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关于开展 2022 年上半年 

延边州中小学教师资格认定工作的公告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教师法》《教师资格条例》《吉林省中

小学教师资格考试改革实施方案（试行）》《教育部关于印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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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施方

案〉的通知》和《关于做好 2022 年上半年中小学教师资格认定

工作的通知》（吉教师﹝2022﹞4号）精神，就做好全州 2022年

上半年中小学教师资格认定工作，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申请认定对象范围 

（一）持有延边州户籍人员或持有延边州有效期内居住证的

外省或外地区户籍人员（未达到国家法定退休年龄）。 

（二）延边州内普通高等学校的 2022届全日制应届毕业生、

在读研究生。 

（三）驻延边州部队现役军人和现役武警。 

（四）持有效期内港澳台居民居住证人员；持港澳居民来往

内地通行证或五年有效期台湾居民来往大陆通行证人员。 

【温馨提示】 

户籍不在延边且未持有延边州居住证的社会申请人，请向户

籍所在地教育行政部门提交认定申请和相关材料。 

二、申请认定条件 



（一）遵守宪法和法律，热爱教育事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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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教师法》规定的国民教育系列

学历: 

申请幼儿园教师资格，应当具备幼儿师范学校毕业及以上学

历。经过吉林省教育厅评估的中等职业学校举办的学前教育专业

毕业生，其学历可作为在省内申请幼儿园教师资格考试及认定的

合格学历； 

申请小学教师资格，应当具备中等师范学校毕业及以上学历； 

申请初级中学教师资格，应当具备大学专科毕业及以上学历； 

申请高级中学和中等职业学校教师资格，应当具备大学本科

毕业及以上学历； 

申请中等职业学校实习指导教师资格，应当具备中等职业学

校毕业及其以上学历，并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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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话水平测试达到二级乙等及以上标准，取得相应

等级合格证书，申报语文学科应达到二级甲等及以上标准（持有

延边户籍朝鲜族申请人的普通话水平测试相关标准，请咨询相应

认定机构）。 

（四）符合申请认定教师资格的体检标准。 

（五）取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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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取得由毕业院校颁发的《师范生教师



职业能力证书》且在有效期内。 

三、认定机构 

申请认定幼儿园、小学和初级中学教师资格的人员，应向户

口所在地、居住地（居住证颁发地）、在读学校所在地或部队驻

地的县（市）教育局提出申请。 

申请认定高级中学教师资格、中等职业学校教师资格、中等

职业学校实习指导教师资格的人员，应向延边州教育局提出申请。 

四、网上报名、现场确认日期 

（一）网上报名日期： 

第一批次网报时间：202．．．2．年．5．月．16．．日．—．27．．日．，除持《师范

生教师职业能力证书》认定教师资格的 2022 届教育类研究生和

师范生以外的其他社会申请人； 

第二批次网报时间：2022．．．．年．6．月．8．日．—．21．．日．，应届毕业生、

持《师范生教师职业能力证书》认定教师资格的 2022 届教育类

研究生和师范生。 

（如有特殊情况系统关闭，以中国教师资格网通知为准）。 

（二）现场确认日期： 

高级中学教师资格、中等职业学校教师资格、中等职业学校

实习指导教师资格的现场确认时间为： 

第一批次：5 月 23日—27日； 

第二批次：6 月 20日—24日。 

【温馨提示】由于各县（市）认定机构工作安排会有不同，



幼儿园、小学和初级中学教师资格认定现场确认工作的具体日期

以各县（市）认定机构通知为准，请申请人在现场确认前要主动

联系相应认定机构确定具体受理时间。 

五、认定流程 

（一）网上申报 

申请人需要在规定的报名时间内登陆“中国教师资格网”

