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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昌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南昌市教育

局关于做好 2020 年度南昌市中小学教师 

职称评审申报推荐暨“洪城学师”评选工作的

通知 

 

各县区（开发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教体局（办），

湾里管理局，市直有关单位： 

根据全省和我市深化中小学教师职称制度改革意见、江

西省教育厅办公室 江西省人社厅办公室《关于做好 2020年

度中小学教师职称评审工作的通知》(赣教办函〔2020〕41

号)、《关于做好 2020年全市职称评审工作的通知》（洪人

社发〔2020〕198号）、《南昌市“洪城学师”评选办法（修

订版）》（洪人社发〔2020〕172 号）等文件精神，为认真

做好 2020 年度南昌市中小学（含幼儿园，下同）教师职称

评审申报推荐暨南昌市“洪城学师”（以下简称“洪城学师”）

评选工作，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申报名额 

2020年度全市中小学高、中级教师职称评审申报名额各

学校（单位）事先要进行审核控制，严格在学校（单位）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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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的岗位结构比例内有空岗的情况下进行申报评审，合理使

用空岗数量。对少数超结构比例严重的学校（单位），可按

“多退少补”办法进行过渡，其中对超结构比例 10%以内的

“退二进一”，超结构比例 10%以上的“退三进一”。未完

成岗位设置和人员聘用工作的学校（单位）暂停职称评审工

作。 

（一）2020 年中小学正高级教师继续实行总量控制。省

教育厅、省人社厅核定我市中小学正高级教师推荐名额共 16

名。推荐工作坚持统筹兼顾、结构合理的原则，重点推荐长

期在一线教师工作岗位上工作，并取得突出业绩、做出重要

贡献、得到同行和社会认可的教师。推荐人员中担任学校（村

小、教学点除外）和教研机构领导职务（包括校长、副校长、

校级党组织正副职、教研机构正副职）的不得超过 30%。同

一学校（单位）原则上最多只能推荐 1人（具体名额见附件

1），已入选“洪城学师”的可不占推荐名额。 

（二）为扩大我市中小学正高级教师的人才储备量，开

展 2020 年“洪城学师”评选工作，并实行总量控制。按照

《南昌市“洪城学师”评选办法（修订版）》文件精神，今

年评选人数不超过 50 人，其中校级领导和教研机构领导推

荐人数原则上不超过 40%。综合考虑我市中小学教师总体状

况、人口规模和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等因素，确定今年我市“洪

城学师”申报推荐名额不超过 76名（具体名额见附件 1）。 

（三）全市中小学教师高、中级职称评审申报人员在市

职改办核定下达的申报职数范围内等额推荐。各学校（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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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报职数以《2020 年中小学教师高、中级职称评审申报职数

通知单》为准。 

（四）各县区（开发区）要按照《江西省人社厅 江西

省教育厅关于改革完善乡村教师职称评审工作的意见》（赣

人社发〔2019〕25 号）、《江西省乡村中小学教师职称申报

条件（试行）》及《江西省人社厅关于中小学、卫生高级职

称申报人数控制意见》等文件要求，建立“定向评价、定向

使用”的乡村教师职称评审制度，对乡村中小学教师职称评

审不作论文、课题项目、头衔称号等刚性要求，侧重考察其

教书育人实绩，提高实际工作年限的考核权重。在艰苦边远

地区农村学校任教累计满 25年超岗位结构比例申报职称的，

限申报乡村中小学教师职称。 

二、申报推荐 

各学校（单位）要按照规定程序做好申报推荐工作：在

广泛征求意见和集体研究的基础上，制定推荐（评审）工作

方案；公布本年度学校（单位）各层级职称申报职数；组织

符合申报资格条件人员参加竞争申报；学校（单位）组建推

荐委员会，对参加竞聘教师的师德、能力、业绩、贡献等各

方面进行全面考核并提出考核意见；学校（单位）根据推荐

委员会的推荐意见，集体研究确定推荐人选；推荐人选在学

校进行公示公展，接受群众及社会监督。 

(一）各学校（单位）要严格按照《江西省人社厅 江西

省教育厅关于印发江西省中小学教师职称评审办法的通知》

（赣人社发〔2016〕15 号）组织申报推荐，组建专家推荐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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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对申报人员进行综合评议(申报中小学正高级教师、“洪

