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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海省 2021 年下半年
中小学教师资格考试笔试报名通告

根据教育部考试中心《关于 2021 年中小学教师资格考试考

务相关事项的通知》（教试中心函〔2020〕115 号）文件安排，

我省2021年下半年中小学教师资格考试笔试时间为10月30日。

现就笔试考试报名安排通告如下：

一、笔试类别/科目及时间

教师资格考试笔试实行全国统一命题、统一考试、统一划定

合格线。青海省 2021 年下半年中小学教师资格考试笔试全部采

取纸笔考试形式进行，每科考试时间为 120 分钟。

2021 年下半年中小学教师资格考试（笔试）日程安排表

时 间

类 别

10 月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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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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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1.初级中学学科知识与教学能力科目为：语文、数学、

英语、物理、化学、生物、道德与法治、历史、地理、音乐、体

育与健康、美术、信息技术、历史与社会、科学等 15 个学科。

2.高级中学、中等职业学校文化课的学科知识与教学能力科

目为：语文、数学、英语、物理、化学、生物、思想政治、历史、

地理、音乐、体育与健康、美术、信息技术、通用技术等 14 个

学科。

3.申请中等职业学校文化课教师资格的人员参加高级中学

教师资格考试。申请中等职业学校专业课和实习指导教师资格人

员，参加高级中学教师资格考试笔试“综合素质”和“教育知识

与能力”两科考试。根据青海省教育厅《关于印发青海省中小学

教师资格考试实施方案（试行）的通知》(青教师〔2015〕69 号)

第四部分第（二）款 4 条的规定，中等职业学校专业课教师和实

习指导教师笔试科目《专业知识与教学能力》暂不笔试，主要结

合面试教学考查，有关事宜另行通知。

4.根据《青海省教育厅关于增加中小学教师资格考试次数及

科目的通知》（青教师〔2019〕89 号）要求，我省中小学教师

资格考试从 2020 年起增设藏语文学科考试。其中，笔试科目一、

科目二均参加国家统一命题的笔试，并使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答

题。笔试合格者，方可报名参加面试。初级中学、普通高级中学

藏语文笔试科目三暂结合面试一并考核，待条件成熟后，再行命

题，与面试分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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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申请参加小学学段藏语文学科教师资格考试人员笔试阶

段需参加《综合素质》（小学）（代码 201）、《教育教学知识

与能力》（代码 202）两个科目考试；申请参加初级中学、高级

中学学段藏语文学科教师资格考试人员笔试阶段需参加《综合素

质》（中学）（代码 301）、《教育知识与能力》（代码 302）

两个科目考试。

二、报考对象及条件

（一）报考对象

1.申请报名参加中小学教师资格考试的人员，应具有青海省

户籍，或是青海省内普通高等学校全日制在读学生，或是已在我

省办理居住证（居住证须在有效期内，不含暂住证或暂住证明、

居住证明等，下同）的外省户籍人员。

2.根据教育部办公厅、中共中央台湾工作办公室秘书局、国

务院港澳台事务办公室秘书行政司《关于港澳台居民在内地（大

陆）申请中小学教师资格有关问题的通知》（教师厅〔2020〕1

号）精神，自 2020 年起，在内地（大陆）学习、工作和生活的

港澳台居民，可申请参加中小学教师资格考试。

3.参加青海省中小学教师资格藏语文学科考试的考生范围

为：本省普通高校中国少数民族语言文学（藏语）专业三年级及

以上本专科在校学生或在读研究生；具有普通高等学校中国少数

民族语言文学（藏语）本专科、研究生学历，且具有本省户籍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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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住证的考生。

4.根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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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函〔2020〕5

号）精神，采取自愿原则，符合条件的教育类研究生、公费师范

生可参加学校组织的教育教学能力考核并取得《师范生教师职业

能力证书》，也可自行参加国家中小学教师资格考试，申请认定

相应的教师资格。

（二）内地（大陆）居民报考条件

1.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

2.遵守宪法和法律，热爱教育事业，具有良好的思想品德；

3.符合申请认定教师资格的体检标准；

4.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教师法》规定的学历及相关要求。

普通高等学校在校三年级(含三年级)以上学生（本科三年级

及以上，专科三年级，3+2 毕业学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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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内地（大陆）学习、工作和生活的港澳台居民报名

参加中小学教师资格考试应具备以下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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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在内地（大陆）学习、工作和生活的港澳台居民，凡遵守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法律，拥护中国共产党领导，坚持社

会主义办学方向，贯彻党的教育方针，根据自愿原则，可申请参

加中小学教师资格考试，认定中小学教师资格；

2.港澳台居民申请参加中小学教师资格考试、认定中小学教

师资格的有效证件为港澳台居民居住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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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港澳台居民可申请幼儿园、小学、初中、高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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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港澳台居民申请教师资格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教师