（www.jszg.edu.cn）进行教师资格申请报名注册。申请任教学科

时须与教师资格考试的学科（专业）一致。其中，申请幼儿园教

师资格的，不填写学科；申请小学教师资格的，应与面试学科一

致；申请初级中学、高级中学、中等职业学校文化课教师资格的，

应与笔试科目“学科知识与教学能力”一致或与《师范生教师职

业能力证书》的“任教学段”和“任教学科”一致；申请中等职

业学校专业课和实习指导教师资格的，应与面试的“专业知识与

教学能力”一致。 

网报系统开通个人信息实名核验功能，请申请人准确填写本

人信息，如果实名核验不能通过将无法进行认定申报（关于实名

核验问题详见中国教师资格网中“常见问题”第 4条）。 

【温馨提示】延边州内普通高等学校的全日制在读研究生申

请高级中学教师资格、中等职业学校教师资格网上报名时，请使

用本科（专科）学历和学位信息报名，根据实际情况最高学历请

选择“大学专科”或“大学本科”，最高学位请选择“无学位”

或“学士”。 



【温馨提示】下述说明非常重要，请务必仔细阅读。 

因本次高级中学教师资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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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定的现场确认工作，由延边州政务服

务中心大厅综合窗口集中受理，为避免教育行政部门在后台认定

审核时因申请人上传照片或承诺书不符合标准等要求，致使申请

人需要重新上传，请申请认定人员务必仔细阅读下列要求： 

1．网上申报时上传照片必须为彩色纯白底证件照片．．．．．．．．．（在电

脑显示器上显示为白底，打印纸质申请表时照片应为无底色．．．），

申请人在采集照片时请穿深色上衣，勿穿浅色上衣。 

2．个人承诺书需本人签字后用扫描仪扫描后上传，白底黑．．．

字．，字迹清晰可见（在显示器上显示为白底黑字，打印纸质申请

表时承诺书仍为白底黑字，无底色）．．．．．．．．．。 

3．网上报名完成后，建议申请人在网上报名的个人首页“查

询报名信息”中点击“申请表预览”，查看《教师资格认定申请

表》中上传照片、承诺书是否符合上述要求，如不符合要求请重

新上传相关扫描件。 

（二）现场确认需提交材料 

申请高级中学教师资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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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人员请结合本人实际情况，在规定时间

内前往教师资格认定机构指定的现场确认点提交相关申请材料。 

1．持有延边州户籍或持有延边州有效期内居住证的外省、

外地区户籍申请人，请提供： 



（1）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 1份； 

（2）本人近期免冠正面一寸彩色白底照片 1 张（上交彩色

照片要与网报上传照片为同一版，用于制证，请谨慎选择）； 

（3）学历证书。教育部承认的国民教育系列学历毕业证书

原件及复印件 1份（全日制普通高校在读研究生出具本科毕业证）

和学信网上下载的有效期内的《教育部学历电子注册备案表》1

份（或全国高等学校学生信息咨询与就业指导中心认证的《中国

高等教育学历认证报告》原件和复印件 1 份）；中等师范学校学

历层次毕业的申请人，对学历验证不做要求，但需现场提供毕业

证原件及复印件 1份；持有港澳台地区高等学校毕业证书的，还

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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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件及复印件 1份；持有国外高等学校毕业证书，提供由教

