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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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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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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做好 2021 年江西省中小
学教师资格认定工作，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时间安排
（一）2021 年江西省中小学教师资格认定的网上报名和现
场确认时间，由各级教师资格认定机构根据当地实际情况，在 4
月 19 日至 6 月 30 日（其中 6 月 1 日至 6 月 6 日系统维护关闭，
如遇政策调整另行通知）时段内确定，并通过官方网站、新闻
媒体等予以公布。各级教师资格认定机构在“中国教师资格网”
开放时间内，合理安排本地教师资格认定工作的报名、现场确

认、审批和数据管理等工作。
（二）各级教师资格认定机构在设臵网报计划时，应将 2021
年上半年教师资格考试合格人员及教育类研究生和公费师范生
纳入认定范围，分两个批次设臵网报时间。网报时间不少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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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得设臵在周末和节假日。
二、认定机构
申请认定教师资格，按照“属地化”原则进行。幼儿园、
小学和初级中学教师资格，由申请人户籍、居住地或者就读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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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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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我省学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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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居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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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役军人和现役武警在部队驻地申请认定教师资格。
三、认定条件
（一）身份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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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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在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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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持有江西省有效期内居住证的外省市户籍人员；
3.我省普通高校全日制本、专科应届毕业生以及在我省就
读的全日制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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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省学习、
工作和居住的港澳台居民；
5.驻赣部队的现役军人和现役武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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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法‣规定的义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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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法‣所规定的学历条件。
1.申请幼儿园教师资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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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应当具备助理工程师及其以上专业技术职
称或者具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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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请人应符合教师资格考试报考条件，参加教育部统一
组织的教师资格考试，笔试、面试均合格，取得有效期内的•中
小学教师资格考试合格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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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 届教育类研究生和公费师范生申请认定教师资格应取
得就读学校颁发在有效期内的•师范生教师职业能力证书‣
。
2.申请人普通话水平应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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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达到
二级甲等及以上标准；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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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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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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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染性疾病、精神病史，能适应教育教学工作的需要，经相应的
教师资格认定机构指定的县级及以上医院体检合格。
（五）暂不受理下列人员认定教师资格的申请
1.有违法犯罪记录人员；
2.同一申请人在同一年内申请两种及以上教师资格。
四、认定流程
（一）网上报名
1.符合条件的申请人员，在教师资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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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名注册进行申报。具体受理申
报时间和现场确认时间以申请人所在地认定机构公告时间为
准。
2.申请人网上报名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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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信息填报不准确致
使无法完成教师资格认定的，责任由申请人自行承担。网上报
名完成后，申请人按照教师资格认定机构要求在现场确认阶段
提交相应的申请材料进行审核，所有报名信息以教师资格认定
机构网上核验及申请人现场确认时提供的真实材料为准，经教
师资格认定机构审核后方可完成申请。
3.申请人在报名系统中上传的电子照片，应是本人近期彩
色白底一寸正面免冠证件照（上传格式为 JPG/JPEG 格式，不大
于 200K）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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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申请人网上报名时，在“中国教师资格网”首页“资料
下载”栏目或网报页面下载•个人承诺书‣，并用 A4 白纸打印。
本人在•个人承诺书‣
