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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上半年中小学教师资格考试（笔试）报名公告

根据教育部考试中心《关于2019年中小学教师资格考试考务相关事项的通知》

（教试中心函〔2018〕231号）和四川省教育厅《关于进一步做好中小学教师资格考

试有关工作的通知》（川教〔2018〕149号）精神，现将我省2019年上半年中小学教

师资格考试（笔试）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时间安排

（一）网上报名时间：2019年1月15日9:00至1月17日1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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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考试时间：2019年3月9日，所有科目考试均采用纸笔方式进行，具体安

排如下：
 

      

时 间

 

类 别

3月9日（星期六）

上  午 下  午 下  午

9:00-11:00 13:00-15:00 16:00-18:00

幼 儿 园 综合素质(幼儿园) 保教知识与能力

小     学 综合素质(小学) 教育教学知识与能力

初级中学

综合素质(中学) 教育知识与能力

学科知识与教学能力

（初级中学）

高级中学 学科知识与教学能力

（高级中学）
中职文化课

中职专业课  

中职实习指导

    二、报考条件

(http://www.scit.cn/)

(http://zs.sctu.edu.cn/)

(http://www.yazjy.com/)

(http://www.gfxy.com/)

(http://zhaosheng.jladi.com/)

(http://www.ntit.edu.cn/)

(http://zsjy.qdc.edu.cn/)

http://www.scit.cn/
http://zs.sctu.edu.cn/
http://www.yazjy.com/
http://www.gfxy.com/
http://zhaosheng.jladi.com/
http://www.ntit.edu.cn/
http://zsjy.qdc.edu.cn/
http://www6.hpu.edu.cn/web5/zsxxw.htm


