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遵义市新蒲新区党工委组织人事部
遵义市新蒲新区管委会教育科技局
遵义市新蒲新区管委会财政局

关于印发新蒲新区⒛zO年农村义务教育阶
段学校教师特设岗位计划播聘工作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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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 《省教育厅 省委编办 省财政厅∷省人力资源社会

保障厅关于印发〈贵川l省 ,0⒛ 年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学校教师

特设岗位计划实施方案〉的通知》 (黔教师发 E202o〕 36

号)、 《市教育局 市委编办 市财政局 市Ⅱ人力资源社会保

障局关于印发遵义市⒛zO年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学校教师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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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岗位计划招聘实施方案的通知》 (遵教发【
^0⒛

)-号 )

等文件精神,为做好我区20⒛ 年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学校教

师特设岗位计划 (以下简称 “
特岗计划”

)招聘工作,区组

织人事部、区教科局1区财政局共同制定《遵义市新蒲新区

⒛20年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学校教师特设南位计娴招聘实施

细则的通知》,现印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

附件:1。 遵义市新蒲新区⒛⒛年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学

校教师特设岗位计划招聘王作实施细则

2.新蒲新区⒛⒛年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学校特设

岗位计划学科教师指标分配表

3.遵义市∷2Q?0年特岗教师招聘Ⅱf‘报考学科与所

∷  学专业∵致?的统△界定∷∷ ∷ ∶

4.遵义市新蒲新区⒛29年农村义务暾育阶段学

∶校教师特设岗位∷计划招聘新冠肺∷炎疫情防

人员要求

遵义市 遵义市新

遵义市

⒛2Q年 6月 24日

踟

7呓7~蛲

遵义市新蒲新区管蚕会教育科技局办公室 2θ20年 6月 24日 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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椴邋灞鹧蒲澌驱麴霾鳔喉槲邋蠡教育禹暧
学雉攀嬲簿潍润辘沽躐U镏瞬臁 亵施纲则

根据 《教育部 财政部 八事部 中央编办关于实施农村
义务教育阶段学校教师特设岗位计划的通知》(教师E200⒄
2号 ) 巛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 教育部 中央编办 财政部关
、于做好 2020年砷小学幼儿园教师公开招碚宥关土痄的通
知》(人社部发 (202o)28号

)、 阝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 教
育部 司洁部 农业农村部 攵化和旅游部国家卫生健康委
国家知识产权局关于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实施部分职业
资格

“
先上岗、再考证”

阶段性措施的通知,9C人社部发r2o⒛ )

24·号)、 《人社部等 7部 门有关司局负责同志就实施部分
职业资格 “

先上岗、再考证”
阶段性措施答记者问》、《教

育部办公厅 财政部办公厅关于做好 2o2o年农村义务教育
阶段学校教师特设岗位计划实施工作的通知》 (教 师厅
〔20⒛ 〕2号 )、 《省教育厅 省委编办 省财政厅 省人力
资源砗会保障厅关手印发〈贵州省2020年农村义务教育阶段
学棼教师特设岗位计划实施方案〉的通知,9r黔教师发(202o)

3-号 )、 《市教育局 市委编办 市财政局 市人力资源和社
会保障局关于印发遵义市 2020年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学校教
师特设岗位计划招聘实施方案的通知》 (遵教发 〔2o2o)6
号)等文件要求,为做好我区202o年 “

特岗计划
”
教师招



聘主作,· 特制定本实施细则。

h蟪 摁聘计划 :

20⒛ 年新蒲新区共招聘 ∵特岗计划
”教师】⒁名。其

中∴中央∷t特 鼯计划?β Q名∷
|(叨∷中熟师邺俾:l乏 :馋

-、 ∷忄∷孝∷繁∷

师职位 05名 )|地方
“
特岗计划

”⒛名 (幼儿教师职位 ),

具体招聘学科职位见附件 2。

二、招聘原则

(r)“特岗计划”教师招聘坚持
“公开1公平、自愿、

择优
”和

“三定
” (定县、定校:定岗)的原町

(二 )招 聘的教师按照考试总成绩 (笔试成绩 40%、 面

试成绩 60%计算)分学段、学科从高到低分进行选岗。

(三 )招聘的教师安排在新蒲新区永乐镇、喇叭镇、三

渡镇、新舟镇、虾子镇农村中小学校(含村小、教学点)及幼

儿园任教。

(四 )“特岗计划
”招聘的教师聘任期为三年,第一年

为试用期,聘饪期内特岗教师纳入新蒲新区教师队伍管理。

(五 )新蒲新区按照《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于加强

和改进我省贫困地洱事业单位人事管理有关工作的通知》

(黔人社通 EzO19〕 ⒛2号 )有关要求,在初中、小学各拿

出一个职位面向符合报考条件的新蒲新区建档立卡贫困户

和易地挟贫搬迁家庭高校毕业生 (以下简称 r精准挟贫考

生”)招聘。

三、招聘对象条件

(丁 )中 央 “特岗计划”招聘对象和条件



1。 政治素质好9热爱社会主义祖国,拥护党的各项方
钅⒈1政策,热爱教育事业,有弹烈的事业心和责任感9晶行
端正9遵纪守法,无不良行为记录。

∷  ∷?∶∷以晋通高校金甘制本科尿淋上应往厣毕业生和瞽通:∴

∷

两等师范院校全日制专科应往届毕业生为主p年龄不超过
30周岁 (199o年 6月 3o日 后出生)。

3。 具备相应教师资格。包括以下两类人员:

(1)已取得相应学科类别教师资格证书的人员钞教师资⊥
格证书的任教学段、学科要符合招聘职位要求 (即报考小学
职位须取得小学及以上与报考学科⊥

致的熬师资格;报考初
中职位须取得初中及以上与揖考学科一致的教师资格。下
同)占

(2)暂未取得相应学科类别教师资格证书的人员:

①对于⒛2o届 高校毕业生,以 及 ⒛ 18、 2o19届 尚未落
实工作单位的高校毕业生,暂未取得相应学科类别教师资
格,宀符合熬师资格考试报名条件和教师资格认定关于思想
政治素质、普通话水平、身体条件等要求的,可以报考。被
录取后先上岗从事教育教学相关工作,再参加考试并取得教
师资格证书 (实施 “

先上岗、再考证”
阶段性措施)。 若在

试用期内未取得相应教师资格证的.解除聘任合同。
②针对⒛17年及以前的高衤毕业生,且 尚本取得教师

资格证书的报考人员,凡 能提供《中小学教师资格考试合格
证明》和⒛⒛年在中国教师资格网已申请认衣教师资格且
数据状态为确认通过的截图证明,可以报考。但在上岗前须



取得相应学科类别教师资格证书,否则取消招聘资蜂:

4勾 报考人员所学专业与报考学科须一致或相近 (详 见

附件 3)。

∷∷=0∶

ˉ
在编萑裙教师Ⅱ(含 ?θ∵、Ⅱ∶’∵9峥 )'∵ju::年扭聘幂邓芒∷△

在聘任期内的特岗教师)否得报考。̄

6。 参加过
“大学生芯愿服务西部计划

”、有从教经历的

志愿者、参加过芈年以上实习文教的师范院校毕业生和我省

2020年新冠衄 情防控擐鄂医务人员子女同等条件下优

先聘用:资格审查时需提佧相关佐证材料。

7.综合职位限符合报考条件的新蒲新区户籍建档立卡

贫困户家庭感员(含因上学户口迁出的家庭成员)报考。报

考时,不 限定具体任教学科,但必须是小学学段教学计划开

设学科 (小学:语文、数学)英语、音乐、体育、美术、思

想品德、科学、信息技术、心理健康;初中:语文、数学、

英语、物理、化学1生物、政治、历史、地理、音乐、体育、

美术(信息楝术、心理健康)。

8.患有不适宜从事教肓工作疾病或有精神病病史的人

员不得报考。

(二 )地方 “特岗计却l” 招聘对象和条件

1.政治素质好,热爱社会主义祖国,拥护党的各项方针、

政策,热舜教育事业,有强烈的事业心和责任感,品行沛正,

遵纪守法,无不良行为记录。

2.报考职位须为普通高校全日制应往届本科毕业生和

普通高校全日制应往属专科毕业生:年龄不超过 30周 岁



(⒆即年 6月 3Q日 后出生 )。

,3。 己取得幼丿L园教师资格或申嬲学校学前教育蔌师资
格证书的人员。

∶ ∷阝l箪枣弭得狎庳学科蓉另刂教师资格证书鞠∴人员:∴ ∴ ∴
①对于坌Q2o届 高校毕业生,以及⒛1s、 ⒛1?届 尚未落

实工作单位的高校毕业生,暂未取得幼儿园教师赉格或中职
学校学前教育教师资格,宀符合教师资格考试报名条件和教
师资格认定关于患想政治素质、普通话水平、身体条件等要
求的,可以报考。被录取后先上岗从事教育教学相关工作。
再参加考试并取得教师资格证书 (实施

“
先上岗、再考证”

阶段性措施)。 若在试用期内未取得幼儿园教师资格证书或
中职学校学前教育教师资格证的,解除聘任合同。

②针对⒛17年及以前的高校毕业生,且 尚未取得幼儿
园教师资格证书或中职学校学前教育教师资格证书的报考
人员,凡能提供 《中小学教师资格考试合格证明》和⒛⒛
年砗中国教师资格网已申请认定教师资格且数据状态为确
认通芒的截图证明,可以报考。但在上岗前须取得相应幼儿
园教师资格证书或中职学校学前教育教师资格证书,否则取
消招聘资格。