“承诺人”栏用正楷字体签名后拍照上传；
上传时应确保图片里的文字内容朝上、整体清晰。
•个人承诺书‣
将以图片方式嵌入到申请人的•教师资格认定申请表‣中，申
请人承诺如与事实不符，弄虚作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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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级教师资格认定机构在安排现场确认工作时要统筹考虑
疫情防控要求，充分保障申请人及工作人员身体健康和生命安
全，科学、合理安排现场确认时间和地点，做好防疫保障措施、
应急预案等防疫准备工作，积极探索延时、错时、预约、网上
办理等确认审核方式。
1.申请人应根据教师资格认定机构要求提交申请材料，教
师资格认定机构在审核材料过程中，对于“中国教师资格网”
无法比对的户籍（居住证）或未通过比对核验的学历证书、普
通话水平测试等级证书等材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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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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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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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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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请中等职业学校实习指导教师资格类别的申请人，除
提供以上资料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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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申请人现场确认时不能提交材料的，教师资格认定机构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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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资格认定机构给予认定。
（三）体检
各级教师资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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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认定和证书发放
各级教师资格认定机构必须严格按照工作要求，在 2021 年
8 月 10 日前完成网上认定工作，做出认定结论，导出证书和申
请表打印数据。
•教师资格认定申请表‣一式两份，一份存入申
请人人事档案中，一份由教师资格认定机构归档保存。各级教
师资格认定机构完成认定后，应及时公布证书领取时间，做好
教师资格证书发放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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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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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玩忽职守、徇私舞弊，对教师资格认定工作造成损失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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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于申请人弄虚作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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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级教
育行政部门、教师资格认定机构和高等学校要高度重视，提高
认识，严格按照规定的权限和职责，科学制订工作方案，合理
规划认定时间，做好防疫预案；各设区市教育行政部门要统筹、
指导辖区内各级教师资格认定机构开展中小学教师资格认定工
作，切实做好 2021 年教师资格认定工作。
（一）加强政策宣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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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
宣传和监督，广泛利用媒体和平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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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级教师资格认定机构要积极推进“放管服”改革，简
化办事流程，增强服务意识。按照国务院和省政府的工作部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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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进教师资格管理信息系统与地方政务服务平台建设部门配合
做好对接工作。
2.各级教师资格认定机构要做好群众来电来访接待工作，
提升咨询服务能力，设立咨询受理电话和邮箱，为群众提供优
质便捷的服务。教师资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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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各高等学校要协助各级教师资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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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施教育类研究生和公费师范生免试认定中小学教师资格
改革的高等学校要合理规划，组织 2021 届教育类研究生和公费
师范生教育教学能力考核，颁发•师范生教师职业能力证书‣，
并于 4 月 15 日至 4 月 30 日完成•师范生教师职业能力证书‣
获得者人员信息数据的报送，确保首次免试认定中小学教师资
格改革工作顺利开展。
（二）依法行政，严把教师资格入口关
各级教师资格认定机构要依法行政，依法管理，严把认定
条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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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介机构。
1.各级教师资格认定机构要严格落实教师资格准入违法犯
罪信息查询制度，主动与公安部门对接，遵照•最高人民检察
院、教育部、公安部关于建立教职员工准入查询性侵违法犯罪
信息制度的意见‣要求，对教师资格申请人员有无违法犯罪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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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进行核查，健全预防性侵未成年人违法犯罪机制，进一步加
强对未成年人的全面保护。各级教师资格认定机构要提升无犯
罪记录核查工作时效性，在作出认定结论前，与有关部门对接
完成申请人犯罪记录情况核查，降低行政管理成本。
2.各级教师资格认定机构要严格规范教师资格丧失和撤销
工作，根据教育部教师工作司•关于进一步规范教师资格丧失
和撤销工作的通知‣
（教师司函„2020‟28 号）要求，严格教师
资格违规处理，及时将丧失和撤销教师资格人员信息录入教师
资格管理信息系统限制库。
3.各级教师资格认定机构要加强教师资格认定工作经费的
管理，严格执行财务制度。按照•江西省财政厅 江西省教育厅
关于做好教师资格认定工作有关事项的通知‣
（赣财教„2007‟
179 号）精神，各级教育行政部门向同级财政申请教师资格认定
工作经费。

附件：江西省教师资格认定机构政策咨询电话

江西省教育厅
2021 年 3 月 29 日
（此文件主动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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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序号

