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遂教办函〔2018〕68 号

遂宁市教育局办公室关于开展2018年秋季教师

资格认定 教师资格定期注册工作的通知

各区、县教育（体育）局，国开区、河东新区社会事业局、

市直公民办学校：

根据《教师法》、《教师资格条例》、《〈教师资格条

例〉实施办法》、《四川省教师资格制度实施细则》和四川

省教育厅教师资格认定指导中心 2018 年秋季教师资格认定、

教师资格定期注册工作安排，现就做好我市 2018 年秋季教

师资格认定、教师资格定期注册工作的有关事宜通知如下。

一、教师资格认定工作安排一、教师资格认定工作安排一、教师资格认定工作安排一、教师资格认定工作安排

（一）（一）（一）（一）申请认定教师资格的条件申请认定教师资格的条件申请认定教师资格的条件申请认定教师资格的条件

1.思想品德

申请认定教师资格的人员应当遵守宪法和法律，热爱教

育事业，遵守教师职业道德。

2.学历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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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申请认定幼儿园教师资格，应当具备幼儿师范学校

毕业及其以上学历，非师范专业学历参加中小学教师资格考

试并取得相应学科成绩合格证明的可申请认定。

（2）申请认定小学教师资格，应当具备中等师范学校毕

业及其以上(师范专业毕业)学历。非师范专业学历参加中小

学教师资格考试并取得相应学科成绩合格证明的可申请认

定。

（3）申请认定初级中学教师资格，应当具备高等师范专

科学校或者其他大学专科毕业及其以上学历。

（4）申请认定高级中学教师资格和中等职业学校教师资

格，应当具备高等师范院校本科或者其他大学本科毕业及其

以上学历。

（5）申请认定中等职业学校实习指导教师资格，应当具

备中等职业学校及其以上学历，并应具有相当于助理工程师

及以上专业技术职务或者中级工及以上工人技术等级。对确

有特殊技艺者，经省级教育行政部门批准，其学历要求可放

宽到高中毕业。

3.普通话

（1）申请认定小学教师资格和幼儿园教师资格，其普通

话水平应达到二级甲等及以上标准。

（2）申请认定初级中学、高级中学教师资格和中等职业

学校教师资格（含实习指导教师资格），其普通话水平应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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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到二级乙等及以上标准。

4.教育学、教育心理学成绩

申请认定教师资格需提供相应的教育学、教育心理学合

格成绩或中小学教师资格考试合格证明。

5.身体、心理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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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适应教育教学工作的需要，并在教师资格认定机

构指定的二级乙等及以上医疗机构体检合格。

6.户籍或工作单位要求

申请认定教师资格，应当具备“工作单位在遂宁市辖区

内”或者“户籍在遂宁市辖区内”的条件。“工作单位在遂

宁市辖区内”主要是指非遂宁户籍，其人事档案保存在遂宁

市内相关部门，并与遂宁市辖区内的单位签订了有效劳动合

同、参加社保交费且连续工作满一年及以上，下同；“户籍

在遂宁市辖区内”主要是指在遂宁辖区外无工作单位或工作

时间未满一年的，在遂宁辖区外有工作单位且工作时间超过

一年的，虽然“户籍在遂宁市辖区内”，原则上都应在工作

所在地申请认定。

（（（（二二二二））））教师资格认定机构和报名方式教师资格认定机构和报名方式教师资格认定机构和报名方式教师资格认定机构和报名方式

1.认定机构

遂宁市教育局：负责受理户籍或工作单位在遂宁市辖区

内高级中学、中等职业学校教师资格（含实习指导教师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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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认定申请。

各区县教育局：负责受理户籍或工作单位在本辖区内初级中

学、小学、幼儿园教师资格的认定申请。市直学校教师和户籍或

工作单位在国开区、河东新区辖区内申请者初级中学、小学、幼

儿园教师资格认定申请由船山区教育体育局受理。

2.网上报名时间、流程

（1）本次申请认定教师资格全市网上报名起止时间为：

9 月 25 日至 10 月 31 日。

（2）报名网址：

中国教师资格网（www.jszg.edu.cn）。

（3）网上报名操作步骤

申报者必须在规定的时间内在网上报名，过期无法补

报。网上报名流程：

①进入中国教师资格网（http://www.jszg.edu.cn）,

从“未参加全国统考申请人网报入口”进入（参加中小学教

师资格取得合格证明的人员从“参加全国统考申请人网报入

口”进入），注册，登录，按照网站提示进入教师资格网上

申报系统，根据系统提示准确填写报名信息。

②网上申报的“现场确认点”选择。申请认定初中、小

学、幼儿园教师资格，选择报名者户籍所在地的区县教育局

（若户籍未在遂宁市辖区内但工作在遂宁市辖区内需要申

报的，则选择工作所在地的区县教育局）；申请认定高级中

http://www.jszg.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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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中等职业学校教师资格（含实习指导教师资格）一律选

