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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市南开翔宇学校 2019-2020 学年度教师招聘方案

南开翔宇学校秉承“以德立教、严谨治学、育人为本、锻造精神、开拓视野、

科学发展”的治校方略，经过二十五年的发展，在教师队伍建设方面走出了自己

的特色发展之路。学校现在已形成一支完备的小学教育、中学教育可持续发展的

专任教师队伍。在选人、用人方面本着“选材把入口、拜师打基础、科研带教研、

激励加规范、教育出思想、爱生艺精湛、搭台创名师、持续不断线”的工作思路，

严格优化师资培养、成长各个环节，锻造“翔宇”专任教师队伍凝聚力和战斗力。

为一步拓宽选人用人渠道，确保我校 2019-2020 学年度招聘工作顺利进行，特制

定本实施方案。

一、 学校简介

天津市南开翔宇学校是一所继承了百年南开优秀传统的优质学校，成立于 1994

年。学校弘扬“允公允能，日新月异”的南开精神并坚持走与祖国人民同呼吸、共

命运，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南开道路。“翔宇”二字取自杰出的南开校友周恩来

总理之字（周总理名恩来，字翔宇），寓意全校师生均以周总理为人生楷模，期望

学校及学子翱翔寰宇，鹏程万里。

南开翔宇学校设有高中部、初中部、小学部，拥有一流的教师队伍、管理队伍

和办学条件。学校的教育质量在天津市位居前列。学校在继承南开办学历史传统的

基础上结合时代特点，实施“生命高素养教育”，以“完善生命形态，挖掘生命潜

质，增加生命价值”为育人宗旨，办学质量受到社会的广泛赞誉，形成了自身鲜明

的办学特色，成为新时代又一所受社会欢迎的“南开学校”。学校被评为”全国优

秀民办中小学”荣誉称号,被民政部授予“全国民办非企业单位自律诚信建设先进单

位”荣誉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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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招聘原则

我校 2019-2020学年招聘工作坚持按需设岗、按岗招聘的原则；坚持公开公平、

竞争择优的原则；坚持德才兼备、任人唯贤的原则。

三、 招聘计划岗位名称

序号 岗位
招聘

人数
专业 岗位职责

1
高中语文

教师
1 人

课程与教学论（语文）、学科教学（语文）、中国古代文学、

中国现当代文学、汉语言文字学、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

中学部高中学段语文学科

日常教育教学及班级管理

工作

2
高中数学

教师
1 人

课程与教学论（数学）、学科教学（数学）、基础数学、计算

数学、应用数学

中学部高中学段数学学科

日常教育教学及班级管理

工作

3
高中英语

教师
1 人

课程与教学论（英语）、学科教学（英语）、外国语言学及应

用语言学（英语）、英语语言文学、英语笔译、英语口译

中学部高中学段英语学科

日常教育教学及班级管理

工作

4
初中语文

教师
2 人

课程与教学论（语文）、学科教学（语文）、中国古代文学、

中国现当代文学、汉语言文字学、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

中学部初中学段语文学科

日常教育教学及班级管理

工作

5
初中数学

教师
1 人

课程与教学论（数学）、学科教学（数学）、基础数学、计算

数学、应用数学

中学部初中学段数学学科

日常教育教学及班级管理

工作

6
初中英语

教师
3 人

课程与教学论（英语）、学科教学（英语）、外国语言学及应

用语言学（英语）、英语语言文学、英语笔译、英语口译

中学部初中学段英语学科

日常教育教学及班级管理

工作

7
中学物理

教师
2 人

课程与教学论（物理）、学科教学（物理）、理论物理、凝聚

态物理、声学、光学

中学部初中学段物理学科

日常教育教学及班级管理

工作

8
中学化学

教师
1 人

课程与教学论（化学）、 学科教学（化学）、无机化学、分析

化学、有机化学、物理化学

中学部高中学段化学学科

日常教育教学及班级管理

工作

9
中学生物

教师
2 人

课程与教学论（生物）、 学科教学（生物）、植物学、动物学、

生理学、生态学

中学部高中学段生物学科

日常教育教学及班级管理

工作

10
中学历史

教师
3 人 课程与教学论（历史）、学科教学（历史）、世界史、中国史

中学部历史学科日常教育

教学及班级管理工作

11
中学地理

教师
1 人

课程与教学论（地理）、学科教学（地理）、自然地理学、人

文地理学、地图学与地理信息系统

中学部初中学段地理学科

日常教育教学及班级管理

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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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中学政治