法》规定的学历要求；

5.港澳台居民申请认定教师资格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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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港澳台居民申请教师资格，应达到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

会颁布的相应普通话水平等级标准；

7.港澳台居民持港澳居民居住证可在内地（大陆）居住所在

地申请参加中小学教师资格考试和认定中小学教师资格；港澳居

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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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地（大陆）申请参加中小学教师资格考试，

在考试所在地认定中小学教师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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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申请中小学教师资格的其他条件、程序和提交材料与内地

（大陆）申请人相同。在内地（大陆）就读师范专业的港澳台居

民执行就读省份相应师范生政策。

三、日程安排及报名流程

网上报名时间：9 月 2 日——9 月 5 日；

网上审核时间：9 月 2 日——9 月 7 日 17 时；

网上缴费截止时间：9 月 8 日 24 时；

准考证下载打印时间：10 月 25 日——10 月 30 日；

笔试成绩公布时间：12 月 9 日。

考生须在青海省教育招生考试院规定的报名时间内，登录中

国教育考试网进行网上报名(http://ntce.neea.edu.cn)，包括

三个环节：①网上注册报名;②网上审核确认(笔试报名无须进行

现场确认);③网上缴费确认。

(一)报名流程：

考生从报名网站首页“网上报名(青海)”入口点击进入报名

登录页面→注册(帐号为本人身份证号)→登录网上报名系统→

笔试报名→选择考区(市州)→选择类别→选择科目→完成网上

填报报名信息→等待网上审核→审核通过考生再次登录网上报

名系统在线支付考试费(完成笔试报名确认)→安全退出。

(二)报名具体步骤如下：

第 一 步 ， 登 录 报 名 网 站 ， 中 国 教 育 考 试 网

（ http://ntce.neea.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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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步，注册。(每次)笔试报名前，考生须(重新)注册(帐

号为本人身份证号)。注册时，要求考生填写姓名、选择证件类

型、填写证件号码等信息。完成注册后，按照流程先签署《诚信

考试承诺书》(电子版)，承诺遵守考试纪律，违反考试纪律时，

按照《国家教育考试违规处理办法》等有关规定接受处理;再填

写个人信息、上传电子照片。

照片要求：

1.本人近 6 个月以内的免冠正面证件照(不允许戴帽子、头

巾、发带、墨镜等);

2.照片格式及大小：JPG/JPEG 格式，不大于 200K;

3.照片中显示考生头部和肩的上部;白色背景;

4.建议使用 Microsoft Office Picture Manager，图画，

Photoshop,ACDsee 等工具，将照片进行剪裁压缩。

第三步，填报。考生应按户籍、居住证或学籍关系(在校生)

所在地选择考区（石油局考生可选择海西州考区填报），根据本

人所学专业选择报考类别和科目。居住证编号应真实准确（居住

证上只有身份证号的居住证编号填身份证号即可），否则后果自

负。网上审核确认前，考生可修改网上已填报信息。

第四步，审核。考生等待市州教育考试机构在网上审核通过

(仅审核考生应填报的项目是否齐全、照片是否符合要求，不负

责对考生报名条件、考生姓名书写是否正确等进行审核)。考生

可在审核日期内随时登录网报系统查验审核状态。审核未通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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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生可以在审核时段期间内修改个人信息后再次提交，超过审核

期限仍未提交修改信息的将不再被审核通过。如未通过审核且原

因不明，可咨询所选考区市州教育考试机构。

第五步，缴费。网上审核通过后，在网上缴费确认截止日期

前，考生可再次登录网上报名系统，按照系统提示进行在线支付

考试费。缴费后考生可在网上报名系统中查询报名是否成功。未

经审核或审核不通过的考生，不能网上支付考试费。审核通过，

逾期未在网上缴纳考试费的考生，报名系统将视其为放弃报考，

并自动注销该生当次报考信息。缴费成功后则考生报名成功。

四、疫情防控有关要求

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常态化时期，考生须遵守省级承办机构和

考点疫情防控相关规定。报名成功后，考生务必随时登陆青海省

教育考试网、青海省教育招生考试微信公众号查看有关参加考试

需注意的疫情防控事项，按照要求进行考前十四天体温监测记

录、提供相关材料及证明，以确保顺利参加考试。未及时查看疫

情防控有关规定导致不能提供相关资料，不能参加考试的，由考

生自行承担责任。

五、考试收费

考生根据青海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青海省财政厅《关于继

续执行中小学教师资格考试收费标准的复函》（青发改价格函

〔2018〕513 号）文件规定的标准笔试（纸质考试）70 元/人.