城学师”人员须采取材料评议与说课讲课、面试答辩等相结

合的方式对推荐人选进行综合评价)排序，并按规定进行公

示公展。 

（二）各县区（开发区）中小学正高级教师暨“洪城学

师”申报推荐人选由县区人社局、教体局（办）负责推荐；

市教育局所属学校（单位）正高级教师暨“洪城学师”申报

推荐人选由市教育局负责推荐；市少年宫、保育院、福利院

和民政保育院申报推荐人选按隶属关系由所在主管部门推

荐。 

（三）各推荐单位于 2020 年 10 月 26 日前将申报中小

学教师高中级职称（含正高级暨“洪城学师”评选）的推荐

报告（含排序、说课答辩得分、公示公展及结果等情况）、

《南昌市 2020 年中小学教师专业技术资格评审申报数据一

览表》（样表见附件 3）一并报送市人社局专业技术人员管

理处（市职改办）。同时，将申报中小学教师中级职称的推

荐报告（含排序、公示公展及公示结果等情况）、《南昌市

2020年中小学教师专业技术资格评审申报数据一览表》及申

报中小学教师高中级职称的有关纸质版业绩材料复印件（装

订成册并加盖公章，申报正高或洪城学师的还须提交原件）

一并报送市教育局职改办。 

市人社局、市教育局将联合组建评委会，对中小学正高

级教师暨“洪城学师”申报对象采取业绩评价、现场说课和

答辩等综合评价方式量化评分排序，经评委会评审后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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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度“洪城学师”公示人选，并统筹拟定向省厅推荐的

中小学正高级教师公示人选。 

三、网上申报 

（一）全市中小学教师职称评审推荐、“洪城学师”评

选均使用“江西省职称申报评审系统”，实行网上申报、网

上审查、网上评审、网上发证（“洪城学师”另发纸质证书）。

按照《关于启用“江西省专业技术人员职称申报评审系统”

的通知》（赣人社字〔2018〕27号）要求，各县区（开发区、

新区）、各学校（单位）及主管部门要完善组织机构和申报

人员个人账号的创建。民办中小学账户由其注册核准机构的

同级政府教育部门负责创建，申报个人账户由所在单位创

建。 

（二）中小学教师职称评审（含正高级暨“洪城学师”

评选）网上申报时间从即日起至 10 月 23日止。申报人员对

照资格条件按《网上填报要求》（见附件 2）和系统规定要

求填报信息，并扫描上传清晰的电子版证明材料。上传材料

要求为 JPG、JPEG 或 PDF格式的扫描件，单个文件大小不超

过 2M。因申报个人上传材料不清晰或出现漏报、错报、未放

置指定位置导致的后果，由申报人承担。申报材料提交后原

则上不再补充材料。 

（三）专业技术人员申请转评，须在现任专业技术岗位

工作 1年以上，经单位考核合格，能履行相应岗位职责，并

取得现岗位工作业绩，方可参加同一级别的职称评定，并按

新系列标准条件申报职称。转评人员当年度不得申报高一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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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称。未经转评的人员，不得跨系列申报高一级职称。专业

技术人员资历计算可按转评前后实际资格和聘任时间累计

计算。 

（四）申报人员的学历（学位）、资历（资格、聘任时

间）、工作年限（含在艰苦边远地区农村学校累计任教时间）、

业绩（含论文、论著）等终算时间为 2019 年 12 月 31 日，

时间按年头计算；年度考核、师德考核、乡村从教经历终算

时间为 2020 年 8月 31 日，时间按学年算。 

四、网上审查 

（一）各学校（单位）要在核定的申报数范围内，按照

资格条件和申报要求，对申报人员所填信息及上传佐证材料

逐项审查，确保所填内容真实准确，所传材料完整清晰。并

按要求对申报人员的申报材料进行公示公展。对弄虚作假或

存在其他违规行为的一律不得推荐报送。 

（二）各学校（单位）主管部门、县区人社部门要认真

审查申报材料，重点审查申报人员是否符合申报条件、上传

材料是否清晰真实有效齐备规范、上传材料与填报内容是否

一致。对于不符合申报条件或不符合申报要求的，要在网报

系统中注明存在的问题。对于被退回材料要及时告知申报人

员限时重新填报，未按时重新填报影响到评审结果，责任自

行承担。对弄虚作假的，取消申报资格并列入“黑名单”。 

（三）各主管部门、县区人社部门于 10月 26日前完成

中小学教师职称评审（含正高级暨“洪城学师”评选）网上

审查推荐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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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网上收费 

