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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封市教师资格管理办公室

汴教资办〔2020〕4 号

开封市 2020 年下半年中小学教师资格
认定公告

为保证 2020 年我市教师资格认定工作依法有序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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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教育部关于印发〈中小学教师资

格考试暂行办法〉〈中小学教师定期注册暂行办法〉的通知》

等有关规定，结合教育部、省教育厅工作安排和我市实际情

况，现将开封市 2020 年下半年中小学教师资格认定工作有

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认定对象

（一）未达到国家法定退休年龄，户籍所在地、居住地

（须持有效期内当地居住证）、就读学校所在地（仅限在读

研究生）在开封市的中国公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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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驻汴部队现役军人和现役武警。

（三）港澳台居民持港澳台居民居住证可在内地（大陆）

居住所在地申请参加中小学教师资格考试和认定中小学教

师资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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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请

参加中小学教师资格考试，在考试所在地认定中小学教师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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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思想品德条件：自觉遵守宪法和法律，热爱教育

事业，能够履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教师法》规定的义务，遵

守教师职业道德。

（二）学历条件：应当具备《中华人民共和国教师法》

规定的相应学历，具体如下：申请幼儿园教师资格的，应当

具备幼儿师范学校毕业及以上学历；申请小学教师资格的，

应当具备中等师范学校毕业及其以上学历；申请初级中学教

师资格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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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请高级中学和中等职业学校（文化课、

专业课）教师资格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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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请中等职业学校实习指导教

师资格的，应当具备中等职业学校毕业及其以上学历，并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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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相当助理工程师及以上专业技术职务或者中级及以上工

人技术等级。

（三）参加中小学教师资格考试并取得《中小学教师资

格考试合格证明》且在规定有效期内。根据《教育部考试中

心关于将 2020 年上半年中小学教师资格考试推迟至下半年

一并组织实施的相关问题说明》规定，2020 年 6 月 30 日和

2020 年 12 月 31 日到期的《中小学教师资格考试合格证明》，

有效期延长 1 年。合格证明查询网站页面会及时更新有效期

限。

2015 年（含）之前入学的全日制普通院校师范生和全日

制教育硕士，可按《河南省教育厅关于印发<河南省中小学

教师资格考试和定期注册制度改革实施方案（试行）>的通

知》（教人〔2015〕501 号）规定执行，申请认定与所学专

业相对应的教师资格。

（四）普通话条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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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体检条件：符合《河南省教师资格申请人员体格

检查标准》（可从河南省教师资格网（jszg.haedu.gov.cn）

查询）。

依据《教师资格条例》，弄虚作假、骗取教师资格的，

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教育行政部门撤销其教师资格，自撤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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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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到剥夺政治权利

或者故意犯罪受到有期徒刑以上刑事处罚的，不能申请认定

教师资格。

三、认定机构

幼儿园、小学和初级中学教师资格，由申请人的户籍所

在地、居住地、就读学校所在地或部队驻地的县（区）教育

体育局认定；高级中学、中等职业学校、中等职业学校实习

指导教师资格，由申请人的户籍所在地、居住地、就读学校

所在地或部队驻地的市教育体育局认定。

全市各级认定机构咨询电话表详见附件 1.

