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吉教联〔2020〕29号 

 
关于印发《吉林省 2020年农村义务教育阶段 
学校特设岗位教师招聘办法》的通知 

 

各市（州）、长白山管委会、梅河口市、公主岭市、各设岗县

（市、区）教育局、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各有关普通高等

学校： 

根据《吉林省 2020年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学校教师特设岗位

计划实施方案》（吉教联〔2020〕28号）要求，省教育厅、省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联合制定了《吉林省 2020年农村义务教

育阶段学校特设岗位教师招聘办法》。现予印发，请认真遵照执行。 

 

 

吉林省教育厅   吉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2020年 7月 15日 

 
吉林省教育厅办公室                       2020年 7月 15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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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省 2020年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学校 
特设岗位教师招聘办法 

 

为做好我省 2020年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学校教师特设岗位计

划实施工作，根据《吉林省 2020年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学校教师

特设岗位计划实施方案》（以下简称特岗计划）要求，制定我

省 2020年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学校特设岗位教师（以下简称特岗

教师）招聘办法如下。 

一、设岗计划和实施范围 

2020年计划招聘特岗教师 4000人。1.中小学特岗 3900人，

其中，国家计划 2400人，省级计划 1500人。2.幼儿园特岗 100

人。 

完全实施国家计划的 25个县（市、区），包括农安县、永

吉县、舒兰市、伊通县、集安市、辉南县、白山市江源区、靖

宇县、抚松县、临江市、大安市、洮南市、扶余市、前郭县、

长白山管委会、柳河县、白城市洮北区、长岭县、双辽市、图

们市、敦化市、珲春市、和龙市、汪清县、长白县。 

完全实施省级计划的 16个县（市、区），包括德惠市、长

春市九台区、榆树市、长春市双阳区、蛟河市、磐石市、梨树

县、四平市铁东区、东丰县、东辽县、辽源市龙山区、通化市

东昌区、乾安县、松原市宁江区、梅河口市、公主岭市。 

同步实施国家计划和省级计划的 4 个县（市、区），包括

延吉市、龙井市、通榆县、镇赉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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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10个县（市、区）实施学前教育试点，包括梅河口市、

公主岭市、农安县、榆树市、扶余市、磐石市、东丰县、通榆

县、柳河县、舒兰市。 

根据教育部工作要求，特岗计划与硕师计划结合进行，全

省有 23 个设岗县（市、区）与符合申报 2020 年上岗的硕师计

划应届本科毕业生签订协议并经教育部批准取得硕师资格，需

占用 179个特岗计划指标，不参加特岗教师考试。 

二、招聘对象与报名条件 

招聘对象以普通高校本科及以上毕业生和师范专业专科毕

业生为主。小学学段（含学前教育）和部分少数民族语言文字

教学岗位，可适当招聘专业对口或相近的高等师范专业专科毕

业生。服务期未满的在岗特岗教师不能报考。具体要求如下：  

（一）招聘对象 

1.取得高等师范院校和其他普通高校全日制本科及以上学历

的毕业生。 

2.取得师范分院（初等教育专业）和其他普通高校师范类

全日制专科学历的毕业生。 

3.吉林师范大学等省属师范院校的应届毕业生中，取得国

家农村学校教育硕士师资培养计划资格的人选。 

4.服务期未满的特岗教师不得报考 2020年度特岗教师。资

格审查阶段将进行信息比对，一经发现取消报考资格。 

（二）招聘条件 

报名者应同时具备以下条件： 

1.思想品德条件。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热爱祖国，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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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有良好的思想政治素质和道德品质；

遵守宪法和法律，遵守教师职业道德，热爱农村教育事业。 

2.年龄条件。年龄在 30周岁以下（1990年 7月 1日后出生）。 

3.学历条件。申报初中教师岗位，其学历要达到全日制普

通高等学校本科学历及其以上程度；申报小学（学前）教师岗

位，学历要达到全日制普通高等学校师范类专业专科（含初中

起点五年制初等教育专科）学历及其以上程度；申报使用少数

民族语言文字教学的省级计划初中教师岗位，学历可以放宽到

对应专业的全日制师范类专科学历毕业生。申报中小学岗位人

员所学专业要求与报考岗位学科对口或相近。 

4.教师资格条件。一是已取得相应层次教师资格证书的人

员。二是符合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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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暂未取得教师资格

证书的高校毕业生执行“先上岗、再考证”阶段性措施。一年

试用期内未取得相应资格证书的解除聘用合同。 

5.普通话水平。申报人员的普通话水平必须达到国家语言

文字工作委员会颁布的《普通话水平测试等级标准》二级乙等

及其以上标准，申报语文学科岗位应达到二级甲等及其以上标

准，少数民族教师达到三级甲等及其以上标准，并取得《普通

话水平测试等级证书》。 

6.身体条件。符合教师资格证认定的体检标准。 

7.教育教学能力。具有从事教育教学工作必备的能力和素

质，掌握和运用教育教学基本理论和技能，胜任招聘岗位教育

教学工作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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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招聘程序 

特岗计划实行公开招聘，合同管理。招聘工作由省教育厅

与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共同负责，遵循“公开、公平、自

愿、择优”的原则，按照以下程序进行： 

1.公布需求。由各地教育行政部门提出使用计划，经当地

机构编制部门审核同意后，报省教育厅汇总，经省委编办核实

编制情况，通过吉林省互联网+教育大平台特岗计划招聘入口

（www.jlipedu.cn）、省内其他主流媒体和教育部特岗计划网

站(http://tg.ncss.org.cn)面向社会公布各设岗县（市、区）

招聘特岗计划教师的学科、数量及岗位要求。 

2.报名和资格审查。报考人员通过吉林省互联网+教育大平

台特岗计划招聘入口报名。根据疫情防控工作需要，2020年资

格审查以网络审查方式进行，报考人员需按照规定的要求将相

关材料电子版发送到指定邮箱（详见附件 1），市州教育局组织

进行网络资格审查。签约前需提供原件进行复查。凡是弄虚作

假或不符合招聘对象及条件的人员，在笔试、资格审查、面试、

培训、聘用等任何环节中一经发现，一律取消资格，所造成的

后果由考生自己承担。 

3.考试。采取笔试和面试相结合的方式，重点考察报考人

员的综合素质和教育教学能力。笔试由省统一组织，根据考生

的志愿，按照笔试成绩（含加分）从高分到低分的顺序，原则

上以设岗县（市、区）分学段、分学科岗位设置数的 1：3比例

依次确定面试人选。对个别生源较少的紧缺学科岗位，将根据

实际调整入选比例。面试由市（州）教育局、人社局统一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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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岗县（市、区）参与实施。 

