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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全省中小学教师招聘
南昌市教育局直属学校教师招聘公告

根据江西省教育厅、江西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关于做

好 2021 年全省中小学教师招聘工作的通知》、《江西省 2021 年

中小学教师招聘公告》、南昌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南昌

市市县（区）乡（镇、街道）事业单位统一组织公开招聘实施意

见的通知》（洪府厅发〔2012〕48 号）及市政府有关文件精神，

全市中小学校教师招聘全省统一笔试之后，面试及后续招聘工作

由市县（区）分级组织。市人社局会同市教育局共同负责市教育

局直属学校教师招聘面试工作，县（区）教师招聘面试工作由各

县（区）负责组织实施。

为切实做好市教育局直属学校 2021 年教师招聘工作，特发布

本公告。

一、指导思想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按照“四有”

好教师标准建设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为南昌教育事业蓬勃发

展提供坚强的人才保证。

二、组织机构

（一）为贯彻“公开、平等、竞争、择优”原则,切实做好教

师招聘工作，成立南昌市教育局直属学校教师招聘工作领导小组。

（二）职责分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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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市人社局和市教育局负责笔试后的后续招聘工作，驻局纪

检组对整个招聘过程进行全程监督。

2．市人社局、市教育局负责组织市直属学校岗位资格初审及

复审、确定入闱面试人员名单、体检、考核、选岗等工作。

三、招聘工作程序

（一）发布公告（已完成）

（二）网上报名（已完成）

（三）笔试及公布面试入闱名单（已完成）

（四）资格审查

报考市教育局直属学校教师岗位面试入闱人员资格审查公

告 6 月 11 日由南昌市教育局官方网站发布，递补人员资格审查

公告另行公布。教师招聘各项工作及时间安排见附件 1。

1.资格审查发布

本公告通过南昌市教育局网站发布，考生需持所有关材料参

加资格审查，在规定时间到指定地点进行现场资格审查，审查合

格方可参加面试；逾期或未参加现场资格审查视为自动放弃。

2.资格审查工作具体要求

（1）关于教师资格证。考生须提供符合所报考岗位要求的教

师资格证。已通过教师资格证考试但尚待进行教师资格认定的考

生，填写提交2021年 8月可取得教师资格证书承诺书（见附件6）；

已通过 2021 年教师资格审查、符合认定条件的人员，暂未拿到

教师资格证书，现场资格审查时须持当地教师资格认定机构开具

的符合认定教师资格条件证明（即通过了申请认定教师资格的各

环节考试测试，在 2021 年 8 月可取得教师资格证书）。

（2）关于毕业证。2021 年高校应届毕业生，提供就读高校

教务部门证明及个人学历承诺书（见附件 6）；其他考生须提供

高校毕业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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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关于同意报考证明。在我省各级各类中小学任教、具有

教师资格的正式在编教师报考，必须在同一县域内中小学校任教

累计不少于 5 年（即 2016 年 9 月及以前参加工作，三支一扶支

教人员和特岗教师服务期加上转为正式编制教师工作时间不少

于 5 年），且在笔试报名截止日前取得最后任教中小学校及教育

行政主管部门出具的同意报考证明；民办学校聘用的专职教师，

需在笔试报名截止日前取得由所在学校出具的同意报考证明。

服务不满 5 年或处于试用期的在编教师报考，须在笔试报名截止

日前，取得学校及其主管教育行政部门同意的解除聘用关系证

明，并在面试资格审查前完成下编手续。

2021 年服务期满三年、未转为正式在编教师的特岗教师可以

报考（须在笔试报名截止日前取得所在学校及教育行政部门出具

的同意报考证明），正在服务期内的特岗教师不得报考。

笔试报名截止日为考生笔试缴费日，即 2021 年 3 月 17 日。

有关证明材料均需单位负责人签字并加盖单位公章，如不能提

供，资格审查不予通过。

（4）对资格审查中因资格不符被取消面试资格或考生放弃面

试资格产生的面试人员空缺，从该岗位所有具备有效成绩但未入

闱的人员（含原报该岗位及调剂到该岗位的未入闱人员）中按高

分到低分的顺序递补一次。如遇分数并列的，可同时递补进行资

格审查。已调剂入闱人员不再具备原报考岗位的递补资格。考生

在原报考岗位与调剂岗位均可递补时，只能在这两个岗位中选择

一个递补入闱，并向双方招聘单位出具承诺书（附件 6），违者

将取消面试资格。递补人员资格不符或放弃面试产生的空额不再

继续递补。

（5）经调剂后入闱面试人数仍不达规定比例或出现无人可递

补的情况，则已通过资格审查的人员全部可进入面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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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资格审查中如有放弃及未通过的人员，招聘工作领导小

组作好详细记录，以便备查。资格审查完成后，招聘工作领导小

组将合格人员分学段、分学科建立花名册。

（7）资格审查贯穿招聘工作全过程。凡发现与《江西省 2021

年中小学教师招聘公告》范围和条件不符或弄虚作假的，将取消

其聘用资格。

（五）确定面试人员

1.招聘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根据资格审查的结果，负责汇总

核对报考市教育局直属学校岗位入闱面试人员信息。

2.招聘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完成面试人员分组。

3.7 月 8 日-9 日网络打印面试准考证。打印面试准考证网站：

http://www.nceea.cn/。

（六）面试

1．面试内容和方式

面试主要考察考生的教育教学水平和能力。

市教育局直属学校教师岗位的面试方式为说课，满分为 100

分，面试时限 20 分钟；音乐、体育与健康学科面试方式为：15

分钟说课，面试考场内 5 分钟专业技能展示，考生自选展示内容

（形式不限，如需教具，考生自备）。

不提前公布面试考题及相关信息。

面试成绩采取去掉一个最高分和一个最低分后计算平均分

的方式（四舍五入，保留两位小数）。

2．面试安排

(1)面试地点：另行公布

(2)面试时间：2021 年 7 月 11 日（如遇变化，南昌市教育局

官方网站将提前公告）

考试具体时间及场次安排，详见考生准考证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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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面试流程：报到→抽签→候考→备课→面试→评分→统