5.报考八员所学专业与报考职位学科须一致或相近(详

见附件 3)。

6· 在编在岗教师 (含 ⒛17、 ⒛18(2o19年招聘录用并
在聘任期内的特岗教师)不得报考。

7.参加过
“
木学生志愿服绎西部计划

”、有从教经历的

7                           
·



志愿者、参加过半年以上实习支教的师范院校毕业生和我省

卸⒛
’
年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援鄂医务人员子女同等条件下优

先聘用”资格审查时需提供相*佐证材料。

8∶
∶患有不

∷
适宜:从.事教育工作疾病或:有精神痫病:柬的

^∷

∷

员不得报考。

(三 )国 家
“
特岗计划

”、县级
“
特岗计划

”
均面向

全国招聘。

四、招聘方法、程序及时间安排

招聘工作参照《事业单位人事管理条例》和《关于印发

〈贵州省事业单位公开招聘操作办法 (试行 )》 》 (黔人社

厅发 匚⒛13〕 10号 )等文件实施。特设岗位教师招聘按照

公布招聘岗位、网上报名、资格审查、笔试、面试、体检、

签约、到岗等程序进行。招聘工作时间段:2020年 7月 1

日至2020年 8月 28日 。

(一〉网上报名

本次招聘报名采取网络报名方式进行,不设现场报名,

不收取报名费。符合报考条件的人员在规定的网上娠名时间

段内登录
“
贵州省特岗教师招聘报名系统

” (网 址 :

117.135。
^37.1⒉

8080)进行注册报名。报名成功后,须在

系统上自行下载打印《贵州省 2020年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学

校教师特设岗位计划招聘报名表》,请报考人员认真核对报

名信息,报名截止时间之后无法更改。报考人员上传报名系

统瞧片标准为 1寸蓝底免冠瞧,图 片质量不低于 150忄 zO0像

素点,图 片大小不得超过绷B。



1。 ,巛 网上注册报名T时间:2衄 o年 7月 1日 9⑾ o-7
月3日 2缴 O⑩。(未在规定时阆进行网△报名的氵视为自动
放弃应聘处理 )。

∷ Ⅱ 2￠ 报考人员注意事项:      ∷ _∷   ¨

(1)报考∷人员如实填报银名信
`憝

(含本人基本信息和
报考岗位信

`急 等),应对在网上提交信
`氪 的真实硅、灌确性

负责。凡是弄虚作假或不符合招聘对象及条件的人员,在资

格审查、笔试、面试、培训1聘用等任何环节中△经发琬并
查实”丁律取消资格,∷所造厌的后果由报考人员自行承担 ,

并视情节轻重给予必要的处理,同 时追究有关人员的责任。
∷(2)报考人员只能选择一个学科职位进行报名;不能

用新、旧两个居民身份证同时报名,报名与考试使用的居民
身份证必须∵致。

(二 )资格审查及公示

网上注册报名成功的报考人员,须在规定时间内,到规

定拙点进行资格审查,资格审查合格后方可参加一下阶段招
聘。

1.资格审耷时间:⒛⒛年 7月

8:30-下午 1⒏ 0O); (温馨提示:

往资格审查
'点
,进行资格审查!)

10日 ˉ7月 11日 (上午

请务必在规定时间内前

2,资格审查地点:遵义市第四十二中学学术报告厅。
3.报考人员在

“
现场审拿确认”

时间内,请本人携以下
材料原件和复印件 (复 印件由资格审查点留存 )到遵义市第
四十二中学学术报告厅进行资格审核确认,现场资格审查合



格后的考生才能参加下
=阶

段的招聘。

∶
⒀ )本人有效居民身份证原件和复印件。

⒆ )相 应教师资格证原件和复印件。⒛17年及以前毕

业的高校毕业∷生,∶ 暂未取得∷狎应学科粪邓藜呷墅
:蜂洱尹终霓·

提供, 《中小学教师资格考试合格证朗》和202∝年在中国

教筛资格网已申请认定教师资格且数据状态为确认通过的

截图证明;2Q18年、⒛I9年
、2Q⒛ 年毕业的高校毕业生,

暂未取得相应学科类别教师资格证书的需提供,普通话杰平

测试二级乙等及以上等级证书原件及复印件。     ∶

(3)应届毕业生须提供普通高校毕业生就业推荐表原

件和复印件;往届毕业生须提供毕业证书原件和复印件。

(4)汪网上注册报名
”成功后自行打印的巛贵州省 2020

年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学校教师特设岗位招聘报名表》和本人

近期 1寸蓝底免冠照片3张 (与 报名系统上传照片一致)。

(5)综合学科报考人员须捷供遵义市新蒲新廖挟贫办

(地址:新 区开投大厦五楼)出 具的建档立卡贫困户或易地

挟贫搬迁户家庭证明材料。

温馨提示:资格审查,点 不能提供复印,请 自行准备好复

印∴件。

资格申查贯穿整个招聘工作全过程,凡发现与招聘公告

范围和条件不符或弄虚作假的:将取消其进入下一环节资

格,已被聘用的,解嗲聘任合同。资格审查合格人员,新蒲

新区将对其建立报考档案 (录用后,此档案将进入 t特 岗计

划
”教师个人档案)。 审查合格人员名单于 20⒛ 年 7月 15



日后在遵 义市新 蒲新 区管委会 宫网上公 示 《网址 :