四、认定流程和时间

根据上级要求，我市下半年中小学教师资格认定工作安

排如下：

（一）网报时间：全省统一网报时间为 2020 年 9 月 25

日-10 月 15 日 17:00（国庆假期期间中国教师资格网报名系

统关闭）

符合条件的申请人可在报名期限内登录中国教师资格

网（www.jszg.edu.cn）报名。申请人在网站首页“教师资

格认定申请人网报入口”，按照系统提示进行身份注册，在

网页上填报并提交申请信息。申请人需在网上申报界面下载

打印“个人承诺书”，由本人签名后扫描或拍照，按程序要



- 5 -

求上传。申请人签名后上传的《个人承诺书》，可在成功报

名后，在预览《教师资格认定申请表》时查看整体效果。如

预览时发现《个人承诺书》位置不正确、签名不清晰，请重

新上传。

（二）体 检 时 间 ： 10 月 12 日 -10 月 16 日 （ 早

7:30-10:30）

网上报名成功后，申请人需自行下载打印《河南省教师

资格申请人员体检表》，此表可从河南省教师资格网

（jszg.haedu.gov.cn）下载，一式两份并粘贴与网报同底

版照片。申请高级中学、中等职业学校（含实习指导）教师

资格者，携身份证到开封市健康体检保健中心医院进行体

检；申请初中、小学、幼儿园教师资格者，须到县区教育体

育局指定医院进行体检。

全市各级认定机构指定体检医院信息表详见附件 2。

（三）现 场 确 认 时 间 ： 10 月 23 日 （ 9 ：

00-11:40,13:00-16:30）

1、申请高级中学、中等职业学校、中等职业学校实习

指导教师资格人员，本人须到开封市市民之家八楼 B 区（西

边）第四会议室提交材料。

2、申请幼儿园、小学、初级中学教师资格人员，本人

须到户籍所在地、居住地（须持有当地有效期内居住证）或

就读学校所在地的县（区）教育体育局指定地点提交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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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市各级认定机构现场确认时间、现场确认地点信息表

详见附件 1.

（四）公布认定结论及发放教师资格证书时间：11 月上

旬。

经认定具备教师资格的人员，于 11 月 5 日以后到所认

定机构领取证书和申请表。本人领取的，需提供身份证原件、

毕业证书原件；代领的，代领人需出示本人身份证原件、证

书持有人毕业证书原件或扫描件及身份证原件或扫描件和

委托书（委托书手写打印均可）。

全市各级认定机构领取证书地点信息表详见附件 1.

五、现场确认准备材料

（一）有效期内的二代身份证原件。

（二）户籍材料或居住证等原件：

1．在户籍所在地申请的，需提供申请人《居民户口簿》

原件；

2．在居住地申请的，需提供有效期内的居住证原件；

3．在就读学校所在地申请的在读研究生，需提供注册

信息完整的学生证原件；

4．驻汴部队现役军人和现役武警应提供所属部队或单

位组织人事部门出具的人事关系证明，证明应明示申请人服

役所在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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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在我市居住的港澳台居民应提供居住地为我市的港

澳台居民居住证；在我市参加中小学教师资格考试成绩合格

的港澳台居民，应提供港澳台居住证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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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学历证书原件（学历信息经中国教师资格网比对

验证通过的可不提交原件）。港澳台学历还应同时提交教育

部留学服务中心出具的《港澳台学历学位认证书》，国外学

历还应同时提交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出具的《国外学历学位

认证书》。

特别提示：在审核材料过程中，对于中国教师资格网无

法直接比对验证的高等教育学历，申请人需提交《中国高等

教育学历认证报告》（在学信网（www.chsi.com.cn）在线

申请），否则将视为不合格学历不予受理。建议申请人提前

在学信网验证学历，无法验证的及时申请认证报告，以免影

响认定。幼师、中师等中职学历须提交中等职业教育学历认

证报告（河南省内中职毕业生可在河南政务服务网

（www.hnzwfw.gov.cn）在线申请）。

（四）普通话水平测试等级证书原件（中国教师资格网

验证通过的可不提交）。

（五）中小学教师资格考试合格证明（在中小学教师资

格考试网（ntce.neea.edu.cn）上自行打印，中国教师资格

网验证通过的可不提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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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年及以前入学的全日制普通院校师范类毕业生，如

毕业证书中无明确标注“师范”字样，需提供由毕业院校验

印的个人在校期间全部所学课程成绩单（有必修科目教育

学、教育心理学的考试和教育实习合格成绩），并另提供以

下材料之一证明：

1. 毕业学校上级教育主管部门下达的当年入学时的专

业招生计划文件复印件，标明本专业为全日制师范类专业

（加盖毕业学校相关部门公章）。

2. 带有申请人姓名和专业的当年全日制师范生录取审

批名册复印件（需有师范专业标注，加盖毕业学校相关部门

公章）。

（六）认定机构指定医院出具的《河南省教师资格申请

人员体检表》原件（有效期在一年以内）。

《河南省教师资格申请人员体检表》可从河南省教师资

格网（jszg.haedu.gov.cn）下载。

（七）近期免冠正面一寸彩色白底证件照片 1 张（照片

应与网上申报时上传照片同底版，照片背面写明姓名、身份

证号、手机号，紧着一个方向写便于粘贴，用以办理教师资

格证书）。

（八）申请中等职业学校实习指导教师资格的，还需提

供相当助理工程师及以上专业技术职务的职称证书原件或

中级及以上工人技术等级的资格证书原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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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港澳台居民需提交由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