分→确认→离场

流程 1 报到：按照准考证所列内容和要求，考生佩戴口罩凭

本人有效二代身份证和准考证到指定地点扫码、测温、报到。

流程 2 抽签：在检录员的组织下，抽签确定面试顺序。考生

抽取面试试题。

流程 3 候考：未到面试时间的，请在指定的候考室等候。

流程 4 备课：在引导员的指引下，到指定的备课室进行备课。

考生备课时间为 60 分钟。

流程 5 面试：在监察员的引导下，到指定的面试考室面试。

流程 6 评分：面试考官根据考生面试情况，独立评出其面试

分数，签名后交统分员。

流程 7 统分：统分员按照考官所给考生得分，去除一个最高

和一个最低得分，计算并填写考生面试得分。

流程 8 确认：在《面试成绩统分表》上，考生在统分员指定

的位置签名，并在考场视频记录仪镜头前手持已签名的成绩单进

行视频确认，考生上交面试顺序卡等相关材料。

流程 9 离场：确认成绩后，立即离开考场、考点。

3.注意事项

（1）考生务必带好二代有效身份证、面试准考证参加面试。

考生进入考点自觉佩戴口罩，按照要求扫码、测量体温，除二代

有效身份证、面试准考证，须将随身携带的其他物品寄存在考点

指定位置，不得携带手机、书籍、资料及其他电子设备等（报考

音乐、体育与健康学科需携带教具进场的，须经工作人员检查并

允许后方可带入）进入考场区域，一经发现，则视作舞弊，面试

成绩判零分。面试时如出现缺席、迟到、违纪等情况，其面试成

绩以零分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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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面试期间考生全程封闭。考生于当天早上 6:15 之前到

达面试地点。凭证进入考点，6:45 之前到达相应学科面试组别的

候考室集中报到，在检录员组织下集中抽签确定面试的顺序；届

时未到者，取消面试资格。

（3）考生考试顺序经抽签确定。每考场各学段学科的第 1

号考生作为考生代表，在监考和纪检人员的组织监督下，抽取本

学段学科的试题题本。考生按抽签顺序参加考试，待考考生全程

不得离开候考室（特殊情况需经本考场监考人员及纪检人员同意

并全程陪同）。下午进行面试的考生，在监考和纪检人员的监督

下，中午在候考室就餐（考点提供）、休息，未经批准不得离开

候考室，否则按弃权处理，并立即离开考点。

（4）除正常考试外，考生不得与考官及其他面试工作人员

接触。面试时，只报面试顺序号，不得泄露本人身份。

（5）考生面试结束并确认本人成绩后，必须立即离开考场、

考点。离开考点时凭证取回寄存物品。

（6）考生应自觉遵守面试纪律及有关注意事项，服从面试

工作人员的安排。

4．面试成绩汇总

（1）由面试考务工作办公室完成统计汇总工作，确定考生

的最终成绩。

（2）面试时如出现缺席、迟到、违纪等情况，其面试成绩

以零分计算。

（3）同一岗位入闱面试考生原则上在同一面试小组面试。

如果同一岗位面试人数较多，需要 2 个或 2 个以上面试考官小组

共同完成时，应对参加面试人员随机分组，并对面试成绩进行修

正。修正公式为：考生面试成绩=考生面试得分×（同一职位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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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考生平均分÷考生所在面试小组的考生平均分）。公式中计算

平均分时，应去掉 2 个最高分、2 个最低分。

5.总成绩的计算

总成绩实行百分制，满分 100 分。按照省教育厅、人社厅《关

于做好 2021 年全省中小学教师招聘工作的通知》规定：中小学

教师岗位笔试科目为“教育综合知识”和相应学科“学科专业知

识”两科，考试依据《江西省中小学、幼儿园教师招聘考试大纲

（2019 年修订版）》；音乐、体育、美术教师岗位笔试和面试成

绩分别占40%和60%，其它学科教师岗位笔试和面试成绩各占50%。

面试成绩如出现需要修正的，以修正后的面试成绩为准，并按照

上述规定笔试、面试成绩占比计算总成绩。

考试成绩四舍五入，保留两位小数。

例如：中小学教师岗位（非音乐、体育、美术学科）笔试两

科总分 200 分，考生实际得分 120 分；面试满分为 100 分，而考

生实际得分为 80 分，则：考生最后总成绩折合百分制成绩为 120

×（50÷200）+80×（50÷100）=30+40=70 分。

6.确定入闱体检名单

根据岗位计划数按照考生总成绩从高到低等额确定入闱体

检人员名单。末位并列的面试成绩高的优先，若面试成绩也相同

的按学科专业知识成绩高的优先，面试成绩和学科专业知识成绩

均相同的，采取加试方式确定入闱体检人员。其中：

（1）达到面试开考比例的岗位，根据岗位计划数按照考生

总成绩从高到低等额确定入闱体检人员名单；

（2）未达面试开考比例的岗位，按总成绩排序确定入闱体

检人员名单时，在岗位计划数内排在最后一位的考生，其面试成

绩须达到 70 分或达到所在面试考场全部考生的平均分；排序在

计划数内的其他考生全部入闱体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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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体检