择“遂宁市教育局”。

③仔细填写相关内容，认真核对所填写信息，确认无误

后提交报名信息。

④请申报者自行打印 “教师资格认定申请表”。（用

A3 纸双面打印）

⑤报名成功人员注意现场确认的时间、地点和有关体检

的安排，准备现场确认需要的相应材料，以上信息均可在网

上申报系统的“注意事项”里查询。

3.现场确认

申报者需按要求按时将材料呈报到指定地点进行现场

确认。现场确认是由各确认点对申报者提供的各项材料进行

现场审查，对材料不齐的要求限期补充材料；对不符合申报

条件的告知不符合条件的原因并退回材料；对符合申报条件

且材料齐备的，予以受理，并将材料呈相应的专家审查委员

会审查认定。

（1）现场确认机构、确认类别、地点时间：

确认确认确认确认

机构机构机构机构

确认确认确认确认

地点地点地点地点
确认类别确认类别确认类别确认类别 确认范围确认范围确认范围确认范围

确认时间确认时间确认时间确认时间

（（（（上班时间内上班时间内上班时间内上班时间内））））

联系联系联系联系

电话电话电话电话

联系联系联系联系

人人人人

遂宁遂宁遂宁遂宁

市教市教市教市教

育局育局育局育局

市教市教市教市教

育局育局育局育局

四楼四楼四楼四楼

组织组织组织组织

人事人事人事人事

高级中学、中

等职业学校教

师资格（含实

习指导教师资

格）

户籍或工作单位在

大英县、安居区大英县、安居区大英县、安居区大英县、安居区、、、、

蓬溪县蓬溪县蓬溪县蓬溪县

11月1日

上午

8：40—11：30

下午

2：30—5：30

0825—

2280942 宋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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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培师培师培师培