血t矿 p://www霪 x重 npuq gov硷 cm) 。

蜓至冫骜谶

招腭考试兮为笔试和面试两个阶段。怂成绩按 1∵0旬 分割l

算9笔试戚绩占翎%√ 齑试戚绩占猢%,即考试总成绩=笔试

成绩×400/0+面试成绩×⑾%。

1。 笔试

资格审查合格人员于 20⒛ 年 7月 26日 后登录
“
贵州省

特岗教师招聘报名系统” (网址厂llT。 135.237.12∶ 8o8⑴
,

根据网页上相关提示打印准考证,并按准考证规定的时间和
地点,携 带准考证和本人有效居民身份证(不含过期身份证、

身份证复印件 )参加笔试。

(1)笔试时间: 2020年 8月 1日 上午 9∶ 3o— 11∶ 3o

(2)笔试时间:见准考证

(3)笔试内容:笔试每套题
`总
分 100分 ,其中专业知

识70分 ,教师综合素质 30分。

①报考初中和小学学科职位的 (不分学段),专业知识

按语文、数学、英语、物理、地理、
·
音乐、美术、体育、政

史类1生化类命题:其中报考政治、历史、思品、心理健康、

特殊教育学科的报考人员考政史类试题;报考生物、化学、

科学学科的报考人员考生化类试题;报考信息技术的报考人

暴考数学试题;报考舞蹈学科的报考人员考音乐试题。专业

知识 70分 ,含高中 (中 师)至大学阶段专业基础知识,以
大学阶段知识为主r教师综合素质 3ρ 分,包括中小学教师

.
〓

~
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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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业道德修养基本要求、教亨学和教育心理学基础知识、

2Q】 ⒐年 g月 至⒛⒛年 g月 的国内时事政治1

②报考窈儿教师岗位的考学前教育试题。专业知识 70

分,主要为砷等师谗学校学前∷教育虍业所学钾∷讶i;∷∶熬丿甲缉拿‘
    业道德修养、教育心理学基础

素质 30分 ,包括幼丿匕教师职

知识、2019年 6月 至⒛⒛年-月 的国内时事政治。

③报考初中和小学综合学科岗位的精准抹贫报考人员

考综合类试题,主要为中小学教师职业道德修养基本要求、

教育学和教育心理学基础知识、2019年 0月 至⒛⒛年 6月

的国内时事政治。

(4)笔试成绩公布时间:2020年 8月 8日 至⒛20年 8

月 10日 。报考人员可在遵义市新蒲新区管委会官网上耷看

本人笔试成绩 (网 址:http∶ //WWW.攴 inpu。 gov。 Gn)。 同时

公示进入面试人员名单及面试要求。

2.面试

(1)面试时间:zOzO年 8月 12日 ,上午 8∶ 30到 面

试候考室抽签,确定面试顺序号,等待面试。

(2)面试地点:遵义市第四十中学

(3)面试要求:新蒲新区特岗教师以招聘职位数 1∶ 4

的比例,分报考学段、学科按笔试综合成绩从高分到低分依

次确定面试人员,并及时公布 (不足⒈4比例的全部进入面

试 )。 每个职位确定最后 1名 面试人选时,存在笔试成绩相

同者,∵并纳入面试人选。没有达到面试人选比例规定的职

位,照 常组织面试考核。面试总分为 100分。面试考核内容



以教师恩想政治:素质、道德昂质修养、所报考岗位的学科专
业知识、语言表达能力、仪表举止、说课、试讲试教等为主9

采用现场打
、
分方式进行:面试的方式、各学科岗位面试是否

坌缉等缉洱P∷ 申新薄新琴教师摺聘再作颌̀导小绍猥舞具体情∷
况确定 ,请 以遵义市新蒲新 区管委会官网 (网 址 ;