4.体检。市（州）统一组织拟聘人员进行体检。 

5.考核。设岗县（市、区）对拟聘人员过去学习和工作的

现实表现进行综合考察核实，进行考察核实。 

6.确定人选。考察合格人员由市（州）汇总报省教育厅，

由省实施工作领导小组审定。拟聘人员名单同时在吉林省互联

网+教育大平台和教育部特岗计划网站上进行公示预录人员名

单。 

拟聘人员经公示无异议后需在按规定时间内报到并签约，

不在规定时间内报到并签约的人员视为自动放弃。 

7.递补聘用。因各种情况出现岗位空缺的，在已参加笔试

并进入面试的人选中依次递补，递补聘用后仍有岗位空缺的，

根据实际情况进行调剂或组织二次招聘，递补聘用工作由各市

（州）负责。 

8.培训。培训时间、方式等根据疫情防控需要另行通知。 

9.签订合同。拟聘人员与设岗县（市、区）教育局签订为

期 3 年的聘用合同，省对用人单位和应聘人员双方的权利、义

务和终止合同的条件作出总体规定，具体条款由设岗县（市、

区）自行确定。 

10.上岗任教。设岗县（市、区）安排特岗教师到设岗学校

任教。 

11.其他。如因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导致本次招聘方式、时间

等发生变化的将综合考虑各种因素做出调整，并在公告公布的

网站发布相关公告或通知，请广大考生予以关注。报考人员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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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持电话畅通，因电话无法联系导致后果的责任自负。 

四、日程安排 

（一）报名工作 

网上报名时间：7月 18日—26日，所有报考人员在吉林省

互联网+教育大平台特岗计划招聘入口进行网上报名，将户口本

（户籍证明）、身份证、毕业证（学校出具的可毕业证明）、

普通话水平等级证书、教师资格考试合格证明（未取得教师资

格证无需上传）、笔试加分证明材料等电子版发送到指定邮箱

（详见附件 1），市州教育局组织进行网络资格审查。报名成功

后系统自动生成标准格式的《吉林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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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简称《报名表》），

应聘人员需自行打印备用。 

（二）资格审查 

1.各市（州）特岗办公室对报考人员进行网上资格审查，

核实报考人员是否符合本《办法》中规定的招聘对象和条件要

求，尤其要严格审核是否具备本《办法》中规定的加分条件。 

7月 27—29日，市（州）特岗办公室在网络报名信息系统

中对所有通过资格审查人员作出确认，根据审查情况添加笔试

加分信息。资格审查工作结束后应聘人员可登陆网络报名系统

查询资格审查情况；7月 30日后，通过资格审查的应聘人员自

行下载打印准考证。 

（三）考试考核 

1.考试方式 

考试分为笔试和面试两种形式。笔试由省统一组织，全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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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一命题、制卷、评卷；统一考试时间、调配巡考人员、发布

成绩、确定录取线和参加面试人员名单。笔试主要考察应聘人

员的思想政治素质、教育政策法规、教育基本理论和学科基本

素养。面试由各市（州）教育局、人社局组织，设岗县（市、

区）参与，依据省对面试工作的指导性意见，自主命题、自主

评价。面试主要考察应聘人员的教师素质和教学基本能力。考

生到所申报的设岗县（市、区）所在市（州)参加统一笔试，按

通知参加面试。 

2.考试时间  

全省统一笔试于 8月 15日上午 9：00—11：00进行；面试

于 8月 27—30日进行，具体时间和地点由各市(州)确定。 

3.加分政策 

（1）少数民族考生，加 2分； 

（2）符合省政府《关于促进高校毕业生就业的若干政策》

（吉政发〔2009〕8号）的家庭经济困难高校毕业生，加 2分； 

（3）2020年毕业的湖北籍及湖北高校毕业生，加 2分； 

（4）报考原籍所在县（市、区）所设岗位的，加 10分； 

（5）参加大学生三支一扶计划等支教服务且服务期满的志

愿者、抗洪抢险及支援地震灾区的大学生志愿者，加 10分；  

以上加分直接计入笔试成绩，同时具备多个加分条件的，

取最高加分项目，不累计加分。 

（6）在新疆、西藏参加过半年以上实习支教的毕业生，在

总成绩相同条件下优先录取。 

（四）录取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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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特岗教师招聘考试满分为 180分（以下均指未含加分）。

其中笔试成绩满分为 120 分，笔试成绩作为初选的依据，筛选

出参加面试的人选。面试满分为 60分，应聘人员笔试成绩与面

试成绩之和为最终录取依据。 

2.8月 20日左右，省统一将考生笔试成绩录入报名系统，

考生可登陆报名系统查询笔试成绩，同时各市（州）填写《报

名表》中笔试成绩项目。省根据笔试成绩（含加分）和考生志

愿，划定参加面试人员分数线，按照从高分到低分的顺序，原

则上以设岗县（市、区）分学段、分学科岗位设置数的 1：3比

例依次确定面试人选，对个别生源较少的紧缺学科岗位，将根

据实际调整入选比例，人选名单分送各市（州）。8月 25日，

市（州）向省提交面试工作安排，面试人员名单和面试工作安

排汇总后在网上统一公布。 

面试结束后，8月 31日前，各市（州）将考生面试成绩录

入报名系统，填写《报名表》中面试成绩项目，考生可登陆报

名系统查询面试成绩。 

3.各市（州）根据笔试、面试总成绩，按设岗计划 1：1的

比例依次分类拟录取，确定参加体检的人选。人选确定后，市

（州）在系统中对参加体检的人员进行确认，并于 9 月 1 日前

将确定的参加体检人员名单和体检工作安排报省特岗办公室，

汇总后在网上统一公布拟聘人员名单。体检于 9月 4—5日进行，

具体时间由各市（州）确定。对体检不合格或因故出现的人选

空缺，按成绩依次递补。 

4.体检结束后，市（州）特岗办填写《报名表》中体检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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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项目，将体检合格的拟聘人员名单和《报名表》分送各设岗

县（市、区），设岗县（市、区）提出录取意见，考生登陆报

名系统查询体检结果。 

5.9月 8日前，市（州）将本地区拟聘人员名单报送省教育

厅。拟聘人员名单自 9月 9日起在吉林省互联网+教育大平台和

教育部特岗计划网站上同时进行公示，公示期 5个工作日。 

6.公示无异议的拟聘人员按规定时间到设岗县（市、区）

教育局报到，签订聘用合同。 

7.9月 16—31日进行补录。因各种情况出现岗位空缺的，

在已参加笔试并进入面试的人选中依次递补，递补聘用后仍有

岗位空缺的，根据实际情况进行调剂或组织二次招聘，递补聘

用工作由各市州负责。 

（五）培训 

新聘特岗教师培训由省教育厅组织，主要内容是师德教育、

新课程理念、教材教法，以及履行岗位职责的基本要求等。培

训时间、方式等根据疫情防控需要另行通知。 

（六）上岗任教 

设岗县（市、区）做好特岗教师的生活安置等工作，安排

特岗教师到设岗学校任教。 

（七）其他 

如因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导致本次招聘方式、时间等发生变

化的将综合考虑各种因素做出调整，并在公告公布的网站发布

相关公告或通知，请广大考生予以关注。报考人员需保持电话

畅通，因电话无法联系导致后果的责任自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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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具体要求 

报考人员应认真阅读招聘办法和相关说明，在使用网上报

名系统时要按照提示进行，了解招聘岗位规定的范围、对象、

条件、报名程序、有关政策和注意事项等内容，选择符合条件

的岗位进行报名，如实、准确填写相关信息。如隐瞒有关问题

或提供虚假注册信息及材料，一经发现，将取消其报考资格，3

年内不允许报考特岗教师，所造成的损失和后果由本人承担。 

各单位和部门要严格执行特岗教师招聘工作的有关规定，

加强领导，明确任务，责任到人，落实到位。严格招聘程序，

严肃招聘纪律，严禁在工作中循私舞弊，弄虚作假。如有违反

规定的单位和个人，一经查实，将对单位进行通报批评，并对

有关责任人按规定严肃处理。各地、各高等学校要从全局出发，

按照文件要求的工作流程和时间完成工作任务，加强沟通，互

相配合，及时解决工作中遇到的困难和问题，确保招聘工作顺

利开展。 

 