行政区和台湾地区有关部门开具的无犯罪记录证明。如有需

要，申请人可提前通过本市认定机构向河南省教师资格认定

注册服务中心申请开具相关函件。

以上要求材料均为原件。申请人在网上申报时，中国教

师资格网对学历、考试合格证明、普通话水平测试等级证书

验证通过的，现场确认时则无需再提交原件。申请人提交的

材料不全或不符合要求的，应于受理期限终止前补齐。

六、其他注意事项

（一）全市各级教师资格认定机构要根据我市工作部署，

结合疫情防控形势和要求，采取有效措施，统筹做好教师资

格认定工作；各申请人要按照认定机构要求，配合做好疫情

防控和教师资格认定工作。

（二）根据国家有关规定，同一申请人在同一年内只能

申请一种教师资格。

（三）申请人要按全市各级认定机构规定时间、地点和

要求进行网上申报、参加体检、现场确认和领取证书。申请

人可在现场确认前登录网上报名系统，对信息进行修改。因

错过申报时间、选错认定机构或现场确认点、申报信息有误

或提交材料不全等原因未在规定时间内完成申报工作的，认

定机构将无法受理，责任由申请人本人承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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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申请人应在个人承诺书中做出真实无误的承诺，

如承诺与事实不符，均属于弄虚作假、骗取教师资格行为。

申请人应如实提交相关材料，故意弄虚作假，骗取教师资格

的，将依据国家相关法律法规进行处罚。

（五）其他未尽事宜可电话咨询。

附件：1.全市各级认定机构咨询电话、现场确认时间、

现场确认地址及领取证书地址信息表

2.全市各级认定机构指定体检医院信息表

3.体检及现场确认注意事项

2020 年 9 月 2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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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全市各级认定机构咨询电话、现场确认时间地址及领取证书地址信息表

认定机构名称 认定资格种类 咨询电话 现场确认时间 现场确认地址 证书领取地址

开封市教体局 高中、中职、中职实习指导 0371-23836068
10 月 23 日

（9：00-11:40,13:00-16:30）

市民之家八楼 B区（西边）第四会议室

（郑开大道与三大街交叉口）

开封市黄河大街北段 27 号院北楼

421 房间

兰考县教体局 初中、小学及幼儿园 0371-22551004
10 月 23 日

（9：00-11:40,13:00-16:30）
兰考县兴兰大道行政服务中心 兰考县兴兰大道行政服务中心

尉氏县教体局 初中、小学及幼儿园 0371-27961769
10 月 22 日-23 日

（9：00-11:40,13:00-16:30）
尉氏县行政服务中心教体局窗口

尉氏县行政服务中心

二楼教体局窗口（12 号）

杞县教体局 初中、小学及幼儿园 0371-28666616
10 月 23 日

（9：00-11:40,13:00-16:30）

杞县经四路行政服务中心三楼

教体局窗口

杞县经四路行政服务

中心一楼出证窗口

通许县教体局 初中、小学及幼儿园 0371-24973061
10 月 23 日

（9：00-11:40,13:00-16:30）

通许县裕丰路西段政务服务中心

教育窗口

通许县裕丰路西段政务服务中心

教育窗口

祥符区教体局 初中、小学及幼儿园 0371-22700928
10 月 23 日

(9:00-11:40,14:30-17:30)

祥符区教育体育局

(临街楼四楼 430 房间)

祥符区教育体育局

(临街楼四楼 430 房间)