资格审查费和评审费按江西省发改委、江西省财政厅

《关于调整专业技术职称评审收费标准的复函》（赣发改收

费字〔2004〕523 号）规定的标准执行，将通过“江西省职

称申报评审系统”直接向参评人员收取。具体将通过系统通

知参评人员缴费。 

六、工作要求 

（一）进一步强化思想认识。要从战略高度来认识教师

工作的极端重要性，充分认识到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离不

开一支高素质专业化创新型的教师队伍。做好中小学教师职

称评审工作，是分类推进职称制度改革的重要任务，是加强

新时代教师队伍建设的重要举措。各县区人社部门、教育部

门和市直有关单位要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充分认识中小学

教师职称评审工作的重要性，确保党和国家关于教师队伍建

设重大决策部署落实到位，确保中小学教师职称改革各项举

措执行到位，认真组织实施好中小学教师职称评审申报工

作，注重做好少先队辅导员、中小学保健教师和健康教师等

教师评审申报工作，不断增强中小学教师的成就感和获得

感，切实稳定好中小学教师队伍。 

（二）进一步向特殊教师群体倾斜。对根据中共中央组

织部、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下达的选派计划，由省委组织

部、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安排到新疆执行援疆任务的教

师，期满考核合格，达到申报高一级教师职称任职年限的，

可不占学校职数直接审定相应的高一级职称（不含中小学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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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对参加“江西省援疆万名教师支教计划”的教师，期

满考核合格，达到申报高一级教师职称任职年限的，同一层

级内可不占学校职数申报高一级职称评审（不含中小学正

高），对连续参加“江西省援疆万名教师支教计划”2 次及

以上教师，期满考核合格，达到申报高一级教师职称任职年

限的，可不占学校职数直接审定相应的高一级职称（不含中

小学正高）。上述教师通过以上方式取得相应的高一级职称

后，在同等条件下单位应予以优先聘任，如相应岗位没有空

缺，可按《江西省事业单位特设岗位设置管理办法》，为其

申请设置特设岗位予以聘任。 

（三）进一步提高评审质量。各学校（单位）及主管部

门、县区人社部门要严格按照政策要求，把好资格审查关和

推荐关，确保标准质量。要坚持把师德师风放在中小学教师

评价的首位，师德师风有问题的实行“一票否决制”。要规

范学校推荐程序和评委会评审程序，确保每个程序不走形

式、不走过场，鼓励有条件的县区异地交叉互派评委。要加

强事中事后监管，强化公示公展，接受群众及社会监督。评

审申报推荐过程中，严禁利用职务之便为本人或他人评定职

称谋取利益。对于弄虚作假、暗箱操作等违纪违规行为所取

得的职称，一律予以撤销，并追究相关单位及人员的责任。 

市人社局联系人：陈建强，电话：0791-83989196；市

教育局联系人：黄奕，电话：0791-86794315。 

 

附件：1.中小学正高级教师推荐暨“洪城学师”评选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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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推荐名额 

2.网上填报要求 

3.南昌市 2020 年中小学教师专业技术资格评审

申报数据一览表（样表）  

 

 

南昌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南昌市教育局  

2020 年 9月 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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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中小学正高级教师推荐暨“洪城学师”评选申报推荐名额 
 

单位 教师（含教研员）（人） 校级领导、教研机构领导（人） 

市教育局所属学校（单位） 20 ≤10 

南昌县（小蓝开发区） 5 ≤3 

进贤县 3 ≤2 

安义县 2 ≤2 

东湖区 2 ≤1 

西湖区 2 ≤1 

青云谱区 2 ≤1 

青山湖区 2 ≤1 

新建区 3 ≤2 

红谷滩区 2 ≤1 

.高新区 1 ≤1 

经开区 1 ≤1 

湾里管理局 1 ≤1 

合计 46 ≤27 

备 注 
市少年宫、保育院、福利院（含民政保育院）各推荐 1 人。全市

总推荐名额共计 76人。 

 

 

 

 

 

 

 

 

 

 

 



 

  

- 11 - 

附件 2 

 

网上填报要求 

 

一、学历材料 

1.2002 年后取得的学历提供《教育部学历证书电子注

册备案表》（上学信网免费申请），并在“学信网验证码”