1．面试结束后，入闱体检人员名单在南昌市教育局官方网站

公布。

2.体检标准参照《江西省教师资格申请人员体检标准（修订）》

（赣教规字〔2021〕3 号）文件执行。因放弃体检或体检不合格

等情况出现的空额岗位，按考试总成绩依次递补一次；如遇总成

绩相同的，面试成绩高的优先，面试成绩仍相同的，学科专业知

识成绩高的优先。递补人员面试成绩须达到 70 分或达到所在面

试考场全部考生的平均分。

（八）考核

1.考核工作由市教育局组织安排进行。通过调查了解或查阅

档案的形式，从思想政治表现、道德品质、业务能力、工作实绩

等方面对考生进行考核。

2.考核结果要形成书面材料，一般为 500 字左右。考核结论

应实事求是，客观公正。有不良反映的要核实清楚；考核不合格

的，取消其招聘资格。

3．因放弃考核或考核不合格等情况出现的空额岗位，不再递

补。

（九）选岗及公示

1.考试、体检、考核工作结束后，对招考未标注具体招聘学

校的岗位，在选岗前进行公示。综合考试、体检和考核结果，按

总成绩由高分到低分（男性岗位、女性岗位、应届生岗位一并排

序）依次选定岗位。对同一学段同一学科不同考场的入闱选岗考

生面试成绩，按照面试成绩汇总第（3）点的修正公式进行修正。

此环节的修正成绩及排序只限于选岗使用排序。如遇总成绩相同

的，面试成绩高的优先，面试成绩仍相同的，学科专业知识成绩

高的优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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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经南昌市教育局直属学校教师招聘工作领导小组研究确定

拟聘人员名单，并将拟聘用人员名单在南昌市教育局官方网站进

行不少于 7 个工作日的公示，公示未通过的空缺名额不再递补。

（十）聘用

1.拟聘人员经公示无异议后，由市人社局下达聘用批复。市

教育局直属各有关学校及时按规定为聘用人员办理聘用手续。用

人单位将《南昌市事业单位聘用工作人员登记表》（附件 2）、

《南昌市事业单位公开招聘拟聘用人员名册》（附件 3）随聘用

报告等材料一同逐级审核上报，《南昌市事业单位聘用工作人员

登记表》经市人社局核准后存入个人档案。聘用人员于 2021 年

秋季持证上岗，服务期不少于 5 年。用人单位与受聘人员签订聘

用合同、办理聘用备案等相关手续。依照国家有关规定实行试用

期考核，试用期满考核不合格，按规定予以解聘。

2.聘用人员在聘用期间工资、福利、社保等均享受本单位同

类人员的待遇。

四、纪律与监督

（一）公开招聘教师工作是一项十分重要而严肃的工作，关

系到党和政府的形象，涉及到参考人员的切身利益，要做到信息

公开、过程公开、结果公开，接受社会及有关部门的监督。

（二）应聘人员要诚实守信，不提供虚假材料，对违反公开

招聘纪律的应聘人员，视情节轻重取消考试、聘用资格，直至解

除聘用合同、清退。

（三）参加招聘工作的有关部门和学校要高度重视、认真对

待、精心组织、精心实施，注意工作的各个环节，遵守各项工

作纪律，严格遵守保密规定，杜绝任何舞弊的现象发生。若出

现舞弊或工作失职并造成一定后果的，将根据有关规定追究有

关单位领导和工作人员的责任，视情节轻重调离聘用工作岗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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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给予处分。

五、其他

（1）秋季开学后，市教育局直属各有关学校需将本年度通

过公开招聘聘任的教师花名册情况上报市教育局、市人社局。

（2）市教育局咨询及监督电话：0791—83850350

（3）县区教师招聘工作具体由县区人社、教育部门负责组织

实施，详情查阅网址及咨询电话见附件 5。

（4）按照国家疫情防控要求,做好资格审查、面试、考核、

选岗等环节疫情防控措施。对隐瞒接触史和旅居史、病情或拒不

执行疫情防控措施，引起不良后果的考生及工作人员，将依法追

究其法律责任。有以下情形者不得参加各招聘环节现场活动：新

冠肺炎确诊病例、疑似病例，新冠病毒无症状感染者；密切接触

者、密切接触者的密切接触者。

考生参加招聘各环节现场活动当天入场时要出示“昌通码”，

“昌通码”为绿码且经现场测量体温正常（<37. 3℃) 并无干咳

等异常症状者方可进入。省外考生应密切关注居住地疫情情况，

根据防控政策要求合理安排时间来昌，境外考生应至少提前 28

天抵达国内。其中，资格审查或考前 14 天内有国内中高风险地

区旅居史等情形的考生还应当持 7 天内核酸检测阴性证明。参加

招聘各环节现场活动的考生应自备一次性医用口罩或无呼吸阀

的 N95 口罩，除身份确认、面试答题、用餐需摘除口罩以外，

应全程佩戴，做好个人防护。

六、本公告由南昌市教育局直属学校教师招聘工作领导小组

负责解释。

附件：

1.南昌市 2021 年市教育局直属学校教师招聘笔试后工作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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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安排