http∶ 〃www。 xinpu。 gov?cn)发布要求为准。   ∷

面试结束后,面试成绩在遵义市新蒲新区管委会官网
(网 址:http∶ ″www。 xinpu。 gQv。 cn)上公示,同 时公布进

Ⅻ 检人员名单。

(四 )体检

1.体检时间:⒛20年 8月 17日 至 ⒛⒛ 年 8月 19日 。

2.体检地
`点
:另 行通知。

3.体检要求:职位计划数与参加体检入员数的比例为
1∶ 1。 5。 按照考试总成绩从高分到低分确定参加体检人员,

总成绩相同的,满足优先录取条件的进入体检,均不满足优

先录取条件的以面试成绩高者进入体检,若面试成绩仍然相

同,则 由遵义市新蒲新区教师招聘领导小组重新组织面试 ,

高分者进入体检。体检结果出来后将在遵义市新蒲新区管委

会官网 (网址:htt⒐ 〃ww叽 xinp⒒ gov。 cn),公示体检合

格人员名单。

体检在遵义市新蒲新:区 教师招聘领导小组指定的县
(市 、区)级以上医院进行:体检标准参照贵州省公务员体

检标准执行。体检费用由报考人员承担。对体检不合格的,

不得聘用。空缺的名额,可 以按总成绩高分到低分排名顺序

13



依次递补。
·
酊蠡》入职审叠

体检结柬后9遵义市新蒲新区教师招聘工作领导小组要

按煦贵丿忄忄省人民检察院竽十
∴手部闸*于f卩发:§苯亍∷甯

'霹

邸∷

未成年人行业建立迫法犯罪人员从业限锎制度的意见》的通

知 (黔检会 旺2019〕 9号 )和贵州省中小学、幼儿园《教师

违反职业道德行为处理办法实施细则 (试行 )》 等要菸进行

入职审查。入职审查由遵义市新蒲新区教师招聘领导小组统

一到公安部门出杲有无犯罪记录证明,凡有不良记录的报考

人员不予录用。入职审查合格后,由遵义市新蒲新区教师招

聘工作领导小组在遵义市新蒲新区管委会官网 (网 址:

http∶ 〃wWw,xinpu。 gov。 Cn)上 ,面 向社会公布拟聘人员名

单,公示期不少于5个工作日。

(六 )选岗、录取与签约上岗

1。 选岗:根据职位计划,分学段、学科,按总成绩由高

到低顺序选岗。总成绵相同的,面试成绩高者优先选岗。总

成绩和面试成绩均相同的按优先条件(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

计划、有从教经历的志愿者、参加过半年以上实习支教的师

范院校毕业生、我省 2Q20年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援鄂医务人

员子女优先,此凡项优先条件并列)选岗,均相同者则按学

历高者优先,若学历相同按师范类优先,若仍相同,可 自行

商量选择岗位或抽签决定选岗顺序(此项针对均有职位的前

提 )。 若各学科末位出现并列的,按上述顺序选岗,如条件

完全相同,则 由新蒲新区教师招聘领导小组重新组织面试,

14



按成缳申高到低顺序选岗。

选岗后放弃的”不再重新组织选岗”空缺职位进行补录。
2。 补录:空缺名额按照考试总成绩从高到低在同职位报

考

^尿

中体次补承丿仍肴空缺名额驷Ⅱ按以下顺序依茨邋补
录用。   ∷

(1)初 中空缺职位在小学相同学科且符合初中报考条
件

^员

中补幂,若仍有空缺职位,在初中综合轵位相向学科
且符合空缺职位报考条件人员中补录;若仍有空缺职位,在
小学综合职位相同学科且符合初中报考条件人员中补录;

(2)小 学空缺职位在初中相同学科人员中补录;若仍
有空缺职位,在小学综合职位相同学科且符合空缺职位报
考条件人员中补录;若仍宥空缺职位,在初中综合职位相同
学科且符合空缺职位报考条件人员中补录。

(3)经 以上补录后仍有空缺的将计划统一纳入小学补
录。按照小学科学、小学英语、小学数学、小学语文、小学
综合、小学音乐、小学美术、小学信

`惑
技术、小学体育的学

科顺序,以每科 1名 的指标数依次滚动补录。
3.签订聘用合同:新蒲新区党工委组织人事部、新蒲新

区管委会教育科技局按照公办教师的聘用办法,与 录用人员
签订聘用合同,并 由区教科局统一派遣到设岗学校上岗任
教。受聘教师必须服从统一安排,若在规定时间内不报到或
不服从安排者,取消录用资格。

4。 上报录用签约人员名单和报到时间:遵义市新蒲新区
教师招聘领导小组于⒛20年 8月 28日 前将录用名单和招聘



工作统计表报遵义市教育局,并通知录用签约人员报到。

蕴、赉鼗窦摊

(一 )特 岗教师在聘任期间,执行国家统一工资制度和

标准。新-蒲∷新洱党二委组终

^事

部、新蒲新区管霹舍财玖早∷〉

新蒲新区管委会教育科技局及各学校要强化主体责任,确保

特岗教师工资按时足额发放,依法缴纳社会保险 (五险一

金),切实维护其合法权益。

(二 )区财政安排专项资金,用 于本次特岗教师招聘、

入职前的师德教育与教学培训等工作。

六、政策保障

(亠 )区教科局要按照有关文件精神,尿时汇总三年聘

任期满连续考核合格且愿意留任的特岗教师情况,报区组织

人事部,然后依规及时做好相关人事人才管理服务工作。保

证三年聘任期满连续考核合格且愿意留任的特岗教师及时

入编并落实工作岗位,做好相关人事、工资关系等接转工作’