    符合以下基本条件的人员，可以报名参加我省中小学教师资格考试：  

（一）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

    （二）户籍或人事关系（与用人单位签订一年以上聘用合同并由用人单位缴纳

社会保险）在四川；

    （三）遵守宪法和法律，热爱教育事业，具有良好的思想品德；

    （四）符合申请认定教师资格的体检标准；

（五）符合《教师法》规定的学历要求。

（六）四川省内高等学校在校毕业前两年内的学生以及中等职业学校师范类专

业在校毕业前两年内的学生，可凭学校出具的在籍学习证明报考。

被撤销教师资格的，5年内不得报名参加考试；受到剥夺政治权利，或故意犯罪

受到有期徒刑以上刑事处罚的，不得报名参加考试。曾参加教师资格考试有作弊行

为的，按照《国家教育考试违规处理办法》的相关规定执行。

三、报名流程

（一）网上注册及信息录入

    2019年1月15日9：00至17日17：00，考生登录教育部中小学教师资格考试网站

（http://ntce.neea.edu.cn）完成网上报名。考生登录网址完成注册后，必须先阅

读考试承诺，并点击同意后方可进行下一步的操作。 



考生按相关提示填写个人信息、上传本人近照、选择考试科目和考区。

照片要求：本人近6个月以内的免冠正面彩色证件照；照片不大于200K、格式为

jpg/jpeg；照片中显示考生头部和肩的上部，白色背景。因照片将用于准考证以及

考试合格证明，相片必须反映本人特征，不得用生活照或其他非正规照片，请考生

上传照片时慎重选用。

（二）考生信息审核

笔试报名需要进行网上审核，审核时间为2019年1月18日9：00至19日17：00。

考生网上报名后需等待当地教育考试机构在两个工作日内的网上审核（仅审核考生

照片是否符合要求、应填报的项目是否齐全、姓名是否规范，不负责对考生报名条

件进行审核）。考生应如实填写报名信息，如因信息错误，以及谎报、瞒报信息而

不能参加考试，后果考生自负。

请考生在审核时段内随时登录网报系统查验审核状态，考生在报名待审核阶段

可对本人的报名信息进行修改，审核一经通过，考生信息不得更改。审核未通过的

考生请在审核时段内修改个人信息（包括照片），同时还必须重新选报考试科目后

再次提交。逾期仍未提交修改信息的将不予审核。

    （三）网上缴费

    我省中小学教师资格考试报名缴费采用网上缴费方式进行。考生报名审核通过

后即可开始报名缴费，网上缴费截止日期为2019年1月21日24:00。



考生须在网上缴费截止时间前，登录教育部中小学教师资格考试网站报名系统

（http://ntce.neea.edu.cn）进行网上缴费，逾期不缴费的报名无效。在线支付银

行列表见附件1。  

    （四）打印准考证

报名成功后，考生可于2019年3月4日至3月9日登录教育部中小学教师资格考试

网站报名系统（http://ntce.neea.edu.cn），自行下载并打印准考证，按照准考证

上规定的时间、地点和其他要求参加考试。

四、收费标准

    根据四川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四川省财政厅《关于重新发布全省教育系统考

试考务行政事业性收费的通知》（川发改价格〔2017〕467号）的文件规定，教师资

格考试笔试考试所有科目报考费均为70元/科次。

    五、成绩查询

2019年上半年笔试成绩查询预计开放日期为4月16日，请考生登录教育部中小学

教师资格考试网站报名系统（http://ntce.neea.edu.cn）查询。

考生如对本人考试成绩有异议，可在考试成绩公布后10个工作日内，向当地教

育考试机构（咨询电话见附件2）提出本人亲笔签名的成绩复核书面申请（见附件

3，申请表中所有信息缺一不可，信息不全将无法查询），由当地教育考试机构集中



报送省教育考试院，省教育考试院汇总后再报送教育部考试中心统一复查。省教育

考试院在接到教育部考试中心复核结果后通知当地教育考试机构，当地教育考试机

构负责告知考生。

  笔试单科成绩有效期为两年。

    六、违规处理   

中小学教师资格考试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九）》中“法律规定

的国家考试”范畴，考生在考试过程中，违反考试纪律作弊或提供虚假证明材料

的，按照《国家教育考试违规处理办法》（教育部令第33号）和《中华人民共和国

刑法修正案（九）》中规定接受有关部门的处理。

七、注意事项

（一）请考生认真阅读本公告，了解报考条件等相关要求后再履行报名程序。

考生须对本人所填报的个人信息和报考信息真实性、准确性负责，禁止培训机构或

学校团体替代考生报名。如因不符合报考条件、弄虚作假，以及因考生个人填报失

误、委托培训机构报名或他人代理报名造成报名信息错误，使面试、教师资格认定

等后续环节不能完成，一切后果由考生本人承担。在参加中小学教师资格考试期

间，请考生慎重更改姓名、身份证号等重要信息，避免造成笔试成绩与本人无法匹

配的情况。



（二）所有考生报名前均需要进行注册，老考生重新注册不影响已获得的原有

成绩。
 

    （三）考生如忘记密码可通过报名系统提示功能重新获得，报名系统将把新的

密码通过短信发送到考生报名时所填报的手机上。手机短信为考生重新获取密码的

重要途径。在参加中小学教师资格考试期间，请考生不要更换手机号码。
 

    （四）本次笔试设置24个考区（21个市（州）考区及四川师范大学考区、阿坝

师范学院考区、川南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考区），因考位有限，如考生报名人数

超过考区组考上限，该考区报名系统将关闭。

（五）四川师范大学考区只接受本校在籍考生报名。其他考生报名则审核不能

通过，请选择其他考区进行报名。

（六）各级教育考试机构只负责考试的组织与管理工作，不举办培训，亦不指

定教材。考生可登录教育部中小学教师资格考试网站（http://ntce.neea.edu.cn）

下载各科目的考试大纲，根据考试大纲知识点自行购买书籍复习、备考。

（七）笔试单科成绩有效期为两年，上一考次有未通过课程（课程代码见附件

4）的考生报名时，只选报未通过课程即可。笔试成绩合格，考生可通过中小学教师

资格考试网站（http://ntce.neea.edu.cn）查询到本人笔试成绩。



笔试和面试全部合格后由教育部考试中心颁发教师资格考试合格证明，合格证

明引入“互联网+证书管理”模式，考生可通过中小学教师资格考试网站

（http://ntce.neea.edu.cn）上的“证书查询”链接入口，下载、打印PDF版合格证

明，提供给认定部门使用。

教师资格考试合格证明有效期为3年，是考生申请认定教师资格的必备条件。

（八）根据教育部《关于中小学教师资格考试音、体、美专业考生公共科目单

独编码的通知》（教师司函〔2017〕34号）的文件要求。从2017年下半年考试开

始，对音、体、美专业考生的笔试公共科目一、科目二（科目代码：201、202、

301、302）实行单独编码（相应科目代码：201A、202A、301A、302A），考试内容

暂与原科目相同。实行单独编码后，音、体、美专业考生在笔试报名时应选报单独

编码的公共科目。取得科目201A、202A合格的考生，面试仅限于参加小学类别音、

体、美专业科目；取得科目 301A、302A合格的考生，面试仅限于参加初中、高中、

中职文化课类别音、体、美专业科目。考生获得科目201、202、301、302的合格成

绩，可相应替代科目201A、202A、301A、302A的合格成绩；考生获得201A、202A、

301A、302A的合格成绩不可替代科目201、202、301、302的合格成绩。

(九）根据《教育部教师工作司关于中小学教师资格考试增加“心理健康教

育”等学科的通知》（教师司函[2017]41号）文件要求，自2017年下半年开始，中

小学教师资格考试小学类别面试增设“心理健康教育”“信息技术”“小学全



科”学科；初中、高中、中职文化课类别面试增设“心理健康教育”“日语”“俄

语”学科，以上三个新增学科的笔试科目三《学科知识与教学能力》结合面试一并

考核；请有意报考上述学科教师资格证的考生在笔试报考时选择相应的公共科目

（201、202或301、302）报考。

附件1：在线支付银行列表

附件2：四川省中小学教师资格考试各市（州）对外咨询电话

附件3：四川省中小学教师资格考试笔试成绩复核申请表（样张）

附件4：中小学教师资格考试（笔试）科目代码列表  

 