教师资格认定机构

负责部门

咨询电话

电子邮箱

1

南昌市行政审批局

社会事务审批
服务处

0791-83987550
0791-83987539

17337125@qq.com

2

南昌县教育体育局

人事科

0791-85714049

rsk20010@126.com

3

南昌市新建区教育体育局

人事科

0791-83758482

284105465@qq.com

4

南昌市进贤县教科体局

组织人事股

0791-85672785

jxjtjrsk@foxmail.com

5

南昌市安义县行政审批局

社会事务审批
服务股

0791-83412211

ayx83412932@163.com

6

南昌市东湖区教科体局

教研中心

0791-87356763

794330467@qq.com

7

南昌市西湖区教科体局

组织人事科

0791-86597473

xihuzzrsk@126.com

8

南昌市青云谱区教科体局

人事科

0791-88461821

qyprsk@sina.com

9

南昌市青山湖区教育体育局

人事科

0791-88102097

1278729329@qq.com

10

南昌市湾里管理局教育科技
体育办公室

综合股

0791-83764368

wlqjktj@163.com

11

南昌高新教育事业管理中心

综合科

0791-88161057

29531084@QQ.com

组织人事股

0791-83898105

jkqjwtbzzrsk@163.com

人秘科

0791-83950056

hgtjszgrd@163.com

12
13

南昌经济技术开发区教育文
化体育办公室
南昌市红谷滩新区教育事业
管理中心

14

九江市教育局

政务服务科

0792-8983461

786221489@qq.com

15

九江市庐山市教育体育局

人事股

0792-2662328

zlw000123@sohu.com

16

九江市柴桑区教育体育局

人事股

0792-6820657

289388061@qq.com

17

九江市修水县教育体育局

行政审批股

0792-7761879

183420910@qq.com

18

九江市永修县行政审批局

社会事务科

0792-7712680

1247882046@qq.com

19

九江市开发区文教体工作处

行政服务股

0792-8371036

wj8371036@163.com

20

九江市都昌县教育体育局

政务服务股

0792-5195008

1006269747@qq.com

21

九江市共青城市行政审批局

行政审批科

0792-4391005

975597908@qq.com

22

九江市彭泽县教育体育局

人事股

0792-7199299

pzjyjrsg@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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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教师资格认定机构

负责部门

咨询电话

电子邮箱

23

九江市濂溪区教育体育局

行政服务股

0792-8566625

422816786@QQ.com

24

九江市湖口县教育体育局

人事股

0792-6566528

913647088@qq.com

25

九江市德安县教育体育局

人事股

18079227073

2361633833@qq.com

26

九江市浔阳区教育体育局

人事股

0792-8126650

44331402@qq.com

27

九江市瑞昌市教育局

行政许可科

0792-4200663

422838272@qq.com

28

九江市武宁县教育体育局

政务服务股

0792-7705215
0792-2782016

462616262@qq.com

29

九江市八里湖新区文化旅游
和教育体育局

教育体育科

0792-3906291

2217916301@qq.com

30

九江市庐山西海经济发展局

经发局

15870892669

xihaijingfaju@163.com

31

萍乡市教育局

政务服务科

0799-6888137

361876939@qq.com

32

萍乡市莲花县教育局

人事股

0799-7211955

272535789@qq.com

33

萍乡市安源区教育局

政务服务办

0799-6661571

94452719@qq.com

34

萍乡市上栗县教育局

人事股

0799-3661322

328218060qq.com

35

萍乡市湘东区教育局

人事股

0799-3434220

393485595@qq.com

36

萍乡市芦溪县教育局

人事股

0799-7550732

798538841qq.com

37

萍乡市开发区教育局

办公室

0799-6788300

1253961910@qq.com

38

景德镇市教育局

人事科

0798-8576263

276682482@qq.com

39

景德镇市珠山区教育体育局

办公室

0798-8666606

50928160@qq.com

40

景德镇市昌江区教育体育局

组织人事股

0798-8337023

3134595780@qq.com

41

景德镇市乐平市教育体育局

人事股

0798-6786619

429719076@qq.com

42

景德镇市浮梁县教育体育局

人事股

0798-2625311

702482899@qq.com

43

鹰潭市教育局

人事科

0701-6229260

ytjyjrsk@163.com

44

鹰潭市贵溪市教体局

人事股

15717014986

15717014986@163.com

45

鹰潭市余江县教体局

人事股

0701-5888620

yjjtjrsg@163.com

46

鹰潭市月湖区教体局

人财股

13870014831

yhq730323@163.com

47

鹰潭市龙虎山风景名胜区文
教局

综合业务股

0701-6656326

1799215713@qq.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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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