附件：1.各市（州）资格审查邮箱 

2.吉林省 2020年特岗计划岗位设置表 

3.吉林省 2020年特岗计划招聘报名表（样表） 

          4.吉林省 2020年特岗教师聘用合同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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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各市（州）资格审查邮箱 
 

2020年资格审查以网络审查方式进行，请将相关材料扫描

件电子版发送到报考市（县、区）指定邮箱。邮件命名方式为：

报考县学科+姓名联系方式，如：“德惠小学语文+王明

1358768600”。 

 

长春市各设岗县（市、区）资格审查邮箱： 

长春双阳区资格审查邮箱：changchuntg_shuangyang@ccsjy.cn 

长春九台区资格审查邮箱：changchuntg_jiutai@ccsjy.cn 

长春农安县资格审查邮箱：changchuntg_nongan@ccsjy.cn 

长春榆树市资格审查邮箱：changchuntg_yushu@ccsjy.cn 

长春德惠市资格审查邮箱：changchuntg_dehui@ccsjy.cn 

长春公主岭市资格审查邮箱：changchuntg_gongzhuling@ccsjy.cn 

咨询电话：0431—80526970  88787057 

 

吉林市各设岗县（市、区）资格审查邮箱： 

永吉县（初中）资格审查邮箱:yjxjyjch@vip.163.com 

永吉县（小学）资格审查邮箱:yjxjyj@vip.163.com 

永吉县咨询电话： 0432—64293081 

舒兰市（初中）资格审查邮箱：slsjyjcz@vip.163.com   
舒兰市（小学）资格审查邮箱：slsjyjxx@vip.163.com 

舒兰市咨询电话：0432—68257993 

磐石市资格审查邮箱：pssjyj@vip.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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磐石市咨询电话：0432—65223921 

蛟河市资格审查邮箱：jhsjyj@vip.163.com 

蛟河市咨询电话：0432—67250551 

 

四平市各设岗县（市、区）资格审查邮箱： 

梨树县资格审查邮箱：sptglsx@163.com  

伊通县资格审查邮箱：sptgytx@163.com  

双辽市资格审查邮箱：sptgsls@163.com 

铁东区资格审查邮箱：sptgtdq@163.com 

咨询电话：0434—3210760 

 

通化市各设岗县（市、区）资格审查邮箱： 

东昌区资格审查邮箱：dongchangtegang@163.com 

东昌区咨询电话：0435—3967560 

柳河县资格审查邮箱：lhjyjrsk0435@163.com 

柳河县咨询电话：0435—7213379  7213317 

辉南县资格审查邮箱：hntgjszp@163.com 

辉南县咨询电话：0435—8223445 

集安市资格审查邮箱：jianrenshike2020@163.com 

集安市咨询电话：0435—6223426 

 

白山市各设岗县（市、区）资格审查邮箱： 

江源区资格审查邮箱：jyqjyjyx@vip.163.com 

江源区咨询电话：0439—3722326 

临江市资格审查邮箱：ljjytgzp@vip.163.com 

临江市咨询电话：0439—5225667  043952211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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抚松县资格审查邮箱：fstgjsbm@vip.163.com 

抚松县咨询电话：0439—6230191  6212829 

靖宇县资格审查邮箱：jytgzgsh@vip.163.com 

靖宇县咨询电话：0439—7268007 

长白县资格审查邮箱：cbxjyjrlk@vip.126.com 

长白县咨询电话：0439—8223474 

 

松原市各设岗县（市、区）资格审查邮箱： 

前郭县资格审查邮箱：qg@0438jyj.com 

前郭县咨询电话：0438—2113160 

长岭县资格审查邮箱：cl@0438jyj.com 

长岭县咨询电话：0438—2113160 

扶余市资格审查邮箱：fy@0438jyj.com 

扶余市咨询电话：0438—2113160 

乾安县资格审查邮箱：qa@0438jyj.com 

乾安县咨询电话：0438—2113160 

宁江区资格审查邮箱：nj@0438jyj.com 

宁江区咨询电话：0438—2113160 

 

延边州各设岗县（市、区）资格审查邮箱： 

龙井市资格审查邮箱：ljjyrenshi@163.com 

图们市资格审查邮箱：tmstgzp2020@163.com 

珲春市资格审查邮箱：hcrsk@126.com 

和龙市资格审查邮箱：hlstgzp4242001@vip.163.com 

敦化市资格审查邮箱：dhstgjszp.123_456@vip.163.com 

延吉市资格审查邮箱：yanjitegang@vip.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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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清县资格审查邮箱：rsk8850209@VIP.126.com 

咨询电话：0433—2919190 

 

辽源市各设岗县（市、区）资格审查邮箱： 

东丰县资格审查邮箱：lytgjs01@vip.163.com 

东辽县资格审查邮箱：lytgjs02@vip.163.com 

龙山区资格审查邮箱：lytgjs03@vip.163.com 

咨询电话：0437—3222994 

 

长白山管委会资格审查邮箱： 

资格审查邮箱：cbstgb@163.com 

咨询电话：0433—5711012 

 

白城市统一上传到此二维码地址： 

 

 

 

 

 

梅河口市统一上传到此二维码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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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吉林省 2020年特岗计划岗位设置表 
 

学科 语文 数学 英语 音乐 体育 美术 科学 
道德与法治 

（品德与社会） 
信息技术 其他         合计 备注（岗位要求） 

小学 

数量 30 30 26 2 8 2     2           100   

学科 语文 数学 英语 物理 化学 生物 地理 历史 思想品德 音乐 体育 美术 信息技术 其他 合计 备注（岗位要求） 

农安县 
国家

计划 

初中 
数量 10 10 8 5 4 4 5 5 5           56   

学科 语文 数学 英语 音乐 体育 美术 科学 
道德与法治 

（品德与社会） 
信息技术 学前教育 其他       合计 备注（岗位要求） 

小学 

数量                   10         10   

学科 语文 数学 英语 物理 化学 生物 地理 历史 思想品德 音乐 体育 美术 信息技术 其他 合计 备注（岗位要求） 

农安县 
省级

计划 

初中 
数量                                 

学科 语文 数学 英语 音乐 体育 美术 科学 
道德与法治 

（品德与社会） 
信息技术 学前教育 其他       合计 备注（岗位要求） 

小学 

数量 11 11 11 2 12 7 1 3 2           60   

学科 语文 数学 英语 物理 化学 生物 地理 历史 思想品德 音乐 体育 美术 信息技术 其他 合计 备注（岗位要求） 

九台区 
省级

计划 

初中 
数量 8 4 5 3 3 5 8 2 4 1 9 2 6   60   

学科 语文 数学 英语 音乐 体育 美术 科学 
道德与法治 

（品德与社会） 
信息技术 学前教育 其他       合计 备注（岗位要求） 

小学 

数量 12 4 3   5 3     3           30   

学科 语文 数学 英语 物理 化学 生物 地理 历史 思想品德 音乐 体育 美术 信息技术 其他 合计 备注（岗位要求） 

双阳区 
省级

计划 

初中 
数量                                 

学科 语文 数学 英语 音乐 体育 美术 科学 
道德与法治 

（品德与社会） 
信息技术 学前教育 其他       合计 备注（岗位要求） 

小学 

数量 12 15 16 6 7 6   7 5 10         84   

学科 语文 数学 英语 物理 化学 生物 地理 历史 思想品德 音乐 体育 美术 信息技术 其他 合计 备注（岗位要求） 

公主岭市 
省级

计划 

初中 
数量 5 6 6 9 8 9 7 8 9       2   69   

学科 语文 数学 英语 音乐 体育 美术 科学 
道德与法治 

（品德与社会） 
信息技术 学前教育 其他       合计 备注（岗位要求） 

小学 

数量 36 29 23 4 12 15   6 8 10         143   

学科 语文 数学 英语 物理 化学 生物 地理 历史 思想品德 音乐 体育 美术 信息技术 其他 合计 备注（岗位要求） 

榆树市 
省级

计划 

初中 
数量 8 6 15 7 4 4 4 3 3   3 1     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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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科 语文 数学 英语 音乐 体育 美术 科学 
道德与法治 
（品德与社会） 

