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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沧市 2018 年秋季教师资格认定公告

为做好临沧市 2018 年秋季中小学教师资格认定工作，根据

《教师资格条例》、《云南省教师资格认定实施细则》、《教育

部关于开展中小学和幼儿园教师资格考试改革试点的指导意见》、

《教育部关于印发<中小学教师资格考试暂行办法>、<中小学教

师资格定期注册暂行办法>的通知》（教师[2013]9 号）有关规定

及《 云南省关于做好 2018 年中小学教师资格制度实施工作的通

知》《 云南省 2018 年秋季教师资格认定公告》，现将有关认定

条件及申请流程通知如下：

一、申请认定条件

（一）申请对象

1.未达到法定退休年龄的中国公民，符合《教师法》规定的

申请条件。

2.户籍在临沧市的社会人员。

3.持有本市有效期内居住证的市外户籍人员。

4.工作单位在临沧市内，与工作单位签订了正式的劳动合同

且经当地劳动保障部门进行劳动合同见证的外地户籍人员。

5.本市全日制普通高等院校的应届毕业生（含在读本科、专

科、专升本和研究生），可以在毕业前最后一个学期在学校所在

地申请认定教师资格（含户籍未迁至临沧市，但在滇西科技师范

学院就读的全日制普通高校的市外生源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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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应当遵守宪法和法律，热爱教育事业，履行《教师法》

规定的义务，遵守教师职业道德。

（三）应当具备《教师法》及《教育部关于开展中小学和幼

儿园教师资格考试改革试点的指导意见》规定的相应学历。

具体如下：

1．取得幼儿园教师资格，应当具备幼儿师范学校毕业及其

以上学历；

2．取得小学教师资格，应当具备中等师范学校毕业及其以

上学历；

3．取得初级中学教师资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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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得高级中学教师资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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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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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取得中等职业学校实习指导教师资格，应当具备中等职

业学校毕业或以上学历并具备助理工程师及以上专业技术职务

或中级及以上工人技术等级。

（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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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中小学教师资格考试合格或师范教育类毕业生

1.应当通过国家中小学教师资格考试，笔试、面试均合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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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有由教育部考试中心颁发的《中小学教师资格考试合格证明》，

且在有效期内。

2.云南省 2016 年及以前入学的全日制普通院校师范生、全

日制教育硕士仍可以直接申请认定与所学专业相同任教学科的

教师资格，师范教育类毕业生所学专业与申请认定的任教学科不

相同或不相近者，均按照非师范教育类专业人员申请认定教师资

格的政策执行。

云南省 2016 年及以前入学的高等院校全日制学前教育专业

专科、本科和教育硕士的师范教育类毕业生，只能申请直接认定

幼儿园教师资格，但如果申请认定其他种类教师资格，均按照非

师范教育类专业人员申请认定教师资格的政策执行。

云南省 2016 年及以前入学的高等院校全日制小学教育专业

专科、本科和教育硕士的师范教育类毕业生，只能申请直接认定

小学教师资格，但如果申请认定其他种类教师资格，均按照非师

范教育类专业人员申请认定教师资格的政策执行。

（六）应当具有良好的身体素质和心理素质，能适应教育教

学工作的需要。无传染性疾病，无精神病史，在教师资格认定机

构指定的医院体检合格。

二、报名流程

（一）报名时间

高中阶段(高级中学、中等职业学校、中等职业学校实习指

导教师)教师资格网上报名时间：2018 年 9 月 25 日至 10 月 3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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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间的 7：00-24：00（10 月 1 日—7 日除外）。幼儿园、小学和

初级中学教师资格认定请查询户籍所在地或工作单位所在地的

县（区）教育局通知（公告）。

（二）报名网址

1.持有教育部考试中心颁发的 “中小学和幼儿园教师资格

考试合格证明”（或考试通过且已经能查询到 “考试合格证明”

编号）的申请人，请登录“中国教师资格网”（网址为：

http://www.jszg.edu.cn），点击“全国统考合格申请人网报入

口”。注册后根据要求填写申请人相关信息，并于选择的教育局

所规定的网络申报时间内提交信息。

2.全日制师范类毕业生申请直接认定与其所学专业相同任

教学科的申请人，请登录“中国教师资格网”（网址为：

http://www.jszg.edu.cn），点击“未参加全国统考申请人网报

入口”。注册后，根据要求填写申请人相关信息，并于选择的教

育局所规定的网络申报时间内提交信息。

（三）认定机构

1.幼儿园、小学和初级中学教师资格，由申请人户籍所在地

或工作单位所在地的县（区）教育局认定；

2.高级中学教师资格、中等职业学校教师资格和中等职业学

校实习指导教师资格，临沧市教育局认定。

（四）申请教师资格具体流程

详见《附件一：申请教师资格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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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其他注意事项