2.南昌市事业单位聘用工作人员登记表

3.南昌市事业单位公开招聘拟聘用人员名册

4.南昌市 2021 年市直属学校教师招聘岗位表

5.2021 全省中小学教师招聘南昌市直、各县区联系方式汇总

6.承诺书

2021 年全省中小学教师招聘

南昌市教育局直属学校教师招聘工作领导小组

2021 年 6 月 1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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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南昌市 2021 年市教育局直属学校教师招聘笔试后

工作日程安排

时间 内容

6月 11 日（周五）
发布南昌市直属学校教师招聘工作公告、

资格审查公告

6 月 19 日-20 日（周六-周日） 组织入闱面试考生进行集中资格审查

6月 22 日（周二） 发布递补人员名单及资格审查公告

6 月 26 日-27 日（周六-周日） 组织递补人员进行集中资格审查

6月 28 日（周一） 汇总资格审查情况、确定面试人员名单

6 月 29-30 日（周二-周三）
发布资格审查复审结果等事宜公告，完成面试

人员分组

7 月 8 日-9 日（周四至周五） 考生网上打印准考证

7月 10 日（周六） 完成考点、考场环境布置、抽调考官等事宜

7月 11 日（周日） 组织面试

7月 13 日（周二）
发布面试考生考试总成绩、入闱体检人员名单

及体检有关事宜的公告

7月中下旬
组织考生体检、考核及未明确岗位的考生进行

选岗

7月中下旬
招聘领导小组研究拟聘用人员名单完成拟聘

人员公示

7 月下旬 办理聘用手续

注：以上各项工作时间安排，如发生变化，具体以网络公告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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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南昌市事业单位聘用工作人员登记表

本表由用人单位负责组织填写,存入本人档案。

姓名 性别 民族

照片

出生

年月
政治面貌

户籍

所在地

身份证号码

学历学位(毕业院

校、专业及时间)

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专业技术资格） 取得时间

执业资格 取得时间

聘用单位

聘用岗位种类 管理岗位□专业技术岗位□工勤岗位□

招聘形式 批复文号

考试成绩
笔试成绩 面试成绩 总成绩

体检结果 考核结果

简历

聘用单

位意见

年 月 日

主管

部门

意见

年 月 日

县（区）

人社局

意见

市人

社局

意见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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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南昌市事业单位公开招聘拟聘用人员名册

用人单位（盖章）： 主管部门（盖章）： 时间： 年 月 日

序

号
姓名

性

别
身份证号

学历

（学位）
毕业时间 毕业院校

所学

专业

考试情况

体检

结果

考

核

结

果

拟聘学校及

岗位
公共

科目

成绩

专业

科目

成绩

面试

成绩

总成

绩

1

2

3

4

5

6

7

8

9

注：本表存用人单位、主管部门、政府人事行政部门各一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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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

2021 年江西省中小学教师招聘南昌市教育局直属学校教师招聘岗位表

序号 招聘市
（区）县 招聘单位 招聘

岗位 岗位代码 岗位条件 招聘
人数 备 注

310
江西省南昌市

市辖区

南昌市第二十

七中学

初中历

史
100180204012

1.具有初中及以上历史学科教师资格证；

2.本科及以上学历；3.年龄 35 周岁以下
1

311
江西省南昌市

市辖区

南昌市第二十

七中学

初中物

理
100180206014

1.具有初中及以上物理学科教师资格证；

2.本科及以上学历；3.年龄 35 周岁以下
1

312
江西省南昌市

市辖区

南昌市第三中

学

初中道

德与法

治

100180215010

1.具有初中及以上思想品德学科教师资

格证；2.本科及以上学历；3.年龄 35 周

岁以下

1

313
江西省南昌市

市辖区

南昌市第十九

中学

初中地

理
100180205011

1.具有初中及以上地理学科教师资格证；

2.本科及以上学历；3.年龄 35 周岁以下
1

314
江西省南昌市

市辖区

南昌市第十九

中学

初中体

育与健

康

100180213013

1.具有初中及以上体育与健康学科教师

资格证；2.体育相关专业；3.本科及以上

学历；4.年龄 35 周岁以下

1

315
江西省南昌市

市辖区

南昌市第十六

中学

高中音

乐
100180309016

1.具有高中及以上音乐学科教师资格证；

2.音乐相关专业；3.本科及以上学历；4.

年龄 35 周岁以下

1

316
江西省南昌市

市辖区

南昌市洪城学

校

初中语

文
100180201015

1.具有初中及以上语文学科教师资格证；

2.本科及以上学历；3.年龄 35 周岁以下
1

317
江西省南昌市

市辖区

南昌市教育局

直属学校

高中语

文
100180301045

1.具有高中及以上语文学科教师资格证；

2.本科及以上学历；3.年龄 35 周岁以下；

4.限高校应届毕业生报考

5

该岗位与同学段、同学科岗位（代码：

100180301046、100180301047）一并按总成绩由高

到低排序选岗；岗位（人数）为：南昌汽车机电学

校（1人）、南昌二十三中（1 人）、南昌十八中

（1人）、南昌十二中（1 人）、南昌十七中（1

人）、南昌十三中（1人）、南昌市十五（1人）、

南昌一专（4人）、南昌市洪都中学（4 人）、南

昌市启音学校（1人）、南昌市豫章中学（1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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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招聘市
（区）县 招聘单位 招聘