信息技术 学前教育 其他       合计 备注（岗位要求） 
小学 

数量 11 11 11 3 5 2 7 3 5           58   

学科 语文 数学 英语 物理 化学 生物 地理 历史 思想品德 音乐 体育 美术 信息技术 其他 合计 备注（岗位要求） 
德惠市 

省级

计划 

初中 
数量 6 6 6 3 1 3 7 2 2   4   2   42   

学科 语文 数学 英语 音乐 体育 美术 科学 
道德与法治 
（品德与社会） 

信息技术 其他         合计 备注（岗位要求） 
小学 

数量 6 6 3   2       3           20   

学科 语文 数学 英语 物理 化学 生物 地理 历史 思想品德 音乐 体育 美术 信息技术 特殊教育 合计 备注（岗位要求） 

国家

计划 

初中 
数量 2 2   1     1 1           1 8   

学科 语文 数学 英语 音乐 体育 美术 科学 
道德与法治 
（品德与社会） 

信息技术 学前教育 其他       合计 备注（岗位要求） 
小学 

数量                                 

学科 语文 数学 英语 物理 化学 生物 地理 历史 思想品德 音乐 体育 美术 信息技术 其他 合计 备注（岗位要求） 

长白山 

管委会 

省级

计划 

初中 
数量                                 

学科 语文 数学 英语 音乐 体育 美术 科学 
道德与法治 
（品德与社会） 

信息技术 其他         合计 备注（岗位要求） 
小学 

数量                                 

学科 语文 数学 英语 物理 化学 生物 地理 历史 思想品德 音乐 体育 美术 信息技术 其他 合计 备注（岗位要求） 

国家

计划 

初中 
数量                                 

学科 语文 数学 英语 音乐 体育 美术 科学 
道德与法治 
（品德与社会） 

信息技术 学前教育 其他       合计 备注（岗位要求） 
小学 

数量 36 25 14 5 20 9 2 1 6 10         128   

学科 语文 数学 英语 物理 化学 生物 地理 历史 思想品德 音乐 体育 美术 信息技术 其他 合计 备注（岗位要求） 

梅河口市 

省级

计划 

初中 
数量 6 5 4 4 3 1 1   1   3 1 1   30   

学科 语文 数学 英语 音乐 体育 美术 科学 
道德与法治 
（品德与社会） 

信息技术 其他         合计 备注（岗位要求） 
小学 

数量 19 18 12 1 9 3 4 4 5           75   

学科 语文 数学 英语 物理 化学 生物 地理 历史 思想品德 音乐 体育 美术 信息技术 其他 合计 备注（岗位要求） 

伊通满族

自治县 

国家

计划 

初中 
数量 6 4 4 4 2 4 3 4 4 1 5 1 1   43   

学科 语文 数学 英语 音乐 体育 美术 科学 
道德与法治 
（品德与社会） 

信息技术 其他         合计 备注（岗位要求） 
小学 

数量 17 14 14 1 13 2 3 14 2           80   

学科 语文 数学 英语 物理 化学 生物 地理 历史 思想品德 音乐 体育 美术 信息技术 其他 合计 备注（岗位要求） 
双辽市 

国家

计划 

初中 
数量 3 6 6 2 2 1   2 3 1 2 2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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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科 语文 数学 英语 音乐 体育 美术 科学 
道德与法治 
（品德与社会） 

信息技术 学前教育 其他       合计 备注（岗位要求） 
小学 

数量 20 20 19 13 14 11                 97   

学科 语文 数学 英语 物理 化学 生物 地理 历史 思想品德 音乐 体育 美术 信息技术 其他 合计 备注（岗位要求） 
梨树县 

省级

计划 

初中 
数量 3 3 3 4 5   1               19   

学科 语文 数学 英语 音乐 体育 美术 科学 
道德与法治 
（品德与社会） 

信息技术 学前教育 其他       合计 备注（岗位要求） 
小学 

数量     1 1 1 1                 4   

学科 语文 数学 英语 物理 化学 生物 地理 历史 思想品德 音乐 体育 美术 信息技术 其他 合计 备注（岗位要求） 
铁东区 

省级

计划 

初中 
数量 1   3     1             1   6   

学科 语文 数学 英语 音乐 体育 美术 科学 
道德与法治 
（品德与社会） 

信息技术 其他         合计 备注（岗位要求） 
小学 

数量 45 45 18 9 9 9     5           140   

学科 语文 数学 英语 物理 化学 生物 地理 历史 思想品德 音乐 体育 美术 信息技术 其他 合计 备注（岗位要求） 
前郭县 

国家

计划 

初中 
数量 10 7 7 7 7 5 3 3 3 2 2 2 2   60   

学科 语文 数学 英语 音乐 体育 美术 科学 
道德与法治 
（品德与社会） 

信息技术 其他         合计 备注（岗位要求） 
小学 

数量 25 22 22   15   8 8 5           105   

学科 语文 数学 英语 物理 化学 生物 地理 历史 思想品德 音乐 体育 美术 信息技术 其他 合计 备注（岗位要求） 
长岭县 

国家

计划 

初中 
数量 5 4 4 4 4 4 5 4 4   5   2   45   

学科 语文 数学 英语 音乐 体育 美术 科学 
道德与法治 
（品德与社会） 

信息技术 其他         合计 备注（岗位要求） 
小学 

数量 20 20 20 6 12 12                 90   

学科 语文 数学 英语 物理 化学 生物 地理 历史 思想品德 音乐 体育 美术 信息技术 其他 合计 备注（岗位要求） 

国家

计划 

初中 
数量 20 10 20 4 5 5 5 5 5           79   

学科 语文 数学 英语 音乐 体育 美术 科学 
道德与法治 
（品德与社会） 

信息技术 学前教育 其他       合计 备注（岗位要求） 
小学 

数量                   10         10   

学科 语文 数学 英语 物理 化学 生物 地理 历史 思想品德 音乐 体育 美术 信息技术 其他 合计 备注（岗位要求） 

扶余市 

省级

计划 

初中 
数量                                 

学科 语文 数学 英语 音乐 体育 美术 科学 
道德与法治 

（品德与社会） 
信息技术 学前教育 其他       合计 备注（岗位要求） 

小学 

数量 15 15 9   7       4           50   

学科 语文 数学 英语 物理 化学 生物 地理 历史 思想品德 音乐 体育 美术 信息技术 其他 合计 备注（岗位要求） 

乾安县 
省级

计划 

初中 
数量 7 4 3 3 2 2 2 3 4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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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科 语文 数学 英语 音乐 体育 美术 科学 
道德与法治 
（品德与社会） 