赣州市教育局

师资科

0797-8391156

shijiaoke8391499@126.
com
2781509276@qq.com

49

赣州市章贡区教育体育局

行政办

0797-8081079
0797-7305811
0797-7305812

50

赣州经济开发区社会事务管
理局

教研科

0797-8375125

gzkfqjy@126.com

51

赣州蓉江新区社会事务管理局

文教体科

0797-8165855

gzrjxqjy@126.com

52

赣州市赣县区教育科技体育局

办公室

0797-4441307

ljy9893@163.com

53

赣州市南康区教育科技体育局

人事股

0797-6646561

nksjyrmk@163.com

54

赣州市信丰县教育体育局

人事股

0797-3339466

xfxjyjrs@163.com

55

赣州市大余县教育科技体育局

人事股

0797-8731331

dyjwjrsg@163.com

56

赣州市上犹县教育科技体育局

人事股

0797-7132572

syrsg2018@163.com

57

赣州市崇义县教育科技体育局

勤办

0797-3815580

cyjktjdzb@163.com

58

赣州市安远县教育科技体育局

人事股

0797-3729582

ay3738001@163.com

59

赣州市龙南市教育科技体育局

行政审批股

0797-3559230

Injtj3559230@163.com

60

赣州市定南县教育科技体育局

人事股

0797-4289628

jtjrsg4289628@126.com

61

赣州市全南县教育科技体育局

培训处

0797-7162501

qnjx2610223@163.com

62

赣州市宁都县教育科技体育局

人事股

0797-6839003

ndrsg@163.com

63

赣州市于都县教育科技体育局

师训办

0797-6336980

ydsxb@163.com

64

赣州市兴国县教育科技体育局

人事股

0797-5203023

xgxjyjrsg@163.com

65

赣州市会昌县教育科技体育局

人事股

0797-5636541

hcrsg5636541@163.com

66

赣州市寻乌县教育科技体育局

人事股

0797-2831255

xwjyrs@163.com

67

赣州市石城县教育科技体育局

行政审批股

0797-5700889

scxjyjspg@126.com

68

赣州市瑞金市教育科技体育局

人事股

0797-2539316

rsk2539316@163.com

69

宜春市行政审批局
（高中教师资格认定咨询）

审批服务五科

0795-3216763

ycshswc@163.com

70

宜春市袁州区教育体育局

人事师资股

0795-7028755

rsg7028755@sina.com

71

宜春市樟树市教育体育局

教师进修学校

0795-7313129

zsjwrsg@126.com

72

宜春市丰城市教育体育局

教师进修学校

0795-6422253

fcjszg@163.com

73

宜春市靖安县教育体育局

人事股

0795-4658270

jajwr@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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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