科科科科

（（（（404040407777

））））

户籍或工作单位在

船山区、市直园区船山区、市直园区船山区、市直园区船山区、市直园区、射射射射

洪县洪县洪县洪县

11月2日

上午

8：40—11：30

下午

2：30—5：30

船山船山船山船山

区教区教区教区教

体局体局体局体局

人事人事人事人事

股股股股

初级中学、小

学、幼儿园教

师资格

户籍或工作所在地在

船山区、市直园区船山区、市直园区船山区、市直园区船山区、市直园区

11月1日—2日

上午9：00-12:00

下午2：30-5：50

0825—

2222772 肖 琴

安居安居安居安居

区教区教区教区教

育局育局育局育局

人事人事人事人事

股股股股

初级中学、小

学、幼儿园教

师资格

户籍或工作所在地在

安居区安居区安居区安居区

11月1、2日

上午9：00—12:00

下午2：30—5：00

0825—

8663578 古艳春

射洪射洪射洪射洪

县教县教县教县教

体局体局体局体局

政工政工政工政工

人事人事人事人事

股股股股

初级中学、小

学、幼儿园教

师资格

户籍或工作所在地在

射洪县射洪县射洪县射洪县

10月30日—11月2

日

上午8:30——11:50

下午2:30——6:00

0825—

6982974 罗和松

蓬溪蓬溪蓬溪蓬溪

县教县教县教县教

体局体局体局体局

人事人事人事人事

股股股股

初级中学、小

学、幼儿园教

师资格

户籍或工作所在地在

蓬溪县蓬溪县蓬溪县蓬溪县

11月1、2日，

上午8:30——12:00

下午2:30——6:00

0825—

5422604 罗安德

大英大英大英大英

县教县教县教县教

育局育局育局育局

人事人事人事人事

股（股（股（股（4444

楼）楼）楼）楼）

初级中学、小

学、幼儿园教

师资格

户籍或工作所在地在

大英县大英县大英县大英县

11月1、2日

上午9:00—12:00

下午2:30—5:50

0825—

7821796
马元志

（2）申报者现场确认需呈报下列材料：

①《教师资格认定申请表》（个人登录网报系统用A3纸双

面打印）一式二份，需本人手写签名，签名时间为现场确认时间

以前。

②申请人思想品德鉴定表一份（附件3）。在编教师由工作

单位鉴定。其余人员由户籍或工作所在地的街道办、乡（镇）政

府、派出所、人事代理的人才中心（以上单位任选其一）鉴定

③学历证书原件及复印件一式一份；

④中小学教师资格考试合格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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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教育学、教育心理学成绩合格材料及复印件一式一份（自

学考试成绩合格通知单或经档案管理部门加盖公章的师范专业

毕业生的学籍成绩表复印件）；

⑤普通话水平测试等级证书原件及复印件一式一份；

⑥户口簿、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一式一份；

⑦非师范专业毕业；师范专业毕业但所学专业与申报学科

不一致；师范专业毕业未能提供合乎要求的实习鉴定表。以上三

类情况均需进行教育教学基本素质和能力审查测试，并填写《四

川省申请认定教师资格人员教育教学基本素质和能力审查表》（附

件2）一式一份；免教育教学基本素质和能力测试的在编教师需

提供近一年的年度考核表；

⑧近期二寸半身正面免冠彩色照片一张（制作证书），要

求：高4.8cm，宽3.3 cm，背面写上申报学科和姓名；

⑨各确认点指定医院出具的体检合格证明一式一份（时间、

地点及注意事项公布在网上报名系统的“注意事项”里，事先

需要准备照片一张）；

⑩以在遂宁市辖区工作身份申请教师资格认定的还需提供

有效劳动合同、社保缴费凭证、连续工作满一年及以上等相关证

明材料（户籍在遂宁市辖区内的此项不需要准备）。

申报者将以上材料统一按上述顺序用一个材料袋装上，材

料袋封面粘贴《教师资格认定资料袋封面目录》（附件1）。现

场确认时，证件的原件和复印件经现场工作人员审查后，原件当

场退还给本人。

4.12月10日前，由教师资格专家审查委员会对需要参加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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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教学基本素质和能力测试的申请人，通过面试、试讲（具体的

试讲课程和时间、地点提前一周通知应参加测试对象）的方式，

对其教育教学能力进行考察，提出审查意见。

5.市、县(区)教育（体育）局于12月10日前作出认定结

论，并通知申请人（由市教育局认定的将通过遂宁教育网进行公

告）。

6.市教育局 12月 20 日前完成证书制作，12月 21日至 1

月10日发放证书，1月13日前完成本次教师资格认定资料归档。

（（（（三三三三））））注意事项注意事项注意事项注意事项

1.在编教师申报教师资格教育学、心理学问题

凡师范专业（包括中等师范学校）毕业的在编教师，其中师

或大学专科所学师范专业教育学、心理学成绩，可作为申请更高

层次教师资格的教育学、心理学有效成绩，均可申报与更高层次

学历相适应的教师资格。若更高层次学历的专业与现任教学科

（提供2017年年度考核表，结论为合格或优秀）及拟申报教师

资格学科三者一致时，可免教育教学基本素质与能力测试；若三

者不一致，则需进行教育教学基本素质与能力测试测试。

2.网上报名及《教师资格认定申请表》打印注意事项

①网上报名时，填写所学专业名称应和毕业证上的专业一

致，填写申报学科需细化到所选项的最小子学科（双击该学科无

新选项为止）。

②《教师资格认定申请表》的内容应与网上报名内容一致，

要求用一张A3纸双面打印，一式两份，一并将照片打印出来。

3.面试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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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四川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四川省财政厅关于重新