连续计算工龄、教龄。不再实行试用期 (参加工作时间~以 实

际缴纳社保的时间为准 )。 对重新择业的,要为期办理户田

迁移等事项提供方便条件和必要的帮助。

(二 )各部门要严格按照相关规定,将特岗教师聘任期

内工资发放纳八区级财政统发范围,保证其同等条件下按规

定享受与公办学校在编教师同等待遇占

七、工作要求

(一 )特 岗教师实行合同制管理,由 区组织人事部、区

教科局与特岗教师签订聘任合同,合同中应按照 (人社部



旺⒛绷〕驷号 )文件相关规定明确规定双方的权利和义务。

招聘单位与聘用人员签订聘任合同时佥应约定 1年试用期。
(二 )区教科局及时做好对三年聘任期内的特淘教师进

∶行跟跻、管珲和考核等耳作,'考核每年进行∷浓豇要结合∷
特

岗教师数据库建设P及时掌握特岗教师的基本信氵豪,加强动

态管理;要及时更新
“全国教师管理信J息 系统

”
中特岗教师

数信息,严格审查把关;要做好《《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学校

教师特岗巅位计划〉教师服务证书》编制和发j族壬作。新蒲

新区管委会教育科技局于9O20年 9月 ⒛ 日前在
“全国教师

管理信∮急系统
”
中完成 20⒛ 年新招聘特岗教师的信

`憝 录入。

(三 )区教科局要太力宣传
“
特岗计划

”
的成果和特岗

教师的先进事迹。深入挖掘特岗教师中的优秀典型。通过各
种形式和渠道9广泛萱传特岗教师志存高远、扎根农村的奉
献精神和感人事迹。加强对

“
特岗计划

”
在提升农村义务教

育质量,助力脱贫攻坚作用发挥和取得成果方面的J总 结和萱

传,努力营造实施特岗计划的良好工作氛围。
(四 )各部门要保证特岗教师同等条件下职称评审、评

优评先、年度考核等方面享受与当地公办学校在编教师同等

待遇。对成绩突出1表现优秀的特岗教师给予表彰;对不按

合同要求履行义务的,要及时进行批评教育,督促改正;对

否适合继续在教师岗位工作的,要根据合同协议予以解聘并
取消其享受的相关待通。

(五 )特 岗教师的户口及档案须迁到工作所在有夹部

17



rˉl。

∶《六)特 岗教师招聘的相关资讯将在遵义市新蒲新洱管

蚕会洇站公布:嘏考人员庳随时关注驯上相关信息,同 时绠

保持通讯畅通:∶

∷∷∵

(七 )加强新冠肺炎疫情防控要求 (详见附件)。

(八 )咨询电话               ∷

新蒲新区管委,教育科技局:0851丁 286879β l∴

~=遵义市教育局∷0851T28222836-2825211Q

报名系统故障及咨询电话:陈老师1329792彳 424

何爿鹭丿币 17685308117

八、监督投诉

省教育厅和各市(州 )1县教育局纪检蓝察部门负责对

招聘工作进行兮程监督。应聘者如发现招聘过程申有违规违

纪现象,可向省教育厅或有关教育局纪检监察部门投诉。

省教育厅纪检监察室毋诉电话:0851-85282945。
∷

遵义市教育局政策法规科:0851-28225759

新蒲新区管委会教育科技局纪检室:0851ˉ 279153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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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新蒲新区 20⒛ 年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学校特设岗位计划学科教师揩标'

分配表

国家级

岗位按考生考试

成绩从高到低进

彳亍选岗。

岗位按考生考试

总成绩从高到低

进行选岗。

遵义市第四十三中学

中学

遵义市第四十五中学

遵义市第四十九中学

遵义市第五十ˉ中学

永乐镇中心学校下馅学校

喇叭镇中心学校下属学校

三渡镇中心学校下属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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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侔 3

搏邋蔽鳓裥年特岗教鲫摺聘鲫摺聘 唧腱骜擎餮擎餮嶙与蠲擎专
邂∵致或稠近?睁∷统∵器定

根据《贵州省 ⒛20年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学校教师特设岗位计划实施
布案》中央

“
特岗计划

”
招聘对象和条件中第 2、 3、 4条要求,经市教

育局、各县。区(市:)教育局商定,202o年特岗教师招聘 冫所学专业与
诹考岗隹学科须丁致或相近

”
统一界定如下:       ~亠

-、 语文

硕士研究生:不 限所学专业

本科一级学科:中 国语言文学类 (汉语言文学、汉语言、汉语国际
教育、中国少数民族语言文学、古典文献学、应用语言学、秘书学 )。

本科二级学科:小学教育 (限报小学语文 )、 华文教育、人文教育、
教育学 (需取得语文教师资格证 )。

专科:语文教育、综合文科教育、初等教育、汉语、文秘、中国少
数民族语言文化。

二、数学

硕士研究生:不 限所学专业

本科△级学科:数学类 (数学与应用数学、信
`患 与计算科学、数理

基础科学 )。

本科二级学科:小学教育 (限报小学数学 )、 教育学 (需取得数学
教师资格证 )

专科:数学教育、初等教育、综合理科教育。

三、英语

硕士研究生:不 限所学专业

本科二级学科:英语、翻译、商务英语、小学教育 (限报小学英语 )