育部留学服务中心出具的《国外学历学位认证书》原件及复印件

1份（此条要求下同）； 

（4）学位证书原件及复印件 1份； 

（5）《普通话水平测试等级证书》原件及复印件 1份； 

（6）《中小学教师资格考试合格证明》打印件 1份或《师范

生教师职业能力证书》原件 1份； 

（7）户籍所在地或居住地的县级以上人民医院出具的近期

《教师资格认定体检表》（见附件），体检表上的结论应明确填写

“合格”或“不合格”，并加盖体检医院公章（没有体检结论的

体检表，须回体检医院由体检医师重新填写体检结论）； 



（8）申请中等职业学校实习指导教师资格，另需提供助理

工程师以上专业技术职务或中级以上工人技术等级证书原件和

复印件 1份； 

（9）持有延边州户籍人员，提供户口簿原件及复印件 1 份

（必须复印户口簿首页和本人页在一张 A4纸上）；外省、外地区

户籍社会人员须提供延边州内居住证原件及居住证正反面复印

件 1份。 

2. 校址在延边州内普通高等学校的全日制在读研究生和

2022年应届毕业生，请提供： 

（1）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 1份； 

（2）本人近期免冠正面一寸彩色白底照片 1 张（上交彩色

照片要与网报上传照片为同一版，用于制证，请谨慎选择）； 

（3）学历证书。教育部承认的国民教育系列学历毕业证书

原件及复印件 1份（具体要求请查看持有延边户籍或居住证申请

人所提供材料（3）所述）； 

【温馨提示】延边州内普通高校的全日制应届本科毕业生尚

未取得学历证书的，由所在高校的教务部门出具包含在读期间全

部所学课程的学业成绩单（各科成绩中不能含有“不及格”“未

通过”或单科成绩低于 60 分等可能影响按期毕业的情况）作为

可毕业证明；成绩单不符合认定要求的申请人不能参加第一批次

认定，但可在第二批次现场确认时凭毕业证原件（复印件 1 份）

参加认定。 



全日制在读研究生请提供本科毕业证书原件及复印件 1 份。 

（4）学位证书原件及复印件 1 份（延边州内普通高校的全

日制在读研究生出具学士学位证书）； 

（5）《普通话水平测试等级证书》原件及复印件 1份； 

（6）《中小学教师资格考试合格证明》打印件 1份或《师范

生教师职业能力证书》原件及复印件 1份； 

（7）户籍所在地或居住地的县级以上人民医院出具的近期

《教师资格认定体检表》（见附件），体检表上的结论应明确填写

“合格”或“不合格”，并加盖体检医院公章（没有体检结论的

体检表，须回体检医院由体检医师重新填写体检结论）； 

（8）出具由所在高校教务部门开具的在读证明原件或者提

供学信网上下载打印的《教育部学籍在线验证报告》1份。 

3．驻延边州部队现役军人和现役武警申请人，请提供 

（1）身份证或军官证（士官证或士兵证）原件及复印件 1

份； 

（2）本人近期免冠正面一寸彩色白底照片 1 张（上交彩色

照片要与网报上传照片为同一版，用于制证，请谨慎选择）； 

（3）学历证书。教育部承认的国民教育系列学历毕业证书

原件及复印件 1份（具体要求请查看持有延边户籍或居住证申请

人所提供材料（3）所述）。 

（4）学位证书原件及复印件 1份； 

（5）《普通话水平测试等级证书》原件及复印件 1份； 



（6）《中小学教师资格考试合格证明》打印件 1份或《师范

生教师职业能力证书》原件 1份； 

（7）户籍所在地或居住地的县级以上人民医院出具的近期

《教师资格认定体检表》（见附件），体检表上的结论应明确填写

“合格”或“不合格”，并加盖体检医院公章（没有体检结论的

体检表，须回体检医院由体检医师重新填写体检结论）； 

（8）申请中等职业学校实习指导教师资格，另需提供助理

工程师以上专业技术职务或中级以上工人技术等级证书原件和

复印件 1份； 

（9）不能提供延边州户籍或延边州有效期内居住证的驻延

边州部队现役军人和现役武警，由所属部队或单位的组织人事部

门出具人事关系证明（原件），证明格式依据所在部队或单位的

规定执行，但证明中应明确申请人所在部队的驻地在延边州。 

4. 在延边州工作、居住和学习的港澳台居民，持港澳台居

民居住证申请教师资格的申请人可参照“持有延边州户籍或延边

州有效期内居住证的申请人”项，准备相关材料。 

港澳台居民申请认定教师资格须提交的无犯罪记录证明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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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