栏目中填入 12位数的验证码（验证有效期要在 2020 年 12

月底前有效）； 

2.根据教育部《关于取消高等教育学历认证收费以及调

整认证受理范围的公告》，2001年及之前取得的学历提供《中

国高等教育学历认证报告》（上学信网免费申请）或上传毕

业生登记表； 

3.取得国外学历学位的，提供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认证

的《国外学历学位认证书》； 

4.取得港澳台地区的学历学位的，提供教育部留学服务

中心认证的《港澳台学历学位认证书》。 

二、职务聘用材料 

在编教师上传连续的聘书（到期的及时办理续聘）及《工

资变动审批表》。编外聘用教师或民办学校教师提供单位聘

任文件（编外聘用教师需另传近一年的劳务合同）。 

 三、相关证明材料 

在“ 相关证明材料”栏目上传教师资格证、年度考核

材料、师德考核材料、学校（单位）推荐申报人员公示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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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续的《艰苦边远地区农村中小学教师特殊津贴发放花名

册》等相关材料。 

四、社保缴费材料 

申报人员无需上传社保参保缴费证明，人社部门将通过

全省养老保险信息系统核查申报人员参保信息。要求申报人

员 2020 年连续半年以上参保，社保缴纳单位与其工作单位

一致。 

    五、工作经历材料 

    对照专业技术资格条件，先选择专业技术工作经历类

别，再填写相应的经历内容，并上传相应的佐证材料。主要

包括《工作任务证明表》、《乡村学校任教证明表》、《班

主任工作、循环教学经历（或毕业班教学工作）证明表》等。 

六、论文论著材料 

    1、按照推行代表作制度，论文论著合计限填报 6篇（部），

内容要与本人申报专业相关，按质量高低填报； 

    2、论文须在知网、万方、维普等主流数据库上进行检

索验证，并将检索到的网页地址复制到系统“检验验证地址”

栏目。检索不到或未填检索验证地址的视为无效论文，不作

为评审依据； 

3、论文要分项上传刊物的封面、主办单位页、目录页、

正文等，外文须上传中文译文。论著要分项上传封面、版权

页、目录（摘录）页、摘要、编委会名单页、标有著作字数

页，以及能代表论著重点、创新点内容的章节（不超过 10

页）。 



 

  

- 13 - 

七、课题（项目）材料 

1、上传的课题（项目）内容要与本人申报专业相关，

按质量高低填报。 

2、申报人员须提供包括立项、结题（验收、鉴定）等

一套完整的原件资料。上传材料含立项、结题（验收、鉴定）

材料的封面，个人排名、立项、结题（验收、鉴定）单位盖

章页。其中个人排名页面须加盖立项单位或鉴定（验收）单

位公章。 

八、奖励和荣誉材料 

主要是对照资格条件上传有关“教育教学方面”的业绩

佐证材料，获奖内容、荣誉要与本人及所申报专业相关。 

九、其它业绩材料 

    主要是对照资格条件上传有关“示范引领方面”的业绩

佐证材料，不得上传与评审条件无关以及不在规定范围、时

效的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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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南昌市 2020 年中小学教师专业技术资格评审申报数据一览表（样表） 

单位：（盖章）         填报时间：  

排

序 
姓名 身份证号码 单位名称 

行政 

职务 

学历、毕业时间 

及专业 

现专业 

技术资格 

现专业 

技术资格 

取得时间 

现专业 

技术职务

聘任时间 

现专业技

术职务聘

任年限 

申报学

段学科 

申报职称 

资格名称 
联系电话 主管部门 备注 

1 XXX 
36010319830301XX

XX 

南昌市第 X 中

学 
校长 

本科，2008.07

汉语文学 

中小学二级

教师 
2013.12 2014.01 6 年 

高中语

文 

中小学正

高级（洪城

学师）/高

级/一级教

师 

19912345678 
南昌市教

育局 
 

               

               

               

               

               

注：1.“身份证号码”统一为二代身份证，数字为文本格式。 

    2.“单位名称”填写全称。 

    3.“学历、毕业时间及专业”中，学历含博士、硕士、本科、大专、中专或无；毕业时间含年、月；专业即学历上的专业。如：本科，2008.07，汉语文学。 

4.“现专业技术资格取得时间”、“现专业技术职务聘任时间”填年份+月份。如：2013 年 12 月取得的资格，填 2013.12;2014 年 1 月聘的职务，填 2014.01。 

    5.“现专业技术职务聘任年限”填年数（按年头算）。如 2013 年 12 月聘任现专业技术职务，截止到 2018 年 12 月 31 日，专业工作年限为 6 年。     

    6.“申报专业”须与业绩材料专业一致，申报专业包含于申报系列中，写明学段，如小学语文、初中语文、高中语文。   

    7.“主管部门”填县区（开发区）或市直有关单位。 

    8. 民办学校请在备注栏注明“民办”，公办学校代课教师请在备注栏注明“代课”。 

9.排序仅作为单位等额推荐依据，不与最终评审结果挂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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