龙亭区教体局 初中、小学及幼儿园 0371-25697606
10 月 23 日

（9：00-11:30,14:30-17:30）

龙亭区西门大街小学 283 号

四楼人事股

龙亭区西门大街小学 283 号

四楼人事股

禹王台区

教体局
初中、小学及幼儿园 0371-23386977-804

10 月 23 日

（9：00-11:40,14:30-17:30）
禹王台区金梁里街 66 号院 禹王台区金梁里街 66 号院北楼

开封新区

教体局
初中、小学及幼儿园 0371-23321909

10 月 23 日

（9：00-11:40,13:00-16:30）
市民之家三楼东侧 60、61 号窗口

新区教体局八大街与安顺路交叉口

海汇中心八楼 8001 房间

顺河区教体局 初中、小学及幼儿园 0371-23388777
10 月 23 日

（9：00-11:30,14:30-17:30）
顺河回族区大黄家胡同 5 号 顺河回族区大黄家胡同 5号

鼓楼区教体局 初中、小学及幼儿园 0378－23237660
10 月 23 日

（9：00-11:30,14:30-17:30）
鼓楼区青龙背街 34 号 鼓楼区青龙背街 34 号

注：请认定通过者于 11 月 5 日以后到各级认定机构凭有效证件领取证书及申请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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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全市各级认定机构指定体检医院信息一览表

认定机构 体检医院 体检地址 体检时间

开封市教体局 开封市健康体检保健中心 开封市中医院南院（北土街 59 号） 10 月 12-16 日，早 7:30-10:30

兰考县教体局 兰考县中心医院 兰考县陵园路 6 号 10 月 12-16 日，早 7:30-12：00

尉氏县教体局 :尉氏县职工社保医院 尉氏县福甬路与人民路交叉口向南 100 米路西 10 月 16-17 日，早 7:30-10:00

杞县教体局 杞县中心医院 杞县东环路 867 号 10 月 12-16 日，早 7:30-10:00

通许县教体局 通许县人民医院 通许县康力路南段 10 月 12-16 日，早 8:00--10:00

祥符区教体局 祥符区第一人民医院 祥符区纬三路东段 10 月 12-16 日，早 7:30-10:30

龙亭区教体局 开封市健康体检保健中心 开封市中医院南院（北土街 59 号） 10 月 12-16 日，早 7:30-10:30

禹王台区教体局 开封市健康体检保健中心 开封市中医院南院（北土街 59 号） 10 月 12-16 日，早 7:30-10:30

开封新区教体局 开封市第二中医院 新区万胜路中段 10 月 12-16 日，早 7:30-10:30

顺河区教体局 开封市健康体检保健中心 开封市中医院南院（北土街 59 号） 10 月 12-16 日，早 7:30-10:30

鼓楼区教体局 开封市健康体检保健中心 开封市中医院南院（北土街 59 号） 10 月 12-16 日，早 7:30-10: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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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2020 年下半年中小学教师资格
体检及现场确认注意事项

一、体检相关要求

（一）体检对象

9 月 25 日-10 月 15 日通过中国教师资格网网上申报并

符合在开封认定条件的中小学教师资格的申请人。

（二）时间和地点

请申请人严格按照附件 2规定的体检时间和医院进行体

检。

（三）体检流程

填表---缴费---领化验单---体检---体检结束---体检

表交登记处

（四）体检要求

1、携带身份证、体检表（需登录河南省教师资格网下

载正反打印）两份（贴一寸照片）；

2、所有申请人须全程正确佩戴口罩，到达体检中心后，

按照医院要求保持社交距离排队，保证基本防控。入医院前

手机扫描支付宝或微信健康码，显示为绿色后测量温度及手

消毒方能入内。

3、体检当天空腹（禁食禁水）；

4、体检者需将申报类别填在体检表左上角（如高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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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中、小学、幼儿园等类别），并填清楚联系方式，以手机

号码为主；

5、体检费用自理，每人体检费 100 元（现金），交费

后到登记处办理体检登记手续，不要漏检项目；

6、体检结束后将体检表交体检登记处。

二、现场确认相关要求

（一）确认对象

申请中小学教师资格且符合认定条件的申请人。

（二）时间和地点

请申请人严格按照附件 1规定的现场确认时间和现场确

认地点进行现场确认。

（三）提交材料

申请人在网上申报时，认定系统对学历、考试合格证明、

普通话水平测试等级证书验证通过的，现场确认时则无需再

提交原件。

申请人需提交材料详见公告中“五、现场确认准备材

料”。

（四）确认要求

1、所有申请人须全程正确佩戴口罩，按照开封市市民

之家进场要求出具健康码，做好疫情防控工作。

2、现场确认时，认定机构根据申请人网报人数，实行

分时错峰进行现场确认，请申请人遵从工作人员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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