信息技术 学前教育 其他       合计 备注（岗位要求） 
小学 

数量 19 19 15 4 6 8 2 1 6           80   

学科 语文 数学 英语 物理 化学 生物 地理 历史 思想品德 音乐 体育 美术 信息技术 其他 合计 备注（岗位要求） 
宁江区 

省级

计划 

初中 
数量 8 3 4 2 1 1 1 1 1 3 2 2 4   33   

学科 语文 数学 英语 音乐 体育 美术 科学 
道德与法治 
（品德与社会） 

信息技术 学前教育 其他       合计 备注（岗位要求） 
小学 

数量 22 22 22 5 6 2     3 10         92   

学科 语文 数学 英语 物理 化学 生物 地理 历史 思想品德 音乐 体育 美术 信息技术 其他 合计 备注（岗位要求） 
东丰县 

省级

计划 

初中 
数量 7 8 7 3 2 1 1 1 2 2   1 1   36   

学科 语文 数学 英语 音乐 体育 美术 科学 
道德与法治 
（品德与社会） 

信息技术 学前教育 其他       合计 备注（岗位要求） 
小学 

数量 20 12 11   6   2 1 5           57   

学科 语文 数学 英语 物理 化学 生物 地理 历史 思想品德 音乐 体育 美术 信息技术 其他 合计 备注（岗位要求） 
东辽县 

省级

计划 

初中 
数量 1 1 1 2 1   3 2 2   1   1   15   

学科 语文 数学 英语 音乐 体育 美术 科学 
道德与法治 
（品德与社会） 

信息技术 学前教育 其他       合计 备注（岗位要求） 
小学 

数量 3 1     5 1                 10   

学科 语文 数学 英语 物理 化学 生物 地理 历史 思想品德 音乐 体育 美术 信息技术 其他 合计 备注（岗位要求） 
龙山区 

省级

计划 

初中 
数量                                 

学科 语文 数学 英语 音乐 体育 美术 科学 
道德与法治 
（品德与社会） 

信息技术 其他         合计 备注（岗位要求） 
小学 

数量 5 2 2     1     1           11   

学科 语文 数学 英语 物理 化学 生物 地理 历史 思想品德 音乐 体育 美术 信息技术 其他 合计 备注（岗位要求） 

国家

计划 

初中 
数量   1 1 2 1                   5   

学科 语文 
数学

（朝） 
英语 音乐 体育 

美术

(朝) 
科学 

道德与法治 
（品德与社会） 

信息技术 学前教育 
朝鲜语

文（朝） 
      合计 备注（岗位要求） 

小学 

数量   1       1         2       4 必须使用朝鲜语授课 

学科 语文 数学 英语 物理 化学 生物 地理 历史 思想品德 音乐 体育 美术 信息技术 其他 合计 备注（岗位要求） 

延吉市 

省级

计划 

初中 
数量                                 

学科 语文 数学 英语 音乐 体育 美术 科学 
道德与法治 
（品德与社会） 

信息技术 其他         合计 备注（岗位要求） 
小学 

数量   1 1     1                 3   

学科 语文 数学 英语 物理 化学 生物 地理 历史 思想品德 音乐 体育 美术 信息技术 其他 合计 备注（岗位要求） 
图们市 

国家

计划 

初中 
数量                 1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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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科 语文 数学 英语 音乐 体育 美术 科学 
道德与法治 
（品德与社会） 

信息技术 学前教育 其他       合计 备注（岗位要求） 
小学 

数量                                 

学科 语文 数学 英语 物理 化学 生物 地理 历史 思想品德 音乐 体育 美术 信息技术 其他 合计 备注（岗位要求） 
图们市 

省级

计划 

初中 
数量                                 

学科 语文 数学 英语 音乐 体育 美术 科学 
道德与法治 
（品德与社会） 

信息技术 其他         合计 备注（岗位要求） 
小学 

数量 17 12 9 2 5 3                 48   

学科 语文 数学 英语 物理 化学 生物 地理 历史 思想品德 音乐 体育 美术 信息技术 其他 合计 备注（岗位要求） 

国家

计划 

初中 
数量 3 10 6 2 3 2 3 5 1   2   2   39   

学科 语文 数学 英语 音乐 体育 美术 科学 
道德与法治 
（品德与社会） 

信息技术 学前教育 其他       合计 备注（岗位要求） 
小学 

数量                                 

学科 语文 数学 英语 物理 化学 生物 地理 历史 思想品德 音乐 体育 美术 信息技术 其他 合计 备注（岗位要求） 

敦化市 

省级

计划 

初中 
数量                                 

学科 语文 数学 英语 音乐 体育 美术 科学 
道德与法治 
（品德与社会） 

信息技术 其他         合计 备注（岗位要求） 
小学 

数量 1 2                         3   

学科 语文 数学 英语 物理 化学 生物 地理 历史 思想品德 音乐 体育 美术 信息技术 其他 合计 备注（岗位要求） 

国家

计划 

初中 
数量   2             1     1 1   5   

学科 语文 数学 英语 音乐 体育 美术 科学 
道德与法治 
（品德与社会） 

信息技术 学前教育 其他       合计 备注（岗位要求） 
小学 

数量                                 

学科 语文 数学 英语 物理 化学 生物 地理 历史 思想品德 音乐 体育 美术 信息技术 其他 合计 备注（岗位要求） 

珲春市 

省级

计划 

初中 
数量                                 

学科 语文 数学 英语 音乐 体育 美术 科学 
道德与法治 
（品德与社会） 

信息技术 其他         合计 备注（岗位要求） 
小学 

数量 2 1                         3   

学科 语文 数学 英语 物理 化学 生物 地理 历史 思想品德 音乐 体育 美术 信息技术 其他 合计 备注（岗位要求） 

国家

计划 

初中 
数量 1 1       1           1     4   

学科 语文 数学 英语 音乐 体育 美术 科学 
道德与法治 
（品德与社会） 

信息技术 学前教育 
朝鲜语

文（朝） 
      合计 备注（岗位要求） 

小学 

数量                     1       1 必须使用朝鲜语授课 

学科 语文 数学 英语 物理 化学 生物 地理 历史 思想品德 音乐 体育 美术 信息技术 其他 合计 备注（岗位要求） 

龙井市 

省级

计划 

初中 
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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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科 语文 数学 英语 音乐 体育 美术 科学 
道德与法治 
（品德与社会） 

