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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高等学校师资培训中心

师培[2018]07 号

2018 年广西高等学校教师岗前培训及下半年高校教师资格

理论考试有关事宜的通知

各高等学校：

根据自治区教育厅有关工作安排，经研究，现将 2018 年广西高

等学校教师岗前培训及 2018 年广西高校教师资格理论考试的有关事

宜通知如下：

一、培训及考试对象

（一）培训对象：拟申请高校教师资格且未参加过广西高校教师

岗前培训的广西高校在职人员(含聘用人员)。补考人员不用参加培

训。

（二）考试对象：参加本次广西高等学校教师岗前培训人员及需

要补考的人员。

二、培训课程、时间及各教学点安排

（一）培训课程：《高等教育学》、《高等教育心理学》、《高等教

育法规概论》、《高等学校教师职业道德修养》等四门课程。教材采用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2018 年新编教材。

（二）培训时间：2018 年 7—8 月，每个教学点培训时间为 12

天，培训课程表由各教学点在报到的当天公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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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各教学点工作时间安排：

序号 教学点
报到确认时间和地点 开课

时间

联系人

联系方式时间 地 点

1 广西科技大学 7月 15日

广西科技大学行政办公楼 6

楼教师发展中心（603 办公

室）

7 月 16 日

—27 日

俸老师

0772-2684229

18276726996

2 钦州学院 7月 17日
钦州市西环南路 89 号钦州

学院行政办公楼一楼报告厅

7 月 18 日

—29 日

龚老师

18777711942

3
广西经贸

职业技术学院
7月 19日

广西经贸职业技术学院综合

楼一楼大厅

7 月 20 日

—31 日

杨老师

0771-5302209

17776006807

4 梧州学院 7月 19日
梧州学院明理楼人事处师资

科办公室

7 月 20 日

—31 日

朱老师

0774-5822100

18276428891

5
右江民族医学

院
7月 21日

右江民族医学院 5 号教学楼

101 教室（学术报告厅）

7 月 22 日

—8月2日

吕老师

0776-2846516

15977629850

6 广西大学 7月 22日

南宁市西乡塘区大学东路

100 号广西大学东校园第六

教学楼一楼中厅

7 月 23 日

—8月3日

于老师

0771-3231092

7 广西医科大学 7月 24日

南宁市青秀区双拥路 22 号

广西医科大学综合楼一楼报

告厅

7 月 25 日

—8月6日

刘老师

15807810239

8 广西师范大学 8月 1日

桂林市七星区七星路 48 号

桂林山水大酒店山水会议中

心（师大教学点培训学员 QQ

群：719781027）

8月2日—

13 日

王老师

0773-5822867

18377333870

三、培训学费、理论考试费及教材费

科目

收费项目

高等教

育学

高等教育

心理学

高等教育

法规概论

高等学校

教师职业

道德修养

合计 备注

岗前培训学费 160元 160元 90元 90元 500元 网上缴费

理论考试费 50元 50元 50元 50元 200元 网上缴费

教材费 35元 39元 36元 35元 145 元

出版社直接供应，

在各教学点报到

当天自愿购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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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网上报名及网上缴费时间安排

序

号
教学点

网上报名开始

时间

网上报名截止时

间

网上缴费开始

时间

网上缴费截止时

间

1 广西科技大学

6月 25日 15点

7月 10日 17点

7月 5日 15点

7月 13日 11点
2 钦州学院 7月 12日 17点 7月 15日 11点

3
广西经贸

职业技术学院
7月 15日 17点 7月 17日 11点

4 梧州学院 7月 15日 17点 7月 17日 11点

5 右江民族医学院 7月 16日 17点 7月 19日 11点

6 广西大学 7月 19日 17点 7月 21日 11点

7 广西医科大学 7月 19日 17点 7月 21日 11点

8 广西师范大学 7月 26日 17点 7月 30日 11点

五、网上报名及网上缴费操作流程

（一）网上报名操作流程

第一步：报名者登录“广西高校教师岗前培训及教师资格理论考

试报名系统”网址：http://gxttc.gxnu.edu.cn/px/gqpx/login.php

（简称“报名系统”），进行报名注册，请认真阅读报名须知后，按系

统要求填写个人的培训和考试相关信息，确保填报的信息完整无误。

第二步：报名者填写“广西高等学校教师岗前培训学籍与考试登

记表”（简称《登记表》）， 并按要求上传本人近期上半身正面免冠电

子照片，否则，视为报名信息填报不完整，将取消本次考试报名资格。

第三步：报名者在报名信息审核通过后，请自行登录“报名系统”，

打印纸质《登记表》一份，持该表到本人所在高校的人事部门签署培

训意见并加盖公章。

（二）网上缴费操作流程

第一步：报名者在培训教学点网上报名结束后 3天内，登录“报

名系统”，并按提示登录广西师范大学财务处网站上的“广西师范大

学学生网上缴费系统”（简称缴费系统）进行网上缴费（缴费系统网

http://gxttc.gxnu.edu.cn/px/gqpx/login.php
http://gxttc.gxnu.edu.cn/px/gqpx/login.p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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址为：http://cwc.gxnu.edu.cn/SFP_Cms）（收款单位为广西师范大