网上报名为预报名，所有报名信息以申请人在现场确认时提

供的真实证明材料为准，在各认定机构审核后方可完成申请。

三、现场确认

（一）高中阶段(高级中学、中等职业学校、中等职业学校

实习指导教师)教师资格认定申请人确认。

1.户籍或工作单位在临沧市内的，请于 2018 年 10 月 8 日至

11 月 2 日上班期间（每天上午 8:30—12:00，下午 14:30—18:00）

带齐材料到户籍或工作单位所在地教育局确认；

2.工作单位在市直学校的申请人，请于 2018 年 10 月 8 日至

11 月 2 日上班期间（每天上午 8:30—12:00，下午 14:30—18:00）

带齐材料到临沧市教育局人事科（临翔区世纪路 350 号 3025 室）

进行确认；

3.滇西科技师范学院的学生，请到滇西科技师范学院进行确

认。

（二）幼儿园、小学和初级中学教师资格认定请查询户籍所

在地或工作单位所在地的县（区）教育局公告或咨询相关县（区）

认定机构（县（区）认定机构地址、联系方式及网址请查看附件

五）。

申请人确认时，需要提供以下材料：

（一）身份证

包括申请人身份证原件和复印件



6

（二）照片

本人近期免冠正面一寸证件照片一张（与网报上传照片为同

一底版）

（三）《教师资格认定申请表》和《申请人思想品德鉴定表》

1.《教师资格认定申请表》

登录“中国教师资格网”（http://www.jszg.edu.cn），完

成网报后可下载《教师资格认定申请表》，需用 A3 纸正反面打

印，一式两份。

2.《申请人思想品德鉴定表》

登录“中国教师资格网”（http://www.jszg.edu.cn），在

“资料下载”栏目下载《申请人思想品德鉴定表》，需用 A4 纸

打印，如实填写并加盖相应公章，一式两份。

（四）学历证明

1．与申请资格种类相对应的毕业证书原件和复印件一份；

2．应届毕业生申请认定教师资格，需由学校统一提供应届

毕业生名单（学校加盖公章）。

3．军队院校、党校学历，需提供全国高等学校学生信息咨

询与就业指导中心认证处出具的《中国高等教育学历认证报告》

（云南省教育厅大中专毕业生就业服务中心（一楼办证厅），地

址：云南省昆明市五华区学府路 2 号）。

4．有国家计划招生的民办高校和独立学院的毕业证书，需

经“学信网”进行学历验证，提供在“学信网”上打印的本人《教

http://www.jszg.edu.cn
http://www.jszg.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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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部学历证书电子注册备案表》。

5．香港、澳门、台湾地区高等学校毕业证书，需经教育部

留学服务中心认证，提供由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出具的“港澳台

地区学历学位认证书”（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港澳台地区学历学

位认证系统网址：

http://renzheng-gat-search.cscse.edu.cn）。

6．国外高等学校毕业证书，需经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认证，

提供由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出具的“国外学历学位认证书”（教

育部留学服务中心国外学历学位>认证系统网址：

http://renzheng-search.cscse.edu.cn）。

（五）中小学教师资格考试合格证明

从“中国教育考试网”下载、打印《中小学教师资格考试合

格证明》一份（下载地址：

http://ntce.neea.edu.cn/html1/folder/1508/211-1.htm?sid

=660）。

（六）普通话水平测试等级证书

参加由教育行政部门和语言文字工作机构共同组织的普通

话测试并取得《普通话水平测试等级标准》二级乙等以上标准。

普通话测试相关问题请咨询临沧市普通话培训测试站或滇西科

技师范学院普通话培训测试站。临沧市普通话培训测试站地址：

临沧市政府办公楼（临翔区世纪路 350 号）3008 室，联系电话：

http://renzheng-gat-search.cscse.edu.cn
http://renzheng-search.cscse.edu.cn
http://ntce.neea.edu.cn/html1/folder/1508/211-1.htm?sid=660
http://ntce.neea.edu.cn/html1/folder/1508/211-1.htm?sid=6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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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883-2139047；滇西科技师范学院普通话培训测试站地址：