岗位 岗位代码 岗位条件 招聘
人数 备 注

318
江西省南昌市

市辖区

南昌市教育局

直属学校

高中语

文
100180301046

1.具有高中及以上语文学科教师资格证；

2.本科及以上学历；3.年龄 35 周岁以下；

4.限男性

6

该岗位与同学段、同学科岗位（代码：

100180301045、100180301047）一并按总成绩由高

到低排序选岗；岗位（人数）为：南昌汽车机电学

校（1人）、南昌二十三中（1 人）、南昌十八中

（1人）、南昌十二中（1 人）、南昌十七中（1

人）、南昌十三中（1人）、南昌市十五（1人）、

南昌一专（4人）、南昌市洪都中学（4 人）、南

昌市启音学校（1人）、南昌市豫章中学（1 人）。

319
江西省南昌市

市辖区

南昌市教育局

直属学校

高中语

文
100180301047

1.具有高中及以上语文学科教师资格证；

2.本科及以上学历；3.年龄 35 周岁以下；

4.限女性

6

该岗位与同学段、同学科岗位（代码：

100180301045、100180301046）一并按总成绩由高

到低排序选岗；岗位（人数）为：南昌汽车机电学

校（1人）、南昌二十三中（1 人）、南昌十八中

（1人）、南昌十二中（1 人）、南昌十七中（1

人）、南昌十三中（1人）、南昌市十五（1人）、

南昌一专（4人）、南昌市洪都中学（4 人）、南

昌市启音学校（1人）、南昌市豫章中学（1 人）。

320
江西省南昌市

市辖区

南昌市教育局

直属学校

高中数

学
100180302030

1.具有高中及以上数学学科教师资格证；

2.本科及以上学历；3.年龄 35 周岁以下；

4.限高校应届毕业生报考

4

该岗位与同学段、同学科岗位（代码：

100180302031、100180302032）一并按总成绩由高

到低排序选岗；岗位（人数）为：南昌市八一中学

（1人）、南昌八中（1 人）、南昌二十三中（1

人）、南昌十八中（1人）、南昌十二中（1人）、

南昌一专（1人）、南昌市洪都中学（1 人）、南

昌市盲童学校（1人）、南昌市实验中学（1 人）、

南昌市豫章中学（1人）。

321
江西省南昌市

市辖区

南昌市教育局

直属学校

高中数

学
100180302031

1.具有高中及以上数学学科教师资格证；

2.本科及以上学历；3.年龄 35 周岁以下；

4.限男性

3

该岗位与同学段、同学科岗位（代码：

100180302030、100180302032）一并按总成绩由高

到低排序选岗；岗位（人数）为：南昌市八一中学

（1人）、南昌八中（1 人）、南昌二十三中（1

人）、南昌十八中（1人）、南昌十二中（1人）、

南昌一专（1人）、南昌市洪都中学（1 人）、南

昌市盲童学校（1人）、南昌市实验中学（1 人）、

南昌市豫章中学（1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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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招聘市
（区）县 招聘单位 招聘

岗位 岗位代码 岗位条件 招聘
人数 备 注

322
江西省南昌市

市辖区

南昌市教育局

直属学校

高中数

学
100180302032

1.具有高中及以上数学学科教师资格证；

2.本科及以上学历；3.年龄 35 周岁以下；

4.限女性

3

该岗位与同学段、同学科岗位（代码：

100180302030、100180302031）一并按总成绩由高

到低排序选岗；岗位（人数）为：南昌市八一中学

（1人）、南昌八中（1 人）、南昌二十三中（1

人）、南昌十八中（1人）、南昌十二中（1人）、

南昌一专（1人）、南昌市洪都中学（1 人）、南

昌市盲童学校（1人）、南昌市实验中学（1 人）、

南昌市豫章中学（1人）。

323
江西省南昌市

市辖区

南昌市教育局

直属学校

高中英

语
100180303042

1.具有高中及以上英语学科教师资格证；

2.本科及以上学历；3.年龄 35 周岁以下；

4.限高校应届毕业生报考

6

该岗位与同学段、同学科岗位（代码：

100180303043、100180303044）一并按总成绩由高

到低排序选岗；岗位（人数）为：南昌市第八中学

（1人）、南昌市第二十三中学（1 人）、南昌市

第十八中学（1人）、南昌市第十二中学（1 人）、

南昌市第十三中学（1人）、南昌市第十四中学（1

人）、南昌市洪都中学（2 人）、南昌市盲童学校

（1人）、南昌市实验中学（1 人）。

324
江西省南昌市

市辖区

南昌市教育局

直属学校

高中英

语
100180303043

1.具有高中及以上英语学科教师资格证；

2.本科及以上学历；3.年龄 35 周岁以下；

4.限男性

2

该岗位与同学段、同学科岗位（代码：

100180303042、100180303044）一并按总成绩由高

到低排序选岗；岗位（人数）为：南昌市第八中学

（1人）、南昌市第二十三中学（1 人）、南昌市

第十八中学（1人）、南昌市第十二中学（1 人）、

南昌市第十三中学（1人）、南昌市第十四中学（1

人）、南昌市洪都中学（2 人）、南昌市盲童学校

（1人）、南昌市实验中学（1 人）。

325
江西省南昌市

市辖区

南昌市教育局

直属学校

高中英

语
100180303044

1.具有高中及以上英语学科教师资格证；

2.本科及以上学历；3.年龄 35 周岁以下；

4.限女性

2

该岗位与同学段、同学科岗位（代码：

100180303042、100180303043）一并按总成绩由高

到低排序选岗；岗位（人数）为：南昌市第八中学

（1人）、南昌市第二十三中学（1 人）、南昌市

第十八中学（1人）、南昌市第十二中学（1 人）、

南昌市第十三中学（1人）、南昌市第十四中学（1

人）、南昌市洪都中学（2 人）、南昌市盲童学校

（1人）、南昌市实验中学（1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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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招聘市
（区）县 招聘单位 招聘