学），用户名为“登记表”中的学号，密码为身份证后六位（含 X）。

逾期不缴费的学员将视作自动放弃报名资格。

第二步：报名者登录 “缴费系统”后，要核对本人姓名和学号，

确认无误后，点击“网银缴费”，进入缴费界面，勾选本次所要缴费

的项目，核对金额，点击“生成订单”，选择微信扫码支付或中国银

行 B2C 支付或中国银联手机支付任一种方式进行网上缴费。更为具体

的网上缴费流程，详见“报名系统”中的“网上缴费”。

（三）网上报名及缴费注意事项

1.各高校的报名者可就近选择教学点按要求参加培训，其中广西

医科大学教学点最多容纳 800 人培训，请广西医科大学和广西中医药

大学及其附属医院的报名者优先选择此教学点参加培训。

2.报名者须认真核对所填报的身份证号码、姓名、所在单位、电

子邮箱、电子照片、培训科目、培训地点、考试科目等关键信息，报

名信息不完整者，将被取消相应的培训或考试报名资格。

3.报名者的信息在审核通过后，可在《登记表》网页中看到审核

信息，相关信息将无法更改，以确保填报的信息与网上缴费、纸质版

《登记表》信息一致。

4.缴费成功 2个工作日后，报名者在《登记表》网页可看到缴费

成功信息；请注意保存网上支付的订单编号，以备向银行查账用。

5.凡未参加过广西高等学校师资培训中心举办的高校教师岗前

培训的人员，均不得直接报名参加高校教师资格理论考试。在以往的

教师资格理论考试中有作弊记录的考生，三年内不得报名参加教师资

格理论考试。

六、培训报到及现场确认

（一）参加培训人员须在各教学点网上缴费规定时间内，完成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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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缴费手续，并持加盖公章的《登记表》，在规定报到时间内到相应

教学点办理报到并办理现场确认手续。

（二）报到的当天，教学点将为已缴费的学员进行信息核对，教

材发放及考勤指纹录入等现场确认工作，同时收取学员的《登记表》

和免修、免考等相关材料。

报名者培训学费由广西师范大学财务处统一开具收款收据，由各

教学点工作人员在开班后集中发放。

（三）凡不在规定的时间内进行网上缴费以及不按要求参加培训

或考试者，视为自动放弃本次培训或考试资格，所缴费用不退。

七、关于考试的相关事项

（一）2018 年下半年广西高校教师资格理论考试将于 10月份前

举行，第一天上午考《高等教育心理学》、下午考《高等教育学》；第

二天上午考《高等教育法规概论》、下午考《高等学校教师职业道德

修养》（具体考试时间由广西招生考试院另行通知）。

（二）理论考试补考人员报名参加本次补考，在完成网上报名和

网上缴费后，不需要再到教学点进行现场确认。

（三）考试考点：设桂林和南宁两个考点，考生在网上报名时任

意选择其中一个考点。

（四）准考证打印：请考生于考试前 5 天，登陆“报名系统”，

按要求自行打印准考证。

（五）报名考试成功的考生如需要考试收费收据，请与广西招生

考试院联系（地址：南宁市柳园路 6 号广西招生考试院自考处，联系

电话：0771-5337390），不领取收费收据不影响考生参加考试。

八、关于免修免考的相关规定

根据自治区教育厅桂教师范[2012]12 号《关于进一步明确高等

学校教师岗前培训和理论考试免修免考等有关问题的通知》精神，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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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以下条件的人员可以免修或免考相关课程及科目。

（一）具有副教授（含）以上职称或博士学位的高等学校在编在

岗教学人员，可申请免考高校教师资格理论考试。

符合上述条件的人员如需要办理“高校教师岗前培训合格证”，

在提交相应申请材料和参加岗前培训后，按“报名系统”中的要求提

交相应课程论文，经考查合格后发给“高校教师岗前培训合格证书”。

（二）凡在高等学校本科及以上教育类专业毕业的人员，在校学

习期间修学过《高等教育学》和《高等教育心理学》课程（注：以学

生成绩登记表显示的课程名称为“高等教育学”、“高等教育心理学”

为准），并考试成绩合格，可以免修和免考《高等教育学》和《高等

教育心理学》两门课程。如果在“教育学”、“心理学”前面未冠以“高

等教育”四字的，则不属于免修和免考范围。

（三）符合免修或免考相关课程及科目的人员，需在“报名系统”

按要求上传个人学历、职称或者课程成绩单等电子版申请材料，还需

要在岗前培训点报到确认的当天，向培训点工作人员递交由本校人事

部门出具相关证明或者材料原件以供审核，并提交经所在高校的人事

部门核实并盖章确认的复印件材料存档。

九、咨询联系方式

信息咨询：王老师，0773—5822867；韦老师，0773—5846482；

陈老师，0773-5845583。网络技术问题咨询：孔老师，0773—5828658。

广西高等学校师资培训中心

2018 年 6月 1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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