临沧市学府路 2 号笃学楼 428 室，联系电话：0883-8884116。

经过临沧市普通话培训测试站和滇西科技师范学院普通话

培训测试站组织的普通话水平测试获得《等级证书》遗失未超过

两年的（以原发证日期为准），可申请补办。补办根据《云南省

教育厅关于印发云南省补办普通话水平测评等级证书规定的通

知》（云南教语[2013]7 号）的相关要求进行办理。

（七）教师资格认定体检表

申请人持本人一寸照片到认定机构指定医院，自费挂号进行

教师资格体检。

教师资格认定体检表有效期为半年。2018 年 3 月 25 日之前

的体检结果在 2018 年秋季申请认定时无效，申请人需重新体检。

对申请人孕期拍摄 X 光胸片相关事宜，具体处理如下：

1.对于申请人已怀孕的，向医院提供相关已孕证明，可免检

胸片；

2.疑似怀孕的，可以到医院检查，凭检查结果，已怀孕的，

可免检胸片；

3.备孕、哺乳期一律不免检胸片。

（八）居住证

户籍或工作单位在临沧市的申请人不需提供此项材料。户籍

或工作单位均不在临沧市，持有临沧市公安部门制发的《云南省

居住证》的申请人，需提供《居住证》原件及复印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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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师范教育类毕业生学习成绩

2016 年及以前入学的全日制普通院校师范生、全日制教育硕

士仍可以直接申请认定与所学专业相同任教学科的教师资格；全

日制师范教育类毕业的申请人需提供含教育学、教育心理学的完

整成绩单和教育实习鉴定表的原件和复印件。

（十）户籍或劳动合同证明材料

户籍在本市的需要携带户口薄（本人页）原件及复印件；

非本市户籍但在本市工作的需提供与工作单位签订的正式

劳动合同以及当地社会劳动保障部门提供的劳动合同见证名册；

应届毕业生需出具学生证。

（十一）申请认定中等职业学校实习指导教师资格的人员，

还应提交具有相当于助理工程师以上专业技术职务或者中级以

上工人技术等级证书原件及复印件；

（十二）办证照片：与网络申报电子照片相同的一寸免冠、

彩色半身纸质照片一张。

四、认定结果告知时间、方法及领取教师资格证书安排

教师资格认定工作将在受理后 30 个工作日内完成，请根据

各认定机构的有关公告查询认定结果和领取教师资格证书的有

关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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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沧市教育局

2018 年 9 月 11 日

附件一：申请教师资格流程图

附件二：临沧市教师资格认定材料准备须知

附件三：云南省申请教师资格人员体检办法

附件四：师范教育类专业师范生证明

附件五：2018 年秋季教师资格各县（区）公告查询网址、认定机

构地点及联系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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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申请教师资格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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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临沧市教师资格认定材料准备须知

一、基本材料准备说明

（一）身份证

本人申请：查验身份证原件，提交复印件一份（正反面复印

到一张 A4 纸上）

（二）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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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教师资格认定申请表》和《申请人思想品德鉴定表》

1. 《教师资格认定申请表》

申请表下载和打印注意事项：

如下打印格式不合格，需要重新下载 pdf 文档并打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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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面打印到 1 张 A3 纸上

2. 《申请人思想品德鉴定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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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两个表格粘贴到一起，一式两份

（四）学历证书

1. 毕业证书：查验原件，提交复印件一份

2.《中国高等教育学历认证报告》：由全国高等学校学生信息咨

询与就业指导中心认证处出具，查验原件，提交复印件一份

3.《国（境）外学历学位认证书》：由教育部留学生服务中心出

具，查验原件，提交复印件一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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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港澳台地区学历学位认证系统网址：

http://renzheng-gat-search.cscse.edu.cn

教 育 部 留 学 服 务 中 心 国 外 学 历 学 位 认 证 系 统 网 址 ：

http://renzheng-search.cscse.edu.cn

4.《教育部学历证书电子注册备案表》：有国家计划招生的民办

高 校 和 独 立 学 院 的 毕 业 生 ， 需 登 录 教 育 部 学 信 网

（http://www.chsi.cn/）下载、打印。

（五）《中小学教师资格考试合格证明》：登录中国教育考试网

（ http://ntce.neea.edu.cn/html1/folder/1508/211-1.htm?s

id=660）下载、打印

http://renzheng-gat-search.cscse.edu.cn
http://renzheng-search.cscse.edu.cn
http://www.chsi.cn/
http://ntce.neea.edu.cn/html1/folder/1508/211-1.htm?sid=660
http://ntce.neea.edu.cn/html1/folder/1508/211-1.htm?sid=6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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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普通话水平测试等级证书》：查验原件，提交复印件一

