前培训合格证书》，或参加高等学校“国培计划”示范性项目

培训，获得《高等学校新入职教师国培示范项目培训合格证书》。 

②参加教育教学基本素质和能力测试合格。 

7．普通话水平应当达到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颁布的《普

通话水平测试等级标准》二级乙等及以上标准。其中申请语文教

师资格、小学全科教师资格和对外汉语教学教师资格的普通话应

当达到二级甲等及以上水平，申请普通话教师资格和语音教师资

格的普通话应当达到一级乙等及以上水平。 

8．具有良好的身体素质和心理素质，无传染性疾病，无精

神病史，适应教育教学工作的需要，当年在教师资格认定机构指

定的县级以上医院（其中申请高等学校教师资格的，应为学校所

在地的市州级以上医院）体检合格。 

高等学校拟聘任副教授及以上教师职务或具有博士学位者

申请认定高等学校教师资格，可以免教育教学基本素质和能力测

试、普通话水平测试；获得《高等学校新入职教师国培示范项目

培训合格证书》的申请人可以免教育教学基本素质和能力测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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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申请人须提交的材料 

1．身份证原件（需在有效期内）。 

2．户口簿或居住证（仅限于申请中小学教师资格）；拟聘

任教师职务的相关证明原件和复印件（仅限于申请高等学校教师

资格）；应届毕业生提交所在学校学籍管理部门出具的在籍学习

证明（认定系统验证通过的则无须提交）。 

3．学历证书原件。港澳台学历还应同时提交教育部留学服

务中心出具的《港澳台学历认证书》原件，国外学历还应同时提

交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出具的《国外学历认证书》的原件。国内

高等学校毕业生，不能提供学历证书原件的，须提交《中国高等

教育学历认证报告》（在学信网在线申请）。 

4．普通话水平测试等级证书原件（认定系统无法验证申请

人普通话水平测试等级的，需要现场审查验证取得的《普通话水

平测试等级证书》原件）。 

5．教师资格认定机构指定的县级以上医院（其中申请高等

学校教师资格的，应为学校所在地的市州级以上医院）出具的当

年体格检查合格证明。 

6．《个人承诺书》（申请人在教师资格网报系统界面下载

打印，本人签名拍照后，在填写申报信息时按格式要求上传）。 

7．2015 年 12 月 31 日前入学的全日制师范教育类专业毕业

生只能申请直接认定与所学专业相同或相近任教学科的教师资

格，且须提交就读学校培养师范生的资质证明、毕业生名册、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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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录取名册及相应学历层次的师范教育专业课程和教育实习成

绩复印件。否则，需要参加相应的中小学教师资格考试。 

8．非师范教育类专业毕业人员申请中小学教师资格，须提

交由教育部考试中心统一颁发的相应教师资格种类的《中小学教

师资格考试合格证明》（由申请人网上自行下载打印，认定系统

能验证通过的可不提交）。 

9．申请高等学校教师资格，须提交《高校教师岗前培训合

格证》或者《高等学校新入职教师国培示范项目培训合格证书》

和聘用合同书等证明原件及复印件；非师范教育类专业毕业人员

申请高等学校教师资格，还须提交《湖南省申请认定教师资格面

试、试讲情况登记表》。 

（三）申请认定程序 

1．网上申报 

（1）申请人须在本公告规定的时间内登陆中国教师资格网

（http://app.jszg.edu.cn，以下简称网报系统），从“教师资格认定

申请人网报入口”进行申报。 

（2）申请人网上申报应根据拟申请的教师资格种类确定相

应的教师资格认定机构。其中，申请高等学校教师资格人员的认

定机构为湖南省教育厅；申请初中及以下教师资格的认定机构为

申请人户籍或居住地（应届毕业生为就读学校）所在县市区教育

局，申请高中（中专）教师资格的认定机构为申请人户籍或居住

地（应届毕业生为就读学校）所在市州教育局；申请人户籍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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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或居住地获得了高级中学教师资格、中等职业学校教师资格、