专科:英语教育、商务英语、应用英语、旅游英语。

四1’ 物理    .
硕士研究生:`否 限所学专业

本科丁级学科∷铆珲常攀 -物
理学、 应用物理学、核物理、

查森:物堙蔹啬∵综合珲捋廒昔
: ∶∷∶∷∷∷∴∷∶∵I

五、化学

硕士研究生:不 限所学专业

本科一级学科:化学类 (化学、应用化学、化学生物学、

与工程 )

专科:化学教育、终合理科教育

六、生物

硕士研究生:不 限所学专业

本科t级学科:生物科学类 (生物科学、生物技本、生物信u急 学、

生态学 )

专科:生物教育、综合理科教育

七、地理

硕士研究生:不 限所学专业

本科一级学科:地理科学类 (地理科学、自然地理与资源环境、∷人

文地理与城乡规划、地理信息科学 )

本科二级学科:人文教育

专科:地理教育

八1历史

硕士研究生:不 限所学专业

本科一级学科:历 史学类 (历 史学、世界史、考古学:文物与博物

馆学、文物保护技术、外国语言与外国历史 )

本科二级学科:人文教育

专科:历 史教育
·

九`思想政治(谭德与法冶)

声学 )。

分子科学



硕士研究生:不限所学专业

本科一级擎科:景克尽主义理论类 (科学社会主义、中囱共产竟历 ·

史、思想政治教育);政冶学类 (政治学与行政学、国际政治、外交学、 '
国际事务与国际关系、03衄 05T政治学埯经济学与哲学)      ∷

∷ 本科
=级

学科:勾

`学

教育 (阝艮报小孛遣德与法治
∷
)

c  专科:思想政治教育 综合文科教育

十、音乐

硕±研究生:不限所学专业

本科工级学科:音乐与舞蹈学类 (音乐表演、音乐学、作曲与作曲
技术理论、舞蹈表演t舞蹈萆l舞蹈编导 )

本科二级学科:艺术教育、小学教育 (限报小学音乐 )

专科:音乐教育、舞蹈教育、表演艺术、音乐表演、舞蹈表演、服
装表演、影视表演、戏曲表演、编导、模特与礼仪、乐器维修技术、钢
琴调律、杂技表演、乐器维护服务、钢琴伴奏

十一、体育

硕士研究生:不限所学专业

∷本科一级学科:体育学类 (体育教育、运动训练、社会体育指导与
管理、武术与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人体科学、运动康复、休闲体育 )

本科二级学科:小学教育 (限报小学体育 )

丨  专科:体育教育、竞技体育、运动训练、社会体育、体育保健、体
育服务与管理、武术

十二、美术

硕士研究生:不限所学专业

本科∵级学科:美术学类 (美术学、绘画、雕塑、摄影、书法学、
中国画);设计学类 (艺术设计学、视觉传达设计、环境设计、产品设
计、服装与服饰设计、公共艺术、工艺美术、数字媒体艺术、艺术与科
技 )

杏科二级学科: 艺术教育小学教育 (限报小学美术)



专科:美术教育弋书法教育、艺术设计、产品造犁设计、视觉传达

艺术设计、电脑艺术设计、人物形象设计1装潢艺术设计、装饰艺术设

计、雕塑艺术设计两雕刻艺术与家真设计、旅游工艺品设计与制作、广

告设计与+ll作 。多媒佟误计与刮作1应用艺术设计、陶瓷艺术设计、广

告与会展、美永1舞台艺术诛计、枭画銮走  ∷ ∵∷∷
∷,∵∷∴∷

△

十三、信息技术

硕士研究生:不 限所学专业

本科一级学科:计算机类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软件工程、

程、信息安全、物联网工程、数字媒体技术、智能科学与技术、

网络工

空间信

息与数字技术、电子与计算机工程 )

本科二级学科:教育技术学

其他计算机本科专业:教育信∮急技术、现代信 J急技术教育、出版与

电脑编辑技术、互联网广告设计、电脑艺术设计、信息与计算科学、计

算数学及其应用软件、信息科学、电子信息科学与技术、微电子学、信

息安全t网 络与信`急
安全、计算机应用及安全管理、计算机与自动检测、

网络工程、自动化、电子信 J急 工程、通信工程、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电

子科学与技术、信息工程、软件工程、微电子技术、应用电子技术、计

算机及应用、计算机软件、计算机科学教育)电子与信息技术、计算机

通信、计算机应用技术、计算机应用与维护、办公自动化设各运行与维

修、̀道信技术、电子技术及微机应用、微型计算机及应用、办公自动化

技术、计算机与信息管理、计算机辅助机械设计、计算机与邮政通信、

信息处理与自动化、电器与电脑、数控技术及应用、网络技术与信‘急处

理、计算机网络与软件应用、电子工程、计算机制图、电脑图文处理与

制版、广告电脑制作、计算机网络技术、多媒体与网络技术、信息与多

媒体技术、信息及通信网络应用技术、计算机网络主程与管理、计算+/L

美术设计、计算机图形图像处理、计算机组装与维修、工厂计算机集中

控制:计算机辅助设计、计算机控制技术、机电设各及微机应用1计算

机系统维护技术、计算机辅助制造工艺、微电子控制技术、数据库应用



与信息管理1计算机辅助设计与制造、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经济信息
管理与计算机应用确企业信