份

（七）《教师资格认定体检表》：查验原件，提交复印件一份。

复印件要求：个人信息页、结论页、化验单（体检表的填写

要求：每一小项必须有结论及医生签字，体检结论只允许填写“合

格或不合格”）

（八）居住证：查验原件，提交复印件一份（正反面复印到一张

A4 纸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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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必要时，应认定单位要求，提供其他相关补充材料

二、师范类直接认定人员的补充说明

1．出具在校期间全部成绩单。

2．原师范院校合并到综合大学仍为师范教育类毕业生需由

毕业院校学生处或毕业生就业指导中心出具《附件四：师范教育

类专业师范生证明》并加盖公章，填写联系人、联系电话和日期。

三、申请中等职业学校实习指导教师资格的补充说明

申请人需要提供：相当于助理工程师及以上专业技术职务证

书，或中级以上工人技术等级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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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云南省申请教师资格人员体检办法

一、为了顺利实施教师资格制度,根据《教师资格条例》及

其实施办法,参照高等师范院校、中等师范学校招生工作的有关

规定,结合我省实际情况,特制订本标准及办法。

二、参加体检的人员范围:按照我省实施教师资格制度的有

关规定,申请各类教师资格的人员,除离退休人员外,均需参加体

检。

三、体检标准:体检的结论分合格、不合格两种,凡有下列情

况之一者,均为体检不合格。

1.器质性心脏病（风湿性心脏病、先天性心脏病、心肌病、

频发性期前收缩、心电图不正常)。

2.血压超过 18.66/12KPa(14090 毫米汞柱),低于

11.46/7.4KPa(86/56 毫米汞柱)。单项收缩压超过 21.33KPa(160

毫米汞柱),低于 10.66KPa(80 毫米汞柱)。舒张压超过 12KPa(90

毫米汞柱),低于 6.66KPa(50 毫米汞柱)。

3.结核病未治愈者。

4.支气管扩张病,未治愈者。

5.肝大,质中等硬度以上,肝脾同时触及,肝在肋下 2 厘米以

内,脾在肋下 1 厘米以内,肝功能不正常;肝在肋下超过 2 厘米(肝

生理性下垂除外);单纯脾大超过 1 厘米,肝功能亢进;单纯脾大 3

厘米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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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有各种恶性肿瘤病史者。各种结缔组织疾病(胶原疾病)。

内分泌系统疾病(如糖尿病、尿崩症、肢端肥大症等)。

7.慢性肾炎，未治愈者。

8.e 癫痫病史、精神病史、癔病史、遗尿症、夜游症。

9.肝切除超过一叶;肺不张一叶以上。

10.类风湿脊柱强直;慢性骨髓炎。

11.麻风病患者,未治愈。

12.HIV 病毒感染者。

13.青光眼;视网膜、视神经疾病(陈旧性或稳定性眼底病除

外)。

14.两眼矫正视力之和低于 5.0 者(体检实施中遇此情况,用

标准对数视力表中相应的小数记录法,记录两眼视力之和再折算

成 5 分记录数值)。

15.两耳听力均低于 2 米。

16.两上肢或两下肢不能运用;两下肢不等长超过 5 厘米;脊

柱侧弯超过 4 厘米,肌力二级以下;显著胸廓畸形。

17.严重的口吃、口腔有生理缺陷及耳、鼻、喉疾病之一防

碍教学工作者。

18.面部有较大面积疤、麻、血管瘤或白癜风、黑色素痣等。

19.除以上各项外,其它影响教学工作的疾病。

四、体检机构:由各级教师资格管理机构指定的医院负责体检。

五、体检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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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教师资格申请人员体检工作是一项很重要和复杂的工作,