发布全省教育系统考试考务行政事业性收费的通知》（川发改价

格〔2017〕467号）精神，需要参加教育教学基本素质与能力测

试的，每人交面试费200元。

初级中学、小学、幼儿园教师资格教育教学能力测试工作

由各区县教育局负责组织并相应收取面试费。

高级中学、中等职业学校教师资格（含实习指导教师资格）

教育教学能力测试工作由市教育局负责组织。申报者需测试的，

可直接将款汇到市教育局财务室的帐户（收款单位：遂宁市教育

局，开户银行：遂宁市商业银行金龙支行，银行帐号：

5002000300039，“汇款用途”一栏需注明“XXX同志教师资格

面试费”字样）。特殊情况可由确认点代收现金后到市教育局统

一开收费发票。

（（（（四四四四））））工作要求工作要求工作要求工作要求

1.教师资格认定工作政策法规性强，要做好政策宣传工作，

按照《四川省教育厅关于进一步加强教师资格认定工作管理的通

知》（川教函〔2014〕45号）要求，严格认定标准和程序、按

要求操作，结合教师资格认定工作省级培训会议精神，认真做好

教师资格认定工作。

2.各区、县教育局要加强领导，精心策划，周密组织，确

保教师资格认定工作万无一失。要在认定工作准备阶段对操作人

员使用的“usbkey”进行检查，出现问题要及时与省教师资格认

定指导中心联系，不可因进入不了系统影响申请人的申报。同时

要加强对经办人员尤其要特别注重抓好现场确认工作人员的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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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培训。新从事教师资格认定工作的工作人员和系统操作人员，

要认真学习相关政策和操作规定，对于由于工作失误造成严重影

响的，将严肃处理当事人。市教育局将把此项工作纳入对区、县

教育局的年度目标考核。

3.要做好中小学教师资格考试、普通话等级测试的宣传工

作，以便申请者提前作好准备。

4.加强对教师资格认定工作数据、资料的归档和安全管理。

二、教师资格注册工作安排二、教师资格注册工作安排二、教师资格注册工作安排二、教师资格注册工作安排

（一）注册对象（一）注册对象（一）注册对象（一）注册对象

遂宁市行政区域内的公办幼儿园、小学、初级中学、高级

中学、中等职业学校在编在岗教师。

（二）时间安排（二）时间安排（二）时间安排（二）时间安排

1.网报时间：10月11日--10月31日

2.现场确认时间

确认机构确认机构确认机构确认机构
确认确认确认确认

地点地点地点地点
确认类别确认类别确认类别确认类别

确认时间确认时间确认时间确认时间

（（（（上班时间内上班时间内上班时间内上班时间内））））

联系联系联系联系

电话电话电话电话

联系联系联系联系

人人人人

遂宁市教育遂宁市教育遂宁市教育遂宁市教育

局局局局

市教市教市教市教

育局育局育局育局

四楼四楼四楼四楼

组织组织组织组织

人事人事人事人事

师培师培师培师培

科科科科

（（（（404040407777

））））

市直属公办

学校在编在

岗教师

11月6日

上午

8：40—11：30

下午

2：30—5：30 0825—

2280942 宋鸿
11月7日

上午

8：40—11：30

下午

2：30—5：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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船山区教体船山区教体船山区教体船山区教体

局局局局

人事人事人事人事

股股股股

辖区内公办中

小学、幼儿园

在编在岗教师

11月5日—9日

上午9：00-12:00

下午2：30-5：50

0825—

2222772 肖 琴

安居区教育安居区教育安居区教育安居区教育

局局局局

人事人事人事人事

股股股股

辖区内公办中

小学、幼儿园

在编在岗教师

11月5、9日

上午9：00—12:00

下午2：30—5：00

0825—

8663578 古艳春

射洪县教体射洪县教体射洪县教体射洪县教体

局局局局

政工政工政工政工

人事人事人事人事

股股股股

辖区内公办中

小学、幼儿园

在编在岗教师

11月5—12日

上午8:30——11:50

下午2:30——6:00

0825—

6982974 罗和松

蓬溪县教体蓬溪县教体蓬溪县教体蓬溪县教体

局局局局

人事人事人事人事

股股股股

辖区内公办中

小学、幼儿园

在编在岗教师

11月5—9日，

上午8:30——12:00

下午2:30——6:00

0825—

5422604 罗安德

大英县教育大英县教育大英县教育大英县教育

局局局局

人事人事人事人事

股（股（股（股（4444

楼）楼）楼）楼）

辖区内公办中

小学、幼儿园

在编在岗教师

11月5—9日

上午9:00—12:00

下午2:30—5:50

0825—

7821796
马元志

（三）工作要求（三）工作要求（三）工作要求（三）工作要求

1.教师资格定期注册工作是教师资格制度改革的重要措施，

各县区要高度重视，切实落实注册人员及工作设备，保证定期工

作的顺利、圆满完成。

2.各县区要严格按照教育部《中小学教师资格定期注册暂行

办法》（教师【2013】9号、《四川省中小学教师定期注册试点

实施细则（试行）》（川教【2014】60号）和《四川省教育厅

关于我省开展教师资格定期注册试点工作的通知》（川教函

【2015】238号）要求做好注册工作。严格注册标准和程序、严

格注册工作全过程的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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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教师资格认定资料袋封面目录