信息技术 其他         合计 备注（岗位要求） 
小学 

数量 10 1 1   2 1   1             16   

学科 语文 数学 英语 物理 化学 生物 地理 历史 思想品德 音乐 体育 美术 信息技术 其他 合计 备注（岗位要求） 

国家

计划 

初中 
数量 3 2 2 1 1 1   5 1           16   

学科 语文 数学 英语 音乐 体育 美术 科学 
道德与法治 
（品德与社会） 

信息技术 学前教育 其他       合计 备注（岗位要求） 
小学 

数量                                 

学科 语文 数学 英语 物理 化学 生物 地理 历史 思想品德 音乐 体育 美术 信息技术 其他 合计 备注（岗位要求） 

和龙市 

省级

计划 

初中 
数量                                 

学科 语文 数学 英语 音乐 体育 美术 科学 
道德与法治 
（品德与社会） 

信息技术 其他         合计 备注（岗位要求） 
小学 

数量 7 5 3   1                   16   

学科 语文 数学 英语 物理 化学 生物 地理 历史 思想品德 音乐 体育 美术 信息技术 其他 合计 备注（岗位要求） 

国家

计划 

初中 
数量 5 2 2 2     1 5 1           18   

学科 语文 数学 英语 音乐 体育 美术 科学 
道德与法治 
（品德与社会） 

信息技术 学前教育 其他       合计 备注（岗位要求） 
小学 

数量                                 

学科 语文 数学 英语 物理 化学 生物 地理 历史 思想品德 音乐 体育 美术 信息技术 其他 合计 备注（岗位要求） 

汪清县 

省级

计划 

初中 
数量                                 

学科 语文 数学 英语 音乐 体育 美术 科学 
道德与法治 
（品德与社会） 

信息技术 其他         合计 备注（岗位要求） 
小学 

数量 23 20 7 3 6 2 2 3 6           72   

学科 语文 数学 英语 物理 化学 生物 地理 历史 思想品德 音乐 体育 美术 信息技术 其他 合计 备注（岗位要求） 

国家

计划 

初中 
数量 3 2 3 10 3 5 5 6 3 1 2 2 1   46   

学科 语文 数学 英语 音乐 体育 美术 科学 
道德与法治 
（品德与社会） 

信息技术 学前教育 其他       合计 备注（岗位要求） 
小学 

数量                                 

学科 语文 数学 英语 物理 化学 生物 地理 历史 思想品德 音乐 体育 美术 信息技术 其他 合计 备注（岗位要求） 

洮北区 

省级

计划 

初中 
数量                                 

学科 语文 数学 英语 音乐 体育 美术 科学 
道德与法治 
（品德与社会） 

信息技术 其他         合计 备注（岗位要求） 
小学 

数量 21 20 9 9 9 9                 77   

学科 语文 数学 英语 物理 化学 生物 地理 历史 思想品德 音乐 体育 美术 信息技术 其他 合计 备注（岗位要求） 
洮南市 

国家

计划 

初中 
数量 12 7 8 2   2 2 3 4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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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科 语文 数学 英语 音乐 体育 美术 科学 
道德与法治 
（品德与社会） 

信息技术 学前教育 其他       合计 备注（岗位要求） 
小学 

数量                                 

学科 语文 数学 英语 物理 化学 生物 地理 历史 思想品德 音乐 体育 美术 信息技术 其他 合计 备注（岗位要求） 
洮南市 

省级

计划 

初中 
数量                                 

学科 语文 数学 英语 音乐 体育 美术 科学 
道德与法治 
（品德与社会） 

信息技术 特殊教育         合计 备注（岗位要求） 
小学 

数量 9 2 4 1 3 2       3         24   

学科 语文 数学 英语 物理 化学 生物 地理 历史 思想品德 音乐 体育 美术 信息技术 其他 合计 备注（岗位要求） 

国家

计划 

初中 
数量 7 2 3 3 1 1 2 2 4 1 2 1     29   

学科 语文 数学 英语 音乐 体育 美术 科学 
道德与法治 
（品德与社会） 

信息技术 学前教育 其他       合计 备注（岗位要求） 
小学 

数量                                 

学科 语文 数学 英语 物理 化学 生物 地理 历史 思想品德 音乐 体育 美术 信息技术 其他 合计 备注（岗位要求） 

大安市 

省级

计划 

初中 
数量                                 

学科 语文 数学 英语 音乐 体育 美术 科学 
道德与法治 
（品德与社会） 

信息技术 特殊教育         合计 备注（岗位要求） 
小学 

数量 12 12 3 2 4         2         35   

学科 语文 数学 英语 物理 化学 生物 地理 历史 思想品德 音乐 体育 美术 信息技术 其他 合计 备注（岗位要求） 

国家

计划 

初中 
数量 16 16 6 3 2 2 2 3 2 4 6 2     64   

学科 语文 数学 英语 音乐 体育 美术 科学 
道德与法治 
（品德与社会） 

信息技术 学前教育 其他       合计 备注（岗位要求） 
小学 

数量                   10         10   

学科 语文 数学 英语 物理 
化学
（蒙） 

生物
（蒙） 

地理
（蒙） 

历史 思想品德 音乐（蒙） 体育 美术 信息技术 
蒙语文
（蒙） 

合计 备注（岗位要求） 

通榆县 

省级

计划 

初中 
数量         1 1 1     1       1 5 使用蒙语授课 

学科 语文 数学 英语 音乐 体育 美术 科学 
道德与法治 
（品德与社会） 

信息技术 其他         合计 备注（岗位要求） 
小学 

数量 18 12 6 5 9 2 3   1           56   

学科 语文 数学 英语 物理 化学 生物 地理 历史 思想品德 音乐 体育 美术 信息技术 其他 合计 备注（岗位要求） 

国家

计划 

初中 
数量 5 2 1 1 3 1 5 4 7   1   2   32   

学科 语文 数学 英语 音乐 体育 美术 科学 
道德与法治 
（品德与社会） 

信息技术 学前教育 
蒙语文
（蒙） 

音乐
（蒙） 

    合计 备注（岗位要求） 
小学 

数量                     2 1     3 蒙语授课 

学科 语文 数学 英语 物理 化学 生物 地理 历史 思想品德 音乐 体育 美术 信息技术 其他 合计 备注（岗位要求） 

镇赉县 

省级

计划 

初中 
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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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科 语文 数学 英语 音乐 体育 美术 科学 
道德与法治 
（品德与社会） 