岗位 岗位代码 岗位条件 招聘
人数 备 注

326
江西省南昌市

市辖区

南昌市教育局

直属学校

高中历

史
100180304024

1.具有高中及以上历史学科教师资格证；

2.本科及以上学历；3.年龄 35 周岁以下；

4.限高校应届毕业生报考

5

该岗位与同学段、同学科岗位（代码：

100180304025、100180304026）一并按总成绩由高

到低排序选岗；岗位（人数）为：南昌二十六中（1

人）、南昌十二中（1人）、南昌十六中（1人）、

南昌十七中（1人）、南昌市十三中（1 人）、南

昌十四中（2人）、南昌十中（1 人）、南昌一专

（1人）、南昌市洪都中学（3 人）、南昌市豫章

中学（1人）。

327
江西省南昌市

市辖区

南昌市教育局

直属学校

高中历

史
100180304025

1.具有高中及以上历史学科教师资格证；

2.本科及以上学历；3.年龄 35 周岁以下；

4.限男性

4

该岗位与同学段、同学科岗位（代码：

100180304024、100180304026）一并按总成绩由高

到低排序选岗；岗位（人数）为：南昌二十六中（1

人）、南昌十二中（1人）、南昌十六中（1人）、

南昌十七中（1人）、南昌市十三中（1 人）、南

昌十四中（2人）、南昌十中（1 人）、南昌一专

（1人）、南昌市洪都中学（3 人）、南昌市豫章

中学（1人）。

328
江西省南昌市

市辖区

南昌市教育局

直属学校

高中历

史
100180304026

1.具有高中及以上历史学科教师资格证；

2.本科及以上学历；3.年龄 35 周岁以下；

4.限女性

4

该岗位与同学段、同学科岗位（代码：

100180304024、100180304025）一并按总成绩由高

到低排序选岗；岗位（人数）为：南昌二十六中（1

人）、南昌十二中（1人）、南昌十六中（1人）、

南昌十七中（1人）、南昌市十三中（1 人）、南

昌十四中（2人）、南昌十中（1 人）、南昌一专

（1人）、南昌市洪都中学（3 人）、南昌市豫章

中学（1人）。

329
江西省南昌市

市辖区

南昌市教育局

直属学校

高中地

理
100180305018

1.具有高中及以上地理学科教师资格证；

2.本科及以上学历；3.年龄 35 周岁以下；

4.限高校应届毕业生报考

1

该岗位与同学段、同学科岗位（代码：

100180305019、100180305020）一并按总成绩由高

到低排序选岗；岗位（人数）为：南昌市第十八中

学（1人）、南昌市洪都中学（2 人）。

330
江西省南昌市

市辖区

南昌市教育局

直属学校

高中地

理
100180305019

1.具有高中及以上地理学科教师资格证；

2.本科及以上学历；3.年龄 35 周岁以下；

4.限男性

1

该岗位与同学段、同学科岗位（代码：

100180305018、100180305020）一并按总成绩由高

到低排序选岗；岗位（人数）为：南昌市第十八中

学（1人）、南昌市洪都中学（2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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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招聘市
（区）县 招聘单位 招聘