中等职业学校实习指导教师资格认定权限的省直管县，其教育行

政部门可以直接认定以上三类教师资格。 

港澳台居民持港澳台居民居住证可在内地（大陆）居住所在

地向相应教育行政部门申请认定；港澳居民持港澳居民来往内地

通行证、台湾居民持五年有效期台湾居民来往大陆通行证可在内

地（大陆）中小学教师资格考试所在地向相应教育行政部门申请

认定。 

（3）申请人应按照教师资格认定的相应学历要求，确定申

请的教师资格种类。参加中小学教师资格考试合格的申请人确定

任教学科须与报考专业相同，各级各类师范教育类专业毕业生

（包括全日制教育硕士）和高等学校教师资格申请人须按照与所

学专业一致或相近的原则确定任教学科。 

（4）申请人应根据网报系统提示如实完整填报申请信息，

并上传近期免冠一寸 jpg 格式电子照片（规格为 114 像素×156 像

素，大小在 19K 以内，与粘贴在资格证书上的照片同版）。 

（5）高等学校附属医院临床教学人员申请高等学校教师资

格，在网报系统中填写《教师资格认定申请表》的“工作单位”栏

目时，应填写所属高校全称，同时用括号注明附属医院的名称。 

（6）网上申报的时间为： 

春季批次 4 月 15 日－ 4 月 30 日； 

秋季批次 10 月 15 日－10 月 30 日。 



—7— 

2．现场确认 

（1）申请高中（中专）及以下教师资格的现场确认。 

申请人网上申报完成后，应及时查阅相应认定机构网站上发布

的认定公告，按规定时间和地点携带相关材料进行现场审核确认。 

（2）申请高等学校教师资格的现场确认。由各高校负责，

具体安排另行通知。 

3．专家审查 

各教师资格认定机构应当成立教师资格专家审查委员会对

申请人的材料进行认真审查，并作出是否合格的结论。 

4．颁发证书 

各教师资格认定机构应当在规定的时间内为符合认定条件

的申请人颁发教师资格证书。 

各教师资格认定机构对不符合认定条件的申请，应告知申请

人不予认定的原因。其中高等学校教师资格申请不予认定的原因，

由省教育厅告知申请人所在高校，再由所在高校通知申请人。 

证书领取时间请查阅各认定机构网站发布的通知。 

二、中小学教师资格考试 

根据教育部考试中心《关于 2019 年中小学教师资格考试考

务相关事项的通知》（教试中心函〔2018〕231 号）及《教育部

教师工作司关于同意湖南省中小学教师资格考试一年两考的请

示》（教师司函〔2019〕15 号）的要求，从 2019 年起，我省中

小学教师资格考试将实行一年两考，即：从 2019 年上半年考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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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面试开始与教育部同步。 

（一）时间： 

上半年面试报名时间：2019 年 4 月 16－19 日，考试时间：

2019 年 5 月 18－19 日； 

下半年笔试报名时间：2019 年 9 月 3－6 日，考试时间：2019

年 11 月 2 日； 

下半年面试报名时间：2019 月 12 月 10－13 日，考试时间：

2020 年 1 月 4－5 日。 

（二）笔试成绩有效期为 2 年，面试报名时笔试成绩在有效

期内，即可参加当次的面试。 

三、中小学教师资格定期注册 

（一）注册范围 

2019 年我省中小学教师资格定期注册的范围为： 

1．全省经教育行政主管部门核准举办的公办普通中小学、

幼儿园、特殊教育学校、中等职业学校尚未注册的在编在岗教师。 

2．在各级教科研部门、少年宫、电化教育等教育机构中，

专门从事教育教学相关工作，已评聘或待评聘中小学（中等职业

学校）教师系列职称尚未注册的在编在岗人员。 

3．受聘于经教育行政部门核准举办的民办普通中小学、中

等职业学校和幼儿园且聘期为一年以上的在岗教师。 

4．以前注册结论为暂缓注册，现符合湘教发〔2015〕39 号

文件消除暂缓注册的条件已达到首次注册合格条件的人员，可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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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申请注册。 

5．首次注册期满人员 

中小学定期注册范围内的教师，身份转换为港澳台居民后，

如果仍属于注册范围，则继续执行定期注册相关政策。 

（二）注册进度安排 

2019 年我省中小学教师资格定期注册工作分为《教师资格

证书》核查和定期注册两个阶段。 

工作时间为：9 月－12 月，具体安排另行通知。 

四、联系电话 

1．省中小学教师发展中心教师资格管理科：  0731－

82275272，传真：0731－82275273。 

2．省教育考试院：0731－88090255（负责中小学教师资格

考试笔试）。 

3．各市州教育局： 

长沙市： 0731－ 88626508（笔试） 88615735（面试）   

84899720（认定）。 

株洲市：0731－22663700（笔试）22677793（面试）22663772

（认定） 。 

湘潭市：0731－55588810（笔试）53585513（面试、认定）。 

衡阳市：0734－8811394（笔试）8127167、8127190、8811315

（面试）8969015（认定）。 

邵阳：0739－5603958 (笔试) 5603948(面试) 2354337(认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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岳阳市：0730－8805532（笔试）8805616（认定、面试）。 

常德市：0736－7712908（笔试）7721620（面试、认定）。 

益阳市：0737－4224310（笔试）4231504（认定、面试）4232125

（注册）。 

郴州市：0735－2850286（笔试）2883656、2850789（面试、

认定）。 

张家界：0744－8251096（面试、认定）8223425（笔试）。 

娄底市：0738－8314069（笔试）8312701（面试、认定）。 

怀化市：0745－2722461（笔试）2713786（面试、认定）。 

永州市：0746－8211695（笔试）8211005（面试、认定）。 

湘西州：0743－8227300（笔试）8224122（面试、注册、认

定）。 

  

  

湖南省教师资格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2019 年 3 月 29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