2.四川省申请认定教师资格人员教育教学基本素

质和能力审查表

3.申请人思想品德鉴定表

遂宁市教育局办公室

2018 年 9 月 1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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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户籍所在区县： _ 联系电话：

教师资格认定资料袋封面目录

姓名： _________________ 性别：________ 单位： __________________

申请认定资格种类：______________ 申请任教学科： _____________

以前已取得何种教师资格种类：______________________

是否需进行教育教学基本素质和能力测试： _______________

序号序号序号序号 材料名称材料名称材料名称材料名称 份数份数份数份数 备注备注备注备注

1 教师资格认定申请表 二份

2 申请人思想品德鉴定表 一份

3 学历证书复印件 一份

4
教育学、教育心理成绩合格材料复印

件
一份

5 普通话水平测试等级证书复印件 一份

6 身份证和户口簿复印件 一份

7

教育教学实习鉴定表复印件或近一年

度考核材料（师范专业毕业生）
一份 不测试者装

教育教学基本素质和能力测试审查表

（非师范专业毕业生）
一份 需测试者装

8 近期二寸半身正面免冠彩色照片 一张
高4.8cm，宽 3.3

cm，背面写名字

和学科

9 体检合格证明材料 一份 需照片一张



附件 2 四川省申请认定教师资格人员四川省申请认定教师资格人员四川省申请认定教师资格人员四川省申请认定教师资格人员
教育教学基本素质和能力审查表教育教学基本素质和能力审查表教育教学基本素质和能力审查表教育教学基本素质和能力审查表

姓 名 曾用名 性 别 民 族

（照片）

近期 2寸

免冠彩照

出生日期 出生地

毕业学校及时间

所学专业
最后学历（学

位）

现从事专业 专业技术职务

通讯地址 邮政编码

身份证号码 E-mail

申请认定何种教师资格 申请任教学科

原取得何种教师资格 认定时间 认定机构 证书编号

试讲内容（课程）

测试项目
专 家 评 分

1 2 3 4 5 6 7

1
实现教学

目的能力

2
掌握课程教

材内容能力

3
教学组织

能 力

4
教学基本

素 养

5
运用现代教育技术和教

具（实验、实践）能力

6 教学效果

专家评分汇总

试讲总平均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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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教学基本素质

和能力测试

总 成 绩

面试成绩 试讲成绩

评议组

专家意见

学科（专业）评议组组长 （签名盖章）

年 月 日

总人数 参加人数 表 决 意 见 备 注

同 意

人 数

不同意

人 数

弃 权

人 数

教师资格专家审查

委员会审查意见

主任委员 （签名盖章）

公 章 年 月 日

总人数 参加人数 表 决 意 见 备 注

同 意

人 数

不同意

人 数

弃 权

人 数

备 注

注：1、此表必须双面打印。

2、需测试者本人只填写此表第一面的前部分（“试讲内容”之前部分）。



附件 3 申请人思想品德鉴定表申请人思想品德鉴定表申请人思想品德鉴定表申请人思想品德鉴定表

编号：

1 申请人姓名： 性别： 工作单位：

2 常住地址： 邮编： 电话：

3 身份证号码： 申请资格种类及学科：

4
工作、政治

思想表现

5
热心社会公益

事业情况

6
遵守社会公德

情况

7
有无行政处分

记录

8 有无犯罪记录

9
其他需要说明

的情况

10
鉴定单位

（全称）

11 鉴定单位地址
电

话

邮

编

（单位）填写人（签名）： 填写日期： 年 月 日

（加盖单位组织人事部门公章）

本表由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监制

说明：1、表中第 1-3 栏由申请人填写；第 4-11 栏由申请人所在工作单位或者所在乡镇（街

道）填写（其中第 8 栏也可以由公安派出所或警署填写）。

2、“编号”由教师资格认定机关填写。

3、填写字迹应该端正、规范。

4、本表必须据实填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