岗位 岗位代码 岗位条件 招聘
人数 备 注

331
江西省南昌市

市辖区

南昌市教育局

直属学校

高中地

理
100180305020

1.具有高中及以上地理学科教师资格证；

2.本科及以上学历；3.年龄 35 周岁以下；

4.限女性

1

该岗位与同学段、同学科岗位（代码：

100180305018、100180305019）一并按总成绩由高

到低排序选岗；岗位（人数）为：南昌市第十八中

学（1人）、南昌市洪都中学（2 人）。

332
江西省南昌市

市辖区

南昌市教育局

直属学校

高中物

理
100180306039

1.具有高中及以上物理学科教师资格证；

2.本科及以上学历；3.年龄 35 周岁以下；

4.限高校应届毕业生报考

1

该岗位与同学段、同学科岗位（代码：

100180306040、100180306041）一并按总成绩由高

到低排序选岗；岗位（人数）为：南昌市第十七中

学（1人）、南昌市洪都中学（4 人）。

333
江西省南昌市

市辖区

南昌市教育局

直属学校

高中物

理
100180306040

1.具有高中及以上物理学科教师资格证；

2.本科及以上学历；3.年龄 35 周岁以下；

4.限男性

2

该岗位与同学段、同学科岗位（代码：

100180306039、100180306041）一并按总成绩由高

到低排序选岗；岗位（人数）为：南昌市第十七中

学（1人）、南昌市洪都中学（4 人）。

334
江西省南昌市

市辖区

南昌市教育局

直属学校

高中物

理
100180306041

1.具有高中及以上物理学科教师资格证；

2.本科及以上学历；3.年龄 35 周岁以下；

4.限女性

2

该岗位与同学段、同学科岗位（代码：

100180306039、100180306040）一并按总成绩由高

到低排序选岗；岗位（人数）为：南昌市第十七中

学（1人）、南昌市洪都中学（4 人）。

335
江西省南昌市

市辖区

南昌市教育局

直属学校

高中化

学
100180307021

1.具有高中及以上化学学科教师资格证；

2.本科及以上学历；3.年龄 35 周岁以下；

4.限高校应届毕业生报考

1

该岗位与同学段、同学科岗位（代码：

100180307022、100180307023）一并按总成绩由高

到低排序选岗；岗位（人数）为：南昌市第十七中

学（1人）、南昌市洪都中学（3 人）、南昌市盲

童学校（1人）。

336
江西省南昌市

市辖区

南昌市教育局

直属学校

高中化

学
100180307022

1.具有高中及以上化学学科教师资格证；

2.本科及以上学历；3.年龄 35 周岁以下；

4.限男性

2

该岗位与同学段、同学科岗位（代码：

100180307021、100180307023）一并按总成绩由高

到低排序选岗；岗位（人数）为：南昌市第十七中

学（1人）、南昌市洪都中学（3 人）、南昌市盲

童学校（1人）。

337
江西省南昌市

市辖区

南昌市教育局

直属学校

高中化

学
100180307023

1.具有高中及以上化学学科教师资格证；

2.本科及以上学历；3.年龄 35 周岁以下；

4.限女性

2

该岗位与同学段、同学科岗位（代码：

100180307021、100180307022）一并按总成绩由高

到低排序选岗；岗位（人数）为：南昌市第十七中

学（1人）、南昌市洪都中学（3 人）、南昌市盲

童学校（1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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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招聘市
（区）县 招聘单位 招聘

岗位 岗位代码 岗位条件 招聘
人数 备 注

338
江西省南昌市

市辖区

南昌市教育局

直属学校

高中生

物
100180308027

1.具有高中及以上生物学科教师资格证；

2.本科及以上学历；3.年龄 35 周岁以下；

4.限高校应届毕业生报考

3

该岗位与同学段、同学科岗位（代码：

100180308028、100180308029）一并按总成绩由高

到低排序选岗；岗位（人数）为：南昌市第三中学

（1人）、南昌市第十八中学（1 人）、南昌市第

十二中学（1人）、南昌市第十三中学（1 人）、

南昌市第十四中学（1人）、南昌市第十五中学（1

人）、南昌市洪都中学（3人）。

339
江西省南昌市

市辖区

南昌市教育局

直属学校

高中生

物
100180308028

1.具有高中及以上生物学科教师资格证；

2.本科及以上学历；3.年龄 35 周岁以下；

4.限男性

3

该岗位与同学段、同学科岗位（代码：

100180308027、100180308029）一并按总成绩由高

到低排序选岗；岗位（人数）为：南昌市第三中学

（1人）、南昌市第十八中学（1 人）、南昌市第

十二中学（1人）、南昌市第十三中学（1 人）、

南昌市第十四中学（1人）、南昌市第十五中学（1

人）、南昌市洪都中学（3人）。

340
江西省南昌市

市辖区

南昌市教育局

直属学校

高中生

物
100180308029

1.具有高中及以上生物学科教师资格证；

2.本科及以上学历；3.年龄 35 周岁以下；

4.限女性

3

该岗位与同学段、同学科岗位（代码：

100180308027、100180308028）一并按总成绩由高

到低排序选岗；岗位（人数）为：南昌市第三中学

（1人）、南昌市第十八中学（1 人）、南昌市第

十二中学（1人）、南昌市第十三中学（1 人）、

南昌市第十四中学（1人）、南昌市第十五中学（1

人）、南昌市洪都中学（3人）。

341
江西省南昌市

市辖区

南昌市教育局

直属学校

高中体

育与健

康

100180313036

1.具有高中及以上体育与健康学科教师

资格证；2.体育相关专业；3.本科及以上

学历；4.年龄 35 周岁以下；5.限高校应

届毕业生报考

3

该岗位与同学段、同学科岗位（代码：

100180313037、100180313038）一并按总成绩由高

到低排序选岗；岗位（人数）为：南昌市八一中学

（1人）、南昌市第二十六中学（1 人）、南昌市

第十二中学（1人）、南昌市第十四中学（2 人）、

南昌市洪都中学（2人）、南昌市启音学校（1人）、

南昌市豫章中学（1人）。

342
江西省南昌市

市辖区

南昌市教育局

直属学校

高中体

育与健

康

100180313037

1.具有高中及以上体育与健康学科教师

资格证；2.体育相关专业；3.本科及以上

学历；4.年龄 35 周岁以下；5.限男性

3

该岗位与同学段、同学科岗位（代码：

100180313036、100180313038）一并按总成绩由高

到低排序选岗；岗位（人数）为：南昌市八一中学

（1人）、南昌市第二十六中学（1 人）、南昌市

第十二中学（1人）、南昌市第十四中学（2 人）、

南昌市洪都中学（2人）、南昌市启音学校（1人）、

南昌市豫章中学（1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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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招聘市
（区）县 招聘单位 招聘

岗位 岗位代码 岗位条件 招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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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3
江西省南昌市