科缴纳报名考试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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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打印准考证

（一）报名结束后，各市州教育考试机构在考务管理系统中

完成考场编排，生成考生准考证号。

（二）准考证格式由教育部考试中心统一规定。考生可于考

前一周登录网上报名系统自助下载打印准考证。确有困难无法打

印者，可到所属考区教育考试机构申请免费打印领取准考证。

七、成绩查询

考生可登录报名网站查询笔试考试成绩。如对本人考试成绩

有异议，可在考试成绩公布之日起 10 个工作日内,本人携带身份

证、准考证向所属考区市州教育考试机构提出复核申请。

笔试单科合格成绩 2 年内有效。有效期内，相应类别教师资

格笔试要求的单科成绩全部合格者，方可参加面试。

八、违规处理

对于考试过程中的违法违规行为，依照《刑法修正案（九）》、

《国家教育考试违规处理办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令第

33 号）等进行处理。

九、其他说明

（一）关于调整中小学教师资格考试部分考试科目名称的说

明

根据《教育部教师工作司关于调整中小学教师资格考试部分

考试科目名称的通知》（教师司函〔2021〕14 号），自 2021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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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月起对中小学教师资格考试小学社会等科目名称进行相应调

整，具体如下：

（1）小学面试科目中，“小学社会”调整为“小学道德与

法治”。

（2）初级中学笔试科目中，“思想品德学科知识与教学能

力（初级中学）” 调整为“道德与法治学科知识与教学能力（初

级中学）”。

（3）初级中学面试科目中，“思想品德（初级中学）” 调

整为“道德与法治（初级中学）”。

（二）考生必须亲自通过网上报名系统进行报名，并等待教

育考试机构网上审核确认。审核机构不负责审核考生姓名书写是

否准确，考生应对本人所填报的个人信息和报考信息准确性负

责，务必仔细核对个人姓名和身份证号码（必须与身份证上的书

写完全一致），如准考证上的信息与身份证上的信息不一致（示

例：悦--悅，财--財，看--侃，措--错，玛--马等），将无法参

加笔试、面试和认定教师资格，责任由考生自负，请考生务必高

度重视。考生报名后，如发现本人姓名有误或必须更换照片，应

在缴费截止前向笔试报名考区申请更正，逾期不予受理。为避免

姓名等关键信息有误影响考试及认定，特别提醒考生应注意在报

名注册、提交报名信息、查看审核结果、缴费等各环节中多次核

对本人信息。禁止委托他人、培训机构或学校团体替代考生报名，

如有违反而造成信息有误，责任由考生本人承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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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关于音、体、美专业考生公共科目单独编码的说明

按照教育部教师工作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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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为完善中小学教师资格考试制度设置，加强中小学音、

体、美专业教师队伍建设，从 2017 年上半年考试开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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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职文化类别音、体、

美专业科目。考生已获得科目 201、202、301、302 合格成绩，

可相应替代科目 201A、202A、301A、302A 合格成绩；考生已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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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301、302 合格成绩。

（四）青海考区教师资格笔试报名网上审核确认只核验并确

认考生报考信息的规范性，考生应如实填写个人情况并选择报考

适当类别。不符合报名条件投机报考教师资格笔试者，后果自负

（在面试报名现场审查中将被取消面试资格或后期申请认定教

师资格时考试成绩无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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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教师资格考试不指定教材，有关《考试标准》和《考

试大纲》等相关信息，请登录报名网站查询。

（六）所有考生笔试报名前需要重新进行注册、填报个人信

息并上传个人照片，重新注册操作不影响考生已获得的成绩。注

册上传照片将用于准考证和考试合格证明，请考生上传照片时遵

守规范、慎重选用。

（七）如考生忘记网报登录密码，可通过网上报名系统提示

操作，报名系统将把新的密码通过短信发送到考生报名时所填手

机号码下。因此，考生在参加教师资格考试期间，切勿更换手机

号码。

（八）其他未尽事宜，请与所属考区教育考试机构联系。

附件：

1.青海省各市州教育考试机构联系方式

2.中小学教师资格考试（笔试）科目代码列表

青海省教育招生考试院

2021 年 8 月 2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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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青海省各市州教育考试机构联系方式

代码 考区 考区名称 联系电话

6301 西宁市 西宁市教育考试院 0971-4393048

6321 海东市 海东市教育考试服务中心 0972-8610052

6322 海北州 海北州教育考试服务中心 0970-8642850

6328 海西州 海西州教育考试中心 0977-8299801

6325 海南州 海南州教育考试服务中心 0974-8512573

6323 黄南州 黄南州教育考试服务中心 0973-8722581

6326 果洛州 果洛州教育考试中心 0975-8351789

6327 玉树州 玉树州教育考试中心 0976-8827089

政策咨询电话：省教育厅教师工作处 0971-6310741

考务咨询电话：省教育招生考试院社考处 0971-63043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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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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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道德与法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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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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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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