教育厅为港澳居民申请无犯罪记录证明提供函件便利。 

5. 视障人员、听障人员另需提供《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

证》原件及复印件 1份。 

6．申请初级中学教师资格、小学教师资格、幼儿园教师资



格的申请人，现场确认所需材料可联系相关认定机构进行确认。 

【温馨提示】本次高级中学教师资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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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定现场确认工作在延边

州暨延吉市政务服务中心综合窗口受理，为能及时受理现场确认

相关事宜，请务必提前按照要求准备相关证件的原件和复印件，

给您带来的不便敬请谅解！ 

（三）现场确认机构地址及联系方式 

1．申请高级中学教师资格、中等职业学校教师资格、中等

职业学校实习指导教师资格： 

延边州教育局确认地址：延边州暨延吉市政务服务中心（延

吉市河南街 759 号）4 楼综合窗口，咨询电话：0433-8333518、

0433-8333516（此电话仅在教师资格认定现场确认期间拨打有

效，其他时间咨询请拨打：0433-2919064）； 

2．申请幼儿园教师资格、小学教师资格、初级中学教师资

格： 

延吉市教育局确认地址是延吉市政务服务中心 2 楼综合窗

口，联系电话为 0433-8333279； 

图们市教育局确认地址是图们市教育局 3楼人事科，联系电

话为 0433-3665105； 

敦化市教育局确认地址是敦化市教育局教师工作科一（敦化

市教育局办公楼 2楼），联系 电话为 0433-6222447； 

珲春市教育局确认地址是珲春市教育局教师工作科（珲春市



龙源东街 1066 号新政务中心 12 楼 1205 号），联系电话：

0433-7513428； 

龙井市教育局确认地址是龙井市海兰路 342 号政务服务中

心 3楼综合窗口，联系电话:15981371380； 

和龙市教育局确认地址是和龙市教育局 1楼人秘科，联系电

话为：0433-4242001； 

汪清县教育局确认地址是汪清县长荣大街政务服务中心 2

楼行政审批区 17 号教育局窗口，联系电话为：0433-8810676； 

安图县教育局确认地址是安图县政务大厅 1 楼教育局窗口，

联系电话：0433-8970026。 

（四）资格认定及证书发放 

各认定机构完成现场确认工作后，会与住所地公安机关协调

开展申请人无违法犯罪记录情况的核查工作，结合无违法犯罪记

录核查情况做出教师资格认定最终结论，并为符合认定条件的申

请人制作教师资格证书。申请人凭本人身份证到受理点领取《教

师资格证书》和《教师资格认定申请表》各 1份。领取《教师资

格证书》和《教师资格认定申请表》的时间和地点另行通知或电

话咨询相关认定机构。 

无违法犯罪记录核查未能通过的，受理机构会电话通知申请

人提供相关证明，请申请人随时保持电话畅通（为避免重复往返

户籍地和延吉市，请申请人到户籍所在地派出所开具无违法犯罪

记录证明，随认定申请材料一并提交）。 



六、相关政策 

（一）教师资格认定体检工作参照人社部、卫生部《公务员

录用体检通用标准（试行）》执行，其中申请幼儿园教师资格人

员另需增加《关于调整申请认定幼儿园教师资格人员体检标准的

通知》（教资字〔2010〕15号）相关项目。 

（二）经过省教育厅评估的中等职业学校举办的学前教育专

业毕业生，其学历可作为在省内申请幼儿园教师资格考试及认定

的合格学历，其他中专毕业不能作为合格学历，需要获得专科及

以上学历后方可申请。具体学校和专业名单详见《关于公布中等

职业学校学前教育专业办学条件评估结果的通知》(吉教师字

〔2015〕29 号)及《关于公布镇赉县职教中心学前教育专业办学

条件评估结果的通知》(吉教师字〔2016〕23 号)。 

 

附件：延边州幼儿园教师资格申请人员体检表及延边州高级

中学、中等职业学校、初级中学、小学教师资格申请

人员体检表 

 

 

延边州教育局           

2022 年 5月 12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