信息技术 其他         合计 备注（岗位要求） 
小学 

数量 14 12 6 2 2 2 3 2 3           46   

学科 语文 数学 英语 物理 化学 生物 地理 历史 思想品德 音乐 体育 美术 信息技术 其他 合计 备注（岗位要求） 
江源区 

国家

计划 

初中 
数量 6 3 4 3 2 1 1 4 2   2 1     29   

学科 语文 数学 英语 音乐 体育 美术 科学 
道德与法治 
（品德与社会） 

信息技术 其他         合计 备注（岗位要求） 
小学 

数量 7 6 2 6 3 1     2           27   

学科 语文 数学 英语 物理 化学 生物 地理 历史 思想品德 音乐 体育 美术 信息技术 其他 合计 备注（岗位要求） 
临江市 

国家

计划 

初中 
数量 4 4 2 6 3 1 1 2 1   1   3   28   

学科 语文 数学 英语 音乐 体育 美术 科学 
道德与法治 
（品德与社会） 

信息技术 其他         合计 备注（岗位要求） 
小学 

数量 14 17 5 2 3 4                 45   

学科 语文 数学 英语 物理 化学 生物 地理 历史 思想品德 音乐 体育 美术 信息技术 其他 合计 备注（岗位要求） 
抚松县 

国家

计划 

初中 
数量 6 2 5 2 2 2 3 3 2 2 1 2     32   

学科 语文 数学 英语 音乐 体育 美术 科学 
道德与法治 
（品德与社会） 

信息技术 其他         合计 备注（岗位要求） 
小学 

数量 7 1                         8   

学科 语文 数学 英语 物理 化学 生物 地理 历史 思想品德 音乐 体育 美术 信息技术 其他 合计 备注（岗位要求） 
靖宇县 

国家

计划 

初中 
数量 2 3 1 1   1       1 1 1 1   12   

学科 语文 数学 英语 音乐 体育 美术 科学 
道德与法治 
（品德与社会） 

信息技术 其他         合计 备注（岗位要求） 
小学 

数量 4 2 3   3 2 1   1           16   

学科 语文 数学 英语 物理 化学 生物 地理 历史 思想品德 音乐 体育 美术 信息技术 其他 合计 备注（岗位要求） 

长白朝鲜

族自治县 

国家

计划 

初中 
数量   1 2 1   1         1       6   

学科 语文 数学 英语 音乐 体育 美术 科学 
道德与法治 
（品德与社会） 

信息技术 其他         合计 备注（岗位要求） 
小学 

数量                                 

学科 语文 数学 英语 物理 化学 生物 地理 历史 思想品德 音乐 体育 美术 信息技术 其他 合计 备注（岗位要求） 

国家

计划 

初中 
数量                                 

学科 语文 数学 英语 音乐 体育 美术 科学 
道德与法治 
（品德与社会） 

信息技术 学前教育 其他       合计 备注（岗位要求） 
小学 

数量 2 2 2   2 1     1           10   

学科 语文 数学 英语 物理 化学 生物 地理 历史 思想品德 音乐 体育 美术 信息技术 其他 合计 备注（岗位要求） 

东昌区 

省级

计划 

初中 
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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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科 语文 数学 英语 音乐 体育 美术 科学 
道德与法治 
（品德与社会） 

信息技术 特殊教育         合计 备注（岗位要求） 
小学 

数量 13 9 7 1 2 0 1 1 1 2         37   

学科 语文 数学 英语 物理 化学 生物 地理 历史 思想品德 音乐 体育 美术 信息技术 其他 合计 备注（岗位要求） 

国家

计划 

初中 
数量   3 2 3   2 3   2   3       18   

学科 语文 数学 英语 音乐 体育 美术 科学 
道德与法治 
（品德与社会） 

信息技术 学前教育 其他       合计 备注（岗位要求） 
小学 

数量                                 

学科 语文 数学 英语 物理 化学 生物 地理 历史 思想品德 音乐 体育 美术 信息技术 其他 合计 备注（岗位要求） 

辉南县 

省级

计划 

初中 
数量                                 

学科 语文 数学 英语 音乐 体育 美术 科学 
道德与法治 
（品德与社会） 

信息技术 其他         合计 备注（岗位要求） 
小学 

数量 21   7 1 7 3     4           43   

学科 语文 数学 英语 物理 化学 生物 地理 历史 思想品德 音乐 体育 美术 信息技术 其他 合计 备注（岗位要求） 

国家

计划 

初中 
数量 4 6 1 3 3   1 1 4   4       27   

学科 语文 数学 英语 音乐 体育 美术 科学 
道德与法治 
（品德与社会） 

信息技术 学前教育 其他       合计 备注（岗位要求） 
小学 

数量                                 

学科 语文 数学 英语 物理 化学 生物 地理 历史 思想品德 音乐 体育 美术 信息技术 其他 合计 备注（岗位要求） 

集安市 

省级

计划 

初中 
数量                                 

学科 语文 数学 英语 音乐 体育 美术 科学 
道德与法治 
（品德与社会） 

信息技术 其他         合计 备注（岗位要求） 
小学 

数量 19 13 6 6 10 3     3           60   

学科 语文 数学 英语 物理 化学 生物 地理 历史 思想品德 音乐 体育 美术 信息技术 其他 合计 备注（岗位要求） 

国家

计划 

初中 
数量 8 10 6 5 4 3 2 3 3 2 2 1 1   50   

学科 语文 数学 英语 音乐 体育 美术 科学 
道德与法治 
（品德与社会） 

信息技术 学前教育 其他       合计 备注（岗位要求） 
小学 

数量                   10         10   

学科 语文 数学 英语 物理 化学 生物 地理 历史 思想品德 音乐 体育 美术 信息技术 其他 合计 备注（岗位要求） 

柳河县 

省级

计划 

初中 
数量                                 

学科 语文 数学 英语 音乐 体育 美术 科学 
道德与法治 
（品德与社会） 

信息技术 其他         合计 备注（岗位要求） 
小学 

数量 15 12 8 8 6 3     2           54   

学科 语文 数学 英语 物理 化学 生物 地理 历史 思想品德 音乐 体育 美术 信息技术 其他 合计 备注（岗位要求） 
永吉县 

国家

计划 

初中 
数量 8 7 5 4   2 1 5 2 3 1 4 2   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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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科 语文 数学 英语 音乐 体育 美术 科学 
道德与法治 
（品德与社会） 信息技术 学前教育 其他       合计 备注（岗位要求） 

小学 
数量                                 

学科 语文 数学 英语 物理 化学 生物 地理 历史 思想品德 音乐 体育 美术 信息技术 其他 合计 备注（岗位要求） 
永吉县 

省级

计划 

初中 
数量                                 

学科 语文 数学 英语 音乐 体育 美术 科学 
道德与法治 
（品德与社会） 信息技术 其他         合计 备注（岗位要求） 

小学 
数量 24 23 10 8 9 7     4           85   

学科 语文 数学 英语 物理 化学 生物 地理 历史 思想品德 音乐 体育 美术 信息技术 其他 合计 备注（岗位要求） 

国家

计划 

初中 
数量 8 15 9 5 2 4 3 4 9 1 1 1     62   

学科 语文 数学 英语 音乐 体育 美术 科学 
道德与法治 
（品德与社会） 信息技术 学前教育 其他       合计 备注（岗位要求） 

小学 
数量                   10         10   

学科 语文 数学 英语 物理 化学 生物 地理 历史 思想品德 音乐 体育 美术 信息技术 其他 合计 备注（岗位要求） 

舒兰市 

省级

计划 

初中 
数量                                 

学科 语文 数学 英语 音乐 体育 美术 科学 
道德与法治 
（品德与社会） 

信息技术 其他         合计 备注（岗位要求） 
小学 

数量                                 

学科 语文 数学 英语 物理 化学 生物 地理 历史 思想品德 音乐 体育 美术 信息技术 其他 合计 备注（岗位要求） 

国家

计划 

初中 
数量                                 

学科 语文 数学 英语 音乐 体育 美术 科学 
道德与法治 
（品德与社会） 

信息技术 学前教育 其他       合计 备注（岗位要求） 
小学 

数量 21 20 10 2 3 2   5   10         73   

学科 语文 数学 英语 物理 化学 生物 地理 历史 思想品德 音乐 体育 美术 信息技术 其他 合计 备注（岗位要求） 

磐石市 

省级

计划 

初中 
数量 2 2 1 1        1 3   2       12   

学科 语文 数学 英语 音乐 体育 美术 科学 
道德与法治 
（品德与社会） 

信息技术 其他         合计 备注（岗位要求） 
小学 

数量                                 

学科 语文 数学 英语 物理 化学 生物 地理 历史 思想品德 音乐 体育 美术 信息技术 其他 合计 备注（岗位要求） 

国家

计划 

初中 
数量                                 

学科 语文 数学 英语 音乐 体育 美术 科学 
道德与法治 
（品德与社会） 

信息技术 学前教育 其他       合计 备注（岗位要求） 
小学 

数量 10 5 6   2 1                 24   

学科 语文 数学 英语 物理 化学 生物 地理 历史 思想品德 音乐 体育 美术 信息技术 其他 合计 备注（岗位要求） 

蛟河市 

省级

计划 

初中 
数量   3 2 2 1 2 5 1 2 1 3 1 1   24   

备注：岗位注为（朝）或（蒙）的为朝语或蒙语授课岗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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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吉林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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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表） 
 