各级有关部门要备好宣传教育和组织工作。在体检时,要做好协

调、指导、督促检查工作,并负责解决体检中的疑难问题。

2.承担体检任务的医院要安排好一名业务副院长负责,并选

调政治思想好、工作责任心强、作风正派、业务水平高的各科医

师、护士和工作人员组成。人员安排要注意新老搭配,检查队伍

要相对稳定,便于体检工作的顺利进行。

3.体检前应组织全体检查人员认真学习国家的有关规定和

“体检标准及办法”等,对负责体检的人员进行必要的培训,制

定相应的措施和奖惩制度。

4.体检过程中,体检表、检验单应指定专人传递和集中保管,

不准让申请人员自带。进行 X 光胸透时,要指定专人组织,排好顺

序逐个对照检查,以防漏检或作弊。

5.参加体检的各科医生对本科所检的项目负责。不要漏填或

错填。发现阳性体征,一律如实记入体检表内,不得随意涂改。如

确需更正的,应在更改的结果上面横腰划一条横杆,使原来更改

的字迹能清晰可见,然后在右边写上更改后论断或数据,主检医

生在更改后要签名,并加盖体检医院公章,以示负责。疾病名称、

化验结果及体检结论,均应用中文填写。

6.体检中若发现有疑难问题,应采取集体会诊或进一步检查

后再下结论。若因设备条件限制或会诊仍难判断者,到教师资格

管理机构指定的上级医院复查。复查时,只限单科复查,并用原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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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表。复查时要指派专人陪同,上级医院对体检站的诊断结论否

定时,要在诊断证明书上详注复查结果。资格认定申请人员自行

取得的任何检查材料,均不得作为资格认定健康状况的依据,拒

绝接受。

7.体检工作人员要做好当日检查所需器材、药液和试剂。器

械应及时消毒,仪表要每日校正,试剂要保证其浓度,确保检查结

果的准确。

8.主检医师及时综合各科检查结果,全面检查无误后认真作

出“合格”或“不合格”的结论,填写在结论栏内。医院根据体

检综合情况,对资格认定健康状况下作出“合格”或“不合格”

的结论,加盖公章,并通知申请人员取体检表。

9.对申请人员进行健康检查是一项严肃的工作,体检时各个

环节都要把好关,要实事求是,不得弄虚作假,如发现弄虚作假者,

除取消本人认定资格外,对责任人要严肃处理。体检医院出现严

重问题者,教师资格管理机构要及时取消其体检资格。

10.负责体检的医院要紧密配合,提高效率,体检时间一般不

超过七个工作日,情况特殊者要及时告知申请人员。

六、本办法自发文之日起执行,由云南省教师资格认定机构

负责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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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师范教育类专业师范生证明

师范教育类专业师范生证明

毕业生：＿＿＿ ＿＿＿ 原系 ＿＿＿ ＿＿＿师范类院校国

家计划统招生，＿＿＿年＿＿月入学，学号为＿＿＿ ＿＿＿，

＿＿年此校合并入 ＿＿＿＿＿＿＿＿ 大学，该生确属国家计划

统招师范教育类专业师范毕业生，特此证明。

联系人：

联系电话：

学生处或就业指导中心

（公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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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五

2018 年秋季教师资格各县（区）公告查询网址、确认、认定机构

地点及联系方式

县（区）教育局 咨询电话 地点 网址 联系人

临翔区教育局 0883-3064078

临翔区忙令小学综合

楼七楼

http://www.ynlx.gov.c

n 杨老师

凤庆县教育局 0883-4215837

凤庆县凤城东山寺 11

号 凤庆县政府公众信息网 杨老师

云县教育局 0883-3210349 云县行政中心 401

http://www.yunxian.cn

/ 查老师

永德县教育局 0883-5214727 永德县教育局人事股

http://www.yongde.gov

.cn 杨老师

镇康县教育局 13988331006

镇康县南伞镇公主路

12 号 http://zkxjyj.com 张老师

双江县教育局 18908835841 双江县教育局人事股

www.shuangjiang.gov.c

n 黄老师

耿马县教育局 0883-6127238

耿马自治县耿马镇公

园路 10 号

http://www.yngm.gov.c

n/ 杨老师

沧源县教育局 0883-7122647 沧源县教育局人事股 沧源县政府公众信息网 徐老师

滇西科技师范学

院 0883-8880186

滇西科技师范学院就

业创业指导科 刘老师

临沧市教育局 0883-2124315

临翔区世纪路 350 号

3025 室

http://www.lincang.go

v.cn/ 邹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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