市辖区

南昌市教育局

直属学校

高中体

育与健

康

100180313038

1.具有高中及以上体育与健康学科教师

资格证；2.体育相关专业；3.本科及以上

学历；4.年龄 35 周岁以下；5.限女性

3

该岗位与同学段、同学科岗位（代码：

100180313036、100180313037）一并按总成绩由高

到低排序选岗；岗位（人数）为：南昌市八一中学

（1人）、南昌市第二十六中学（1 人）、南昌市

第十二中学（1人）、南昌市第十四中学（2 人）、

南昌市洪都中学（2人）、南昌市启音学校（1人）、

南昌市豫章中学（1人）。

344
江西省南昌市

市辖区

南昌市教育局

直属学校

高中思

想政治
100180316033

1.具有高中及以上思想政治学科教师资

格证；2.本科及以上学历；3.年龄 35 周

岁以下；4.限高校应届毕业生报考

4

该岗位与同学段、同学科岗位（代码：

100180316034、100180316035）一并按总成绩由高

到低排序选岗；岗位（人数）为：南昌汽车机电学

校（1人）、南昌二十六中（1 人）、南昌二十三

中（1人）、南昌十六中（1 人）、南昌市十七中

（1人）、南昌一专（4人）、南昌市洪都中学（2

人）、南昌市启音学校（2 人）、南昌市实验中学

（1人）。

345
江西省南昌市

市辖区

南昌市教育局

直属学校

高中思

想政治
100180316034

1.具有高中及以上思想政治学科教师资

格证；2.本科及以上学历；3.年龄 35 周

岁以下；4.限男性

5

该岗位与同学段、同学科岗位（代码：

100180316033、100180316035）一并按总成绩由高

到低排序选岗；岗位（人数）为：南昌汽车机电学

校（1人）、南昌二十六中（1 人）、南昌二十三

中（1人）、南昌十六中（1 人）、南昌市十七中

（1人）、南昌一专（4人）、南昌市洪都中学（2

人）、南昌市启音学校（2 人）、南昌市实验中学

（1人）。

346
江西省南昌市

市辖区

南昌市教育局

直属学校

高中思

想政治
100180316035

1.具有高中及以上思想政治学科教师资

格证；2.本科及以上学历；3.年龄 35 周

岁以下；4.限女性

5

该岗位与同学段、同学科岗位（代码：

100180316033、100180316034）一并按总成绩由高

到低排序选岗；岗位（人数）为：南昌汽车机电学

校（1人）、南昌二十六中（1 人）、南昌二十三

中（1人）、南昌十六中（1 人）、南昌市十七中

（1人）、南昌一专（4人）、南昌市洪都中学（2

人）、南昌市启音学校（2 人）、南昌市实验中学

（1人）。

347
江西省南昌市

市辖区

南昌市教育局

直属学校

高中信

息技术

和通用

技术

100180317017

1.具有高中及以上技术（通用技术、信息

技术）学科教师资格证；2.本科及以上学

历；3.年龄 35 周岁以下

2

该岗位按总成绩由高到低排序选岗；岗位（人数）

为：南昌市第二十六中学（1人）、南昌市第十八

中学（1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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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5

2021 全省中小学教师招聘南昌市直、各县区联系方式汇总

单位名称 网址 咨询电话

南昌市教育局 南昌市教育局 http://edu.nc.gov.cn/ 0791-83850350

南昌县教体局 南昌县教体局 http://www.ncxedu.cn/ 0791-85714049

新建区教体局

新建区教育体育局

http://xxgk.nc.gov.cn/xjqxxgk1/bmzkly/gkmlpt_list.

shtml?dcode=d130143

0791-83758482

进贤县教体局
进贤县教体局

http://jxx.nc.gov.cn/jxxrmzf/index.shtml
0791-85672785

安义县教体局

安义县教体局网址

http://xxgk.nc.gov.cn/ayxxxgk/fgwj01/gkmlpt_list.s

html?dcode=A23050

0791-83428780

13767032436

东湖区教体局
东湖区：

http://dhq.nc.gov.cn/dhqrmzf/gggs/xxgk_list.shtml
0791-87838602

西湖区教体局
西湖区教体局

http://www.ncxh.gov.cn/xhqrmzf/gggs/list.shtml
0791-86597473

青云谱区教体局
青云谱区：

http://qyp.nc.gov.cn/qypqrmzf/gsgg/list.shtml
0791-88461821

青山湖区教体局
青山湖区教体局

http://ncqsh.nc.gov.cn/ncqsh/qshjtj/qshjytyj.shtml
0791-88103961

湾里管理局教育办

公室
湾里管理局http://wl.nc.gov.cn/ncswlglj/index.shtml 0791-83762333

南昌高新教育事业

发展中心

南昌高新区教育事业发展中心：

http://nchdz.nc.gov.cn/
0791-88161057

红谷滩区教体局
红谷滩区人民政府官网公示公告栏

http://hgt.nc.gov.cn/hgtqrmzf/jczcwj/
0791-839500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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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6

学历承诺书

本人（姓名） ，身份证号 ，入闱江西省 2021年中小学教

师招聘南昌市教育局直属学校岗位（名称） ，岗位代码： 。因

在教师招聘现场资格审查阶段无法提供岗位条件要求的相应学历证明，现承诺，本人

在 2021年 7月如期毕业，并于正式办理聘用之前提供学历证书原件以备审核，如逾期

未提供，视为资格不符。

承诺人：（签名、手印）

时间：

教师资格证承诺书

本人（姓名） ，身份证号 ，入闱江西省 2021年中小学教

师招聘南昌市教育局直属学校岗位（名称） ，岗位代码： 。因

在教师招聘现场资格审查阶段无法提供岗位条件要求的相应教师资格证，现承诺，本

人在 2021年 8月取得教师资格证，并于正式办理聘用之前提供证书原件以备审核，如

逾期未提供，视为资格不符。

承诺人：（签名、手印）

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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岗位递补承诺书

本人在 2021 年江西省中小学教师招聘考试中，同时具有递

补 岗位和 岗位的资格，现本人选择递补入

闱 岗位，放弃 岗位的递补资格，如有与承

诺书的承诺内容不一致的情况，取消本人聘用资格。

承诺人（签名、手印）：

年 月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