说明：1.本表由系统根据考生填写内容自动生成，须双面打印，前半部分由考生填写，后半部分由审核部门填

写，彩色或黑白打印均可。2.上传电子照片要求近期正面免冠彩照，白色背景，150（高）X120（宽）像素。 

姓   名  性    别  

民   族  出生年月  

政治 

面貌 
 学   历  

毕业 

学校 
 毕业时间  

电子照片 

专业  是否师范类 
□是       

□否 
毕   业   证  书  号  码  

□本省应届毕业生      □本省往届毕业生 
考生 

身份 
□外省应届毕业生      □外省往届毕业生 

联系方式  

身 份 证 

号 码 
 教师资格证书号码  

户  籍  详细住址  

申报县（市、区）  

计划类别 

□国家计划 

 

□省级计划 申报学段  

服从跨 
县（市、区）调剂 

□是       □否 申报学科  

申报 

志愿 

服从跨 

市（州）调剂 
□是       □否 

使用少数民族语言 

文字教学 
□是       □否 

个人 

简历 

 

 

奖惩 

情况 
 

经本人确认，所有填报信息真实有效，如有虚假，所引起的一切后果由本人承担。                                            

签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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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1.对省内高校的应届毕业生，资格审查意见和笔试加分项目由所在高校就业部门填写，其他类型人员则

由市（州）填写。其中，确认笔试加分项目必须参照《招聘办法》有关内容填写； 

2.笔试成绩、面试成绩、体检结果由市（州）填写； 

3.本表 1式 3份，1份装入个人档案，其余由市（州）、县（市、区）分别留存备案。 

以下由有关高校、特岗计划市（州）和设岗县（市、区）填写 

资格审查

意见 

 
所在高校或 

 市（州） 

意见 

笔试加分

项目 
                    

 

 

 

 

审核人：                  

 

 

 

 

部门公章： 

笔试 

成绩 

 

面试 

成绩 

 

 市（州） 

意见 

体检 

结果 

 

 

 

 

 

审核人：                  

 

 

 

部门公章： 

县（市、区）

录取意见 

 

 

 
 
 
 
 

 

公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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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 

吉林省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学校教师特设岗位计划 

教师聘用合同书 

县（市、区） 

教育局 
 

单位

地址 
 

聘用学校  学校联系方式  

甲 

 

方 

计划级别 □国家计划               □省级计划 

姓   名  性    别  
出生 

年月 
 

毕业学校  所学专业  学历  

户   籍  政治面貌  
健康 

状况 
 

乙 

 

方 

身份证 

号码 
 

本人联系

方式 
 

 

吉林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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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省教育厅、省委编办、省财政厅、省人力资源

和社会保障厅共同组织实施，按照公开招聘、自愿报名、择优

选拔、属地管理的方式，选拔一批优秀高校毕业生到农村义务

教育阶段学校任教。按照公布需求、自愿报名、资格审查、考

试考核、集中培训、签订合同、上岗任教的程序，接受乙方申

请，经过规定程序审查，并报经省特岗计划主管部门审批确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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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聘用乙方为吉林省特岗计划教师，聘期三年。 

为明确双方的权利和义务，保证吉林省农村义务教育阶段

学校教师特设岗位计划的顺利实施，甲、乙双方就相关事项签

订如下合同： 

第一条  甲方义务 

1.落实国家和省对特岗计划教师工资待遇的有关规定，并

为乙方提供必要的工作、生活、学习条件。  

2.对乙方报到前的相关事项给予指导和帮助。 

3.根据特岗计划实施的要求，负责乙方聘用期间的日常管

理和考核，并给予相应指导和帮助，把乙方考核和管理情况按

学年度汇总报送州市（州）和省特岗计划管理部门。 

4.乙方聘用期满，经考核合格，且自愿继续留在当地任教

的，按照省教育厅、省委编办、省财政厅、省人力资源和社会

保障厅《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学校教师特设岗位计划实施方案》

的规定，落实编制并办理相关聘用手续；聘用期满，若乙方选

择不继续留在当地任教，按照文件规定享受政策优惠并办理离

职相关手续。 

5.聘用期内，乙方的人事档案由服务的设岗县（市、区）

政府人才服务机构提供免费管理。 

第二条  甲方权利 

1.乙方未取得教师资格证的，必须在 1 年试用期内取得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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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的教师资格证书；若 1年试用期内未取得相应教师资格证书，

甲方有权单方终止合同。 

2.乙方试用期为半年，考核不合格者，甲方有权单方终止

合同。 

3.乙方服务期间因违反法律政策规定造成恶劣影响的，或

严重违反合同约定，或因乙方自身引发的其它原因致使本合同

无法履行的，甲方有权终止合同，乙方不再享有本合同中第三

条  乙方权利约定的各项权利。 

4.在乙方申请相应政策支持时，甲方有权要求其提供相关

政策依据或证明。 

第三条  乙方权利 

1.聘用期间，享受国家统一规定的教师工资标准；享受地

方政府根据当地同等条件公办教师的收入水平和国家补助水平

综合确定的地方性津补贴；享受按规定纳入当地社会保障体系

的相应社会保障待遇。 

2.服务期满并考核合格，乙方若自愿继续留在当地任教，

甲方要按规定办理聘用手续；乙方若重新择业或选择深造学习，

可享受文件规定的各项优惠政策。 

第四条  乙方义务 

1.对未取得教师资格证的，必须在 1 年试用期内取得相应

的教师资格证书；若 1 年试用期内未取得相应教师资格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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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法解除聘用合同。 

2.保证本人确系自愿申请吉林省特岗计划教师岗位，保证

本人填报及所提供的相关资料的真实性。 

3.按照要求的时间和地点报到，除不可抗力因素，不得以

任何理由拖延。 

4.主动取得相应教师资格。服务期间，遵守国家法律法规，

遵守设岗县（市、区）教育主管部门和任教学校的各项规章制

度，自觉接受设岗县（市、区）教育主管部门和任教学校的管

理和考核。自觉提高思想政治素质，践行教师职业道德规范，

加强专业能力锻炼，提高工作实绩，坚持廉洁自律，爱岗敬业，

尽职尽责，努力服务基层农村教育。原则上要在特岗计划设岗

学校服务满三年，不得调动到非特岗计划设岗单位。除不可抗

力因素并提出申请经甲方同意外，不得单方终止合同。 

5.服务期满，若不愿继续留在当地学校任教，应保证与学

校做好工作交接，直到办理正式调离或其他离岗手续为止。 

第五条  乙方的报名表和身份证复印件作为本合同书附

件。 

第六条  本合同书一式三份，具同等法律效力，甲乙双方

各持一份，一份由市（州）收集统一报送省教育厅备案，自双

方签字、盖章后生效。 

第七条  甲乙双方其他约定内容（不能与上述条款相抵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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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甲方盖章：____________   盖章时间：    年   月   日 

 

 

乙方签字：____________   签字时间：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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