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郑州市教育局处室函件

郑教师函〔2022〕487号

郑州市教育局办公室

关于做好 2022 年高中新任教师培训工作的

通知

各开发区教育局，各区县（市）教育局，局直属各学校:

按照《河南省教育厅关于贯彻落实教育部〈关于大力加强中

小学教师培训工作的意见〉的通知》（教师〔2011〕692号）、《郑

州市教育局关于进一步做好中小学教师继续教育学时登记管理工

作的通知》（郑教明电〔2020〕191 号）要求，为做好我市 2022

年高中新任教师培训工作，结合当前疫情防控的实际情况，现将

有关事宜通知如下：

一、培训单位

郑州师范学院。

二、培训对象

2021 年分配到高中任教的新任教师（包括近三年分配到高中

任教但没有参加新任教师培训的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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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培训方式及时间

（一）培训方式

培训采取线下集中培训和网络研修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二）培训时间

1.线下集中培训：线下集中培训时长每期为 7天，培训学时

为56学时。

培训时间为2022 年 7月 26日——8月 8日。

第一期：2022 年 7月 26日——8月 1日；

第二期：2022 年 8月 2日——8月 8日。

2.网络研修时间为：2022 年 8 月 1 日至 8月 30日。培训学

时为64学时。

网络研修具体事宜由郑州师范学院在线下集中培训期间另行

通知。

四、培训费用及费用支付

（一）培训费用

培训费用按照每人每天350元标准，每人培训费用 2450 元，

包括培训费、资料费、食宿费、网络平台使用费、课程资源费等，

不含往返交通费。

各开发区、各区县（市）参训教师的培训费用，市教育局已

按专项培训经费的 1/2 下拨到各单位，请各单位根据分配的名额

人数配套剩余1/2经费后按每人2450 元的标准支付。

局直属学校参训教师的培训费用，市教育局已安排到各单位

年初预算，由各学校从年度教师素质提升经费中按每人 2450 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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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直接支付。

所有参加培训教师的交通费由教师所在单位按相关规定报

销。

（二）费用支付

请各参训教师所在单位将培训费用于 2022 年 7月 25日前转

账至郑州师范学院。

收款人：郑州师范学院；

账 号：4100 1529 0100 5900 0999；

开户行：建设银行郑州市花园路支行。

特别提醒：汇款时请注明“2022 年郑州市新任教师培训费”，

报到时交付单位转账凭证复印件并加盖单位财务公章，以方便培

训发票的领取。

郑州师范学院联系人：张老师，联系电话：13938407953。

五、培训报名

（一）培训人员选派

各单位要严格按照条件和分配名额（见附件 1）选派教师参

加培训。

（二）报名方法

本次培训纳入继续教育学分管理,计 120学时。为便于培训学

时的管理，报名依托河南省中小学教师继续教育管理系统进行。

请各单位于 2022 年 7 月 22 日前通过河南省教师教育网

（www.hateacher.cn）右侧的“河南省中小学教师继续教育管理

系统(管理版)”完成学员报名工作。报名时遇到问题请与郑州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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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小学教师继续教育系统管理员张弦老师联系（电话：61368900）。

在系统上报名注册的同时，各单位于 2022 年 7月 23日前将

报名表（见附件 2）报郑州师范学院继续教育学院邮箱：

zhangxian1102@163.com。邮件注明单位和培训项目。

六、培训的组织与报到

（一）培训组织

本次培训由郑州市教育局主办，郑州师范学院具体承办。郑

州师范学院负责此次培训班课程设置、教授聘请、参训教师的学

习、实践等，并做好教学管理、食宿管理、培训质量的反馈等工

作。

（二）培训报到

各单位参加培训教师要按照要求的时间到郑州师范学院参加

培训，培训期间带孩子及家属的，承办方不予接待。

1.报到时间

第一期：2022 年 7月 26 日上午 11：30 前；

第二期：2022 年 8月 2日上午 11：30 前；

2.报到地点及联系电话

丰乐园大酒店:郑州市惠济区宋寨南街 1号（可乘坐79、196、

B51、B37、28路公交车到达），电话：0371-66771188。

3.报到须知

学员报到时提交加盖单位财务公章的单位转账凭证、身份证

及复印件 1份、防疫要求相关材料（见附件 3）、一寸免冠照片1

张（照片背面填写教师姓名、单位、性别、年龄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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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有关要求