                                 四川省教育考试院

                                   2019年1月7日

 

 

                               

附件1



在线支付银行列表

 

序号 名称 序号 名称

1 支付宝 12 华夏银行

2 招商银行 13 交通银行

3 建设银行 14 浦发银行

4 工商银行 15 光大银行

5 平安银行 16 北京农村商业银行

6 民生银行 17 渤海银行

7 兴业银行 18 中信银行

8 农业银行 19 中国银行

9 广东发展银行 20 上海银行

10 北京银行 21 银联支付

11 邮政银行    

 



附件2

四川省中小学教师资格考试各市（州）对外咨询电话

 

市州名称 考生咨询电话

成都市 028-86691516

自贡市 0813-8125708

攀枝花市 0812-3365806

泸州市 0830-3109974

德阳市 0838-2504181

绵阳市 0816-2366139

广元市 0839-3302127

遂宁市 0825-2283032

内江市
0832-2051159

 

0832-5859029



乐山市 0833-2435685

南充市 0817-2666551

宜宾市
0831-2381164

 

0831-2381361

广安市 0826-2337730

达州市 0818-2395983

雅安市 0835—2239493

巴中市 0827-5265002

眉山市 028-38195165

资阳市 028-26631539

阿坝州 0837-2822352

甘孜州 0836-2833285

凉山州 0834-3229738

 

附件3



 

四川省中小学教师资格考试笔试成绩复核申请表（样张）

 

 

准考

证号
姓名 身份证号

核查

科目代码

网站

查询分数
联系电话

           

   

   

申请人：　　　　（签名）

 

 　　年   月   日

 

附件4

中小学教师资格考试（笔试）科目代码列表



 

序号 科目名称

科目

代码

备注

（一）幼儿园    

1 综合素质（幼儿园） 101  

2 保教知识与能力 102  

（二）

小学

 

   

1 综合素质（小学） 201  

2 综合素质（小学）（音体美专业） 201A  

3 教育教学知识与能力 202  

4 教育教学知识与能力（音体美专业） 202A  

（三）初中    

1 综合素质（中学） 301 初中、高中相同

2 综合素质（中学）（音体美专业） 301A 初中、高中相同



3 教育知识与能力 302 初中、高中相同

4 教育知识与能力（音体美专业） 302A 初中、高中相同

5 语文学科知识与教学能力（初级中学） 303  

6 数学学科知识与教学能力（初级中学） 304  

7 英语学科知识与教学能力（初级中学） 305  

8 物理学科知识与教学能力（初级中学） 306  

9 化学学科知识与教学能力（初级中学） 307  

10 生物学科知识与教学能力（初级中学） 308  

11 
思想品德学科知识与教学能力（初级中

学）
309  

12 历史学科知识与教学能力（初级中学） 310  

13 地理学科知识与教学能力（初级中学） 311  

14 音乐学科知识与教学能力（初级中学） 312  

15 
体育与健康学科知识与教学能力（初级

中学）
313  



16 美术学科知识与教学能力（初级中学） 314  

17 
信息技术学科知识与教学能力（初级中

学）
315  

18 
历史与社会学科知识与教学能力（初级

中学）
316  

19 科学学科知识与教学能力（初级中学） 317  

（四）高中    

1 综合素质（中学） 301 初中、高中相同

2 综合素质（中学）（音体美专业） 301A 初中、高中相同

3 教育知识与能力 302 初中、高中相同

4 教育知识与能力（音体美专业） 302A 初中、高中相同

5 语文学科知识与教学能力（高级中学） 403  

6 数学学科知识与教学能力（高级中学） 404  

7 英语学科知识与教学能力（高级中学） 405  

8 物理学科知识与教学能力（高级中学） 406  



9 化学学科知识与教学能力（高级中学） 407  

10 生物学科知识与教学能力（高级中学） 408  

11 
思想政治学科知识与教学能力（高级中

学）
409  

12 历史学科知识与教学能力（高级中学） 410  

13 地理学科知识与教学能力（高级中学） 411  

14 音乐学科知识与教学能力（高级中学） 412  

15 
体育与健康学科知识与教学能力（高级

中学）
413  

16 美术学科知识与教学能力（高级中学） 414  

17 
信息技术学科知识与教学能力（高级中

学）
415  

18 
通用技术学科知识与教学能力（高级中

学）
4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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