`急 计算机管理

专科晷计算机教育、现代教育技术、

其他骜科类g交通安全与智能控制、数控镓术、计箅机辅助设计与∴
轲造、计算杌控锏技术1土业网

:瘩
技术:∶

∵薮痤谖客应角乌缑护、艹耷航
应用技术、计算机阙络技术 、计算机多媒体技术、计算机系统维护 、
计算机硬件与外设 、计算机信‘急管理、网络系统管理 、软件技术、图
形图像制作 ^动漫设计与制作、计算机网络与安全管理、网站规划与开
发技术、游戏软件、数据通信与网络系统、航空计算机技术与应用、软
件开发与项目管理、广告媒体开发T三维动画设计、计算机音乐制作、
电子信

`息
工程技术、应用电子技术 、信息安全技术、图文信

`息技术、微
电子技术、通信技术、计算机通信、通信网络与设各 、现代教育技术、
电脑艺术设计 、信

`惑 网络安全监察、司沽信
`息 技术 、司法信

`息
安全、

计算机

十四、科学

硕士研究生:不 限所学专业 (需取得小学、初中科学教师资格证;

高中通用技术或综合实践活动教师资格证;物理、化学、生物教师资格
证书)。

本科一级学科:物理学类专业 (需取得小学、初中科学教师资格证;

高中通用技术或综合实践活动教师资格证;初 中、高中物理教师资格证)。

化学类专业 (需取得小学、初中科学教师资格证;高 中通用技术或
综合实践活动教师资格证;初中、高中化学教师资格证)。

生物科学类专业 (需取得小学、初中科学教师资格证;高 中通用技
术或综合实践活动教师资格证;初中、高中生物教师资格证)。

本科二级学科:科学教育 (需取得小学、初中科学教师资格证、高中
通用技术或综合实践活动教师资格证)、 小学教育 (限报小学科学 )

专科:科学教育 (需取得小学、初中科学教师资格证;初中物理、化
学、生物教师资格证)、 物理教育 (需取得丬、学、初中科学教师资格证;



初中物理教师资格证 )∶ 、化学教育 (需取得小学0初中科学教师资格证;

初中化学教师资格证 )、÷生物教肓 《需取得小学、初中科学教师资格证;

初中生物教师资格证)(综合珲科教育 《需取得小学、初中科学教师资

格证;铒申彻嘿o化∷常∴牛铆彀师孳犟洱
l∷
∶⒎ⅡIⅡ ∷∷△Ⅱ-∵

-|∷

|∵∷∶∴∶∶∷ 十盖(心锂健康∵∷ 
∷  .

硕士研究生:不限所学专业。

本科一级学科:心理学类 (心理学、应用心理学)  ∵

专科:应用心理学、心理咨询。∴     '
十六、∷幼儿园

学前教育、幼儿教育、幼儿师范、幼儿艺术教育、幼儿艺体繇 △

音乐学 (学前教育师资)。

特别说明:

1。 如果对专业存在争议,以教育部
“学信网”

查询的考生当年高考

录取专业名称为准。

2.ⅩⅩ专业(ⅩⅩ师资方向、XX教育方向、XX教育、Ⅹx方 向),洳果 tXⅩ

师资方向、xx教育方向、XX熬育、Xx方 向)与 所报考学科一致,可 以报

考。

3.教育部 2Q12版本科专业目录新旧对照表申新二级学科专业包含

的原二级学科专业,按新二级学科专业对待。

。、画



陬件 4

新型冠状病毒防控工作贯穿于整个招聘过程,报考人员在现场

资格审核、笔试、面试、体怜时须遵守以下规定 :

~ 
—、须出示行程码和健康码∴高凤险地区前来的人杲,应按要

求出具7天 内本地核酸检测阴性的结果。

二、配合测量体温,出 现发热症状 (体温>37.3℃ )时 ,立即

进行临时隔离,并按防控办意见进行处置。

三、带好口罩∴讲究个人卫生,打喷嚏时用纸巾遮住或肘臂遮

挡白鼻,蒋使用过的纸巾熬入有盖的垃圾桶内,打喷嚏和咳嗽后应

用洗衣液 (或肥皂)彻底清洗双手。

四、在现场不交头接耳、不聚集、不扎堆,做到人与人之闫保

持一米以上距离。
j   

五、报考人员在资格审核(笔钛、面试、体检过程中出现胄体

不适,要及时报告。

六、如实报告个人近阶段旅居史,资格审核、笔试、面试、体

检时,不得隐瞒近 14禾的高风险地区旅居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