教师
3 人

课程与教学论（思政）、学科教学（思政）、马克思主义哲学、

政治经济学、政治学理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思想政治教

育

中学部高中学段政治学科

日常教育教学及德育管理

工作

13
中学音乐

教师
1 人 钢琴表演、声乐及相关专业

中学部音乐学科日常教育

教学及音乐社团、合唱团管

理工作

14
中学美术

教师
1 人 国画、油画及相关专业

中学部美术学科日常教育

教学及美术社团管理工作

15 体育教师 1 人

本科：体育教育、运动训练、武术与民族传统体育

研究生：学科教学（体育）、体育教育训练学、民族传统体育

学、体育教学、运动训练

中学部体育学科日常教育

教学及专业队日常训练管

理工作

16
小学英语

教师
1 人

课程与教学论（英语）、学科教学（英语）、外国语言学及应

用语言学（英语）、英语语言文学、英语笔译、英语口译

小学英语学科日常教育教

学工作

17
小学语文

教师
1 人

课程与教学论（语文）、学科教学（语文）、中国古代文学、

中国现当代文学、汉语言文字学、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

小学语文学科日常教育教

学工作

18
小学数学

教师
1 人

课程与教学论（数学）、学科教学（数学）、基础数学、计算

数学、应用数学

小学数学学科日常教育教

学工作

19
信息技术

教师
1 人

本科：计算机科学与技术、软件工程、网络工程、数字媒体技

术、教育技术学

研究生：计算机系统结构、计算机软件与理论、计算机应用技

术、计算机技术、教育技术学、现代教育技术

信息技术教育教学及学校

网络日常维护及计算机硬

件维护

20 科学教师 1 人
小学教育-科学方向、学科教学（地理）及地理学科相关专业、

生物学相关专业

小学科学学科教育教学及

课外兴趣小组课管理

21 心理教师 1 人 心理学相关专业
学校心理学课，及心理咨询

室日常管理工作。

22 人事专员 1 人 本科：人力资源管理专业、劳动与社会保障专业
学校人力资源室日常管理

工作。

四、 招聘对象及范围：

全日制大学应届毕业生及在职相关岗位工作人员。

五、 报考条件

（一）基本条件

1、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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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拥护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遵守各项法律法规，具有良好的品行。

3、热爱教育事业，热爱教师职业。

4、具有正常履行职责的身体条件。

5、具有符合岗位要求的专业资格和工作技能。

6、具有全日制大学本科及以上学历和相应学位。

7、学科教师具有相应教师资格证。（综合类院校毕业生应聘时正在备考者，可

先参加招聘，如 2020年 7月 31日之前未能如期取证，不能录用。）

8、具有岗位要求的其他条件。

（二）具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不得报考：

1、曾因犯罪受过刑事处罚的；

2、曾被开除公职的；

3、现役军人；

4、在读的非应届毕业生；

5、在公务员招考和事业单位公开招聘中被认定有作弊行为，在禁考期限的；

6、有法律法规规定其他不宜录用的人员。

六、 薪酬待遇：

1、应聘合格者，工资、奖金按照《天津市南开翔宇学校薪酬制度》执行。

2、缴纳社会保险（五险）及住房公积金，达到一定工作年限增加补充公积金。

3、应届毕业生，根据天津市户籍管理政策，出具相关材料帮助解决天津市户口。

4、为外省市应届毕业生提供一年单身公寓，解决住宿问题。

5、工作期间提供免费中午午餐。

6、为每一位新教师配备教学指导、班主任工作指导、科研指导三导师，完备的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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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成长计划。

七、 信息发布渠道：

1、 参加招聘会；

2、 与高校就业指导中心联系，在高校网站上发布招聘信息；

3、 在本校网站发布招聘信息（www.tjnkxy.com）。

八、 招聘程序：

1、 简历筛选：按照专业、毕业院校、学习经历、学生干部经历、成绩等方面条

件择优选取简历；

2、 面试：综合素质、专业素养，语言表达能力、英语口语水平等评分；

3、 笔试：考察查应具备的知识水平和综合素质评分；

4、 试讲：专业素养、组织教学能力、举止和教态、板书水平等评分；

5、 体检：应聘者出具由我校指定医院的体检报告；

6、 签约：学校与体检合格人员签订三方协议，办理聘用手续。

九、 联系方式：

1、联系人：人力资源室：吴老师、苏老师

2、应聘人员按要求填写《应聘登记表》（见附件 1）、《应聘人员备案表》（见附件 2）

及个人简历一并发送至学校招聘专用邮箱：nkxyhr@163.com（应聘邮件标题内容要

求：邮件主题请注明：应聘岗位-姓名-毕业院校-专业）。投递简历务必按相关要求

发送至专用邮箱。

3、联系地址：天津市河西区梅江南浯水道 289号天津市南开翔宇学校

4、邮编：300221

5、公交路线：

mailto:nkxy2012@126.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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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梅江校区：天津市河西区梅江南浯水道 289号。地铁 6号线解放南路站下 c

口出，前行 100 米；地铁 1 号线土城站下车换乘 96 路在水岸公馆站下车；地铁 1

号线土城站下车换乘 682、688路在卫津桥站下车； 705、628路公交车在卫津桥站

下车。

（2）保山校区：天津市南开区澄江路 2号。地铁 6号线一中心医院站下 D口出，

沿保山道前行 1公里；公交 866路、646路、357路、330路澄江路公交站下，澄江

路前行 50米。

天津市南开翔宇学校

2019年 11月 18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