（一）各开发区、区县（市）和学校要严格按照通知分配的

名额，选派符合条件的教师参加此次培训。教育参训教师遵守有

关规定，服从管理，认真学习，并按文件要求到指定地点报到、

参加培训。

（二）参训教师在培训期间须全程佩戴口罩。

（三）培训结束后，经考核合格者颁发郑州师范学院高中新

任教师培训结业证书。

（四）对能按照要求完成各个阶段培训的新任教师，由郑州

师范学院组织填写《2022 年郑州市高中新任教师培训结业登记

表》（见附件4）后，由郑州市教育局统一颁发《中小学幼儿园新

任教师培训合格证书》（证书由郑州市教育局统一印制）。持有《中

小学幼儿园新任教师培训合格证书》作为教师转正定级、教师资

格定期注册及办理《中小学教师继续教育登记证书》的重要依据。

附件: 1.郑州市高中新任教师培训名额分配表

2.郑州市高中新任教师培训报名表

3.郑州市高中新任教师培训报到防疫要求

4.2022 年郑州市高中新任教师培训结业登记表

2022 年 7月 14日

（联系人：师光 联系电话：669621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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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

郑州市高中新任教师培训名额分配表

（第一期）

单位 名额 单位 名额

新郑 42 荥阳 58

巩义 34 中牟 93

登封 94 新密 18

上街 25

注：名额分配依据各单位按照《郑州市教育局办公室关于中学新任教

师和班主任持证情况统计的通知》（郑教师函〔2022〕54号）要求上报未

持证教师人数。

http://10.0.2.175/exchanger/gwcsapp/receivearchive/receiveShouwen.jsp?id=15501&method=waitreceive&forwardUrl=hasReceiveList.jsp?pager.offset=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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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州市高中新任教师培训名额分配表

（第二期）

单位 名额 单位 名额

一中 0 一〇二高 6

二高 8 一〇三高 0

四高 12 一〇六高 7

五高 1 一〇七高 3

回高 11 扶轮外语高中 3

七高 3 郑开学校 53

九中 3 实验高中 6

十一中 6 龙湖一中 28

十二中 4 信息技术学校 3

十四高 3 惠济 32

十六高 0 郑东新区 44

十八中 3 管城 3

十九高 3 中原 7

二十四中 5 航空港区 12

三十一高 0 惠济 32

四十四高 0 郑东新区 44

四十七高 13

一〇一中 8

注：名额分配依据各单位按照《郑州市教育局办公室关于中学新任教师和

班主任持证情况统计的通知》（郑教师函〔2022〕54号）要求上报未持证

教师人数。

http://10.0.2.175/exchanger/gwcsapp/receivearchive/receiveShouwen.jsp?id=15501&method=waitreceive&forwardUrl=hasReceiveList.jsp?pager.offset=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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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2

郑州市高中新任教师培训报名表

区县（市）、单位： 联系人： 联系电话：

序号 姓名 性别 单位 手机 年龄 民族 身份证号

1

2

3

4

5

6

注：此表统一用 excel 格式上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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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3

郑州市高中新任教师培训报到防疫要求

报到当天须提交以下防疫相关材料：

1.《7天健康情况监测表》；

2.《健康码》《行程码》《48小时核酸阴性证明》纸质版（需

显示左上角的姓名和身份证号）；

3.《防疫健康承诺书》

特别提醒：7天内有境外旅居史、中高风险地区旅居史和正

处于居家健康监测期间的人员原则上不得参与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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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疫健康承诺书

一、个人信息

姓名： 身份证号：

单位： 电话：

二、流行病学史 开始培训前7天，是否有以下情况（打√表示）：

1.本人/共同生活人员是否到过境外/国内中高风险地区？

是 否

2.是否接触过来自境外/国内疫情中高风险地区的发热或有呼吸道症状患

者？

是 否

3.共同生活人员是否接触过新冠肺炎确诊病例或无症状感染者？

是 否

三、家人/同住人员健康状况

1.开始前7天，家人/同住人员是否出现发热、干咳等症状者？

有 无

2.本人及共同生活人员健康码是否出现过红码或黄码？

有 无

四、7天健康监测记录表（附后）

以上健康情况属实。如有隐瞒，愿意承担相关责任。

签名：

2022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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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天健康监测记录表

单位： 姓名：

序号 日期 体温（℃）
是否有干咳、乏力、腹泻等症状

无 有

1

2

3

4

5

6

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