宜春市奉新县教育体育局

学习中心

0795-4629603

fxpx@163.com

75

宜春市高安市教育体育局

人事股

0795-5294519

jxgarsg@126.com

76

宜春市上高县教育体育局

人事股

0795-2509530

sgrsg662@163.com

77

宜春市宜丰县教育体育局

人事股

0795-2756061

rsg66@163.com

78

宜春市铜鼓县教育体育局

人事股

0795-8710527

tgrsg888@126.com

79

宜春市万载县教育体育局

人事股

0795-8823093

wz8823093@126.com

80

上饶市教育局

教师交流中心

0793-8219689
0793-8215828

jsjlzx1@163.com

81

上饶市玉山县教育体育局

人事股

0793-2117360

rsg2560184@163.com

82

上饶市德兴市教育体育局

人事股

0793-7588887

dxrsk7588887@163.com

83

上饶市广丰区教育体育局

教育窗口

0793-2600018

2960039476@qq.com

84

上饶市横峰县教育体育局

人事股

0793-5783025

hfrsg@163.com

85

上饶市铅山县教育体育局

人事股

0793-7963812

rsg334500@163.com

86

上饶市广信区教育体育局

人事股

0793-8444459

srxjyrsg@163.com

87

上饶市万年县教育体育局

人事股

0793-3889654

wnjyjrsg@163.com

88

上饶市婺源县教育体育局

人事股

0793-7416330

wyxjtjrsg@163.com

89

上饶市信州区教育体育局

人事股

0793-8221354

xzqjyj@163.com

90

上饶市弋阳县教育体育局

人事股

0793-5900157

yyxjyjrsg@163.com

91

上饶市余干县教育体育局

人事股

0793-3396063

rsg063@163.com

92

上饶市鄱阳县教育体育局

教师交流服务
中心

0793-6217759
0793-6777362

1527070197@qq.com

93

吉安市教育体育局

人事科

0796-8224865

jasjyjrsk@163.com

94

吉安市吉州区教育体育局

人事股

0796-8237931

jzqjyjrsk@163.com

95

吉安市青原区教育体育局

人事股

0796-8186075

qyqjyjrsk@163.com

96

吉安市吉安县教育体育局

人事股

0796-8440352

515501548@qq.com

97

吉安市吉水县教育体育局

人事股

0796-8680574

3196127873@qq.com

98

吉安市峡江县教育体育局

人事股

0796-7187911

jtjrsg911@163.com

99

吉安市新干县教育体育局

人事股

0796-2600131

xgjyrs@163.com

100

吉安市永丰县教育体育局

人事股

0796-7123811

yfxjyjrsg@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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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

吉安市泰和县教育体育局

人事股

0796-8638746

thjyjrsg@163.com

102

吉安市遂川县教育体育局

人事股

0796-6326009

scxrsg@163.com

103

吉安市万安县教育体育局

人事股

0796-5701290

waxjtjzc@163.com

104

吉安市安福县教育体育局

人事股

0796-7624668

afxjtjrsg@163.com

105

吉安市永新县教育体育局

人事股

0796-7731137

yxxjyjrsg2009

106

吉安市井冈山市教育体育局

人事股

0796-7163719

jgsjyjrsk@163.com

107

吉安市井开区社会事业局

社会事业局

0796-8403010

jkqsyj8404126@163.com

108

抚州市教育体育局

师资科

0794-8263417

f8263417@163.com

109

抚州市教育体育局

宣法科

0794-8216806

xuanfake@126.com

110

抚州市资溪县行政审批局

市场准入科

15307944387

1364097511@qq.com

111

抚州市宜黄县教育体育局

人事股

0794-7662383

yhjyjrsg@126.com

112

抚州市南城县教育体育局

人事股

0794-7254936

rsg7254936@163.com

113

抚州市金溪县教育体育局

综教股

0794-5269716

918934729@qq.com

114

抚州市乐安县教育体育局

行政审批股

0794-6661126

441706227@qq.com

115

抚州市黎川县教育体育局

人事股

0794-7503093

yzhlqlyz@163.com

116

抚州市广昌县教育体育局

教育股

0794-3611792

27270352@qq.com

117

抚州市南丰县教育体育局

人事股

0794-3318103

nfjyjrsg@163.com

118

抚州市崇仁县教育体育局

人事股

0794-6323246

crxrsjf@163.com

119

抚州市东乡区教育体育局

教师交流服务
中心

13879439362

499962834@qq.com

120

抚州市临川区教体局

行政审批股

0794-8447766

Lc8447766@163.com

121

抚州市高新区社会事业局

社会事业局

0794-7069077

ssj8238276@163.com

122

抚州市东临新区公共服务局

公共服务局

0794-7825301

jy7825301@163.com

123

新余市教育局

人事科

0790-6435568

xyjyrsk@126.com

124

新余市渝水区教育体育局

人事股

0790-6239736

rbg6239736@163.com

125

新余市分宜县教育文化体育局

人事股

0790-5882207

jtj5882207@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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