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件 2-1

考生提交纸质应聘材料清单—应届毕业生（本科）
一、注意事项：

1.所有材料均要求原件及一份复印件（详见表格要求），原件审核后退回，所有提交的复印件（不含扫描件）必须按原

件比例复印，请勿把比例缩放。请将材料清单放在材料最上面，材料原件和复印件按顺序分开叠放；

2.考生所提交的纸质材料无封面、材料不全或其他失误导致审核不通过或影响聘用结果的，由考生自行承担责任；

3.考生应妥善保管准考证（即网上报名审核通过后打印的准考证），每个招聘环节均须主动出示。

二、纸质材料清单

姓名： 报考岗位：__________________

报考单位： 联系电话：__________________

顺序 材料名称 原件及复印件要求 提交要求 数量 提交情况 审核情况

1
2021年佛山市高明区公开招聘中小学教师考试

（第三场）报名登记表

原件及一份复印件（正反面打

印，仅限两页）

必交
1份

2 本人居民身份证
原件及一份复印件(复印件须

正反面复印在同一页面）
必交 1份

3 毕业生就业推荐表
原件（须院校加具意见和盖

章）及一份复印件
2021年毕业生必交 1份

4

本科期间成绩证明（二选一）

成绩单
原件（须院校盖章）及一份复

印件
必交

1份

5
本科综合排

名证明

原件（须院校盖章）及一份复

印件
1份

6 本科毕业证书 原件及一份复印件
2019、2020年毕业生

必交

1份

7 学士学位证书 原件及一份复印件 1份

8 学历证书电子注册备案表（学信网下载打印） 网上下载后打印提交 1份

9

教师资格证或本人承诺书，中学要求具有高级中

学教师资格证，小学要求具有小学或以上教师资

格证

教师资格证原件及复印件；本

人承诺书须提供原件（手写签

名及盖红色指模）

按实提交，如需提交

教师资质承诺书，提

前按要求写好，现场

直接提交

1份

10

专业相近证明：如所学专业与招聘岗位专业相近

但又未列入《广东省2021年考试录用公务员专业

参考目录》，需提供院校出具的课程对比情况和

认定为相近专业证明

原件（须院校盖章）及一份复

印件
按需提交 1份

11

专业培养方向证明：学科教学、小学教育、课程

与教学论等专业，如就业推荐表或成绩单上的专

业名称无培养方向，需提供院校出具的培养方向

证明

原件（须院校盖章）及一份复

印件
按需提交 1份

12 《国外学历学位认证书》
原件（须院校盖章）及一份复

印件

留学回国（境）毕业

生必交
1份



附件 2-2

考生提交纸质应聘材料清单—应届毕业生（研究生）
一、注意事项：
1.所有材料均要求原件及一份复印件（详见表格要求），原件审核后退回，所有提交的复印件（不含扫描件）必须按原

件比例复印，请勿把比例缩放。请将材料清单放在材料最上面，材料原件和复印件按顺序分开叠放；
2.考生所提交的纸质材料无封面、材料不全或其他失误导致审核不通过或影响聘用结果的，由考生自行承担责任；
3.考生应妥善保管准考证（即网上报名审核通过后打印的准考证），每个招聘环节均须主动出示。
二、纸质材料清单
姓名： 报考岗位：__________________
报考单位： 联系电话：__________________

顺序 材料名称 原件及复印件要求 提交要求 数量 提交情况 审核情况

1
2021年佛山市高明区公开招聘中小学教师考试（第

三场）报名登记表

原件及一份复印件（正反面

打印，仅限两页）

必交
1份

2 本人居民身份证
原件及一份复印件(复印件

须正反面复印在同一页面）
必交 1份

3 毕业生就业推荐表
原件（须院校加具意见和盖

章）及一份复印件
2021年毕业生必交 1份

4 成绩单
原件（须院校盖章）及一份

复印件
必交 1份

5
本科毕业证、本科专业证明（本科为英语（B050201）

专业）
原件及一份复印件

报考英语教师岗

位，专业除英语语

言文学（A050201）

外，外国语言文学

（A0502）专业研究

生必交。

1份

6 研究生毕业证书 原件及一份复印件

2019、2020年毕业

生必交

1份

7 硕士学位证书 原件及一份复印件 1份

8 学历证书电子注册备案表（学信网下载打印） 网上下载后打印提交 1份

9
教师资格证或本人承诺书，中学要求具有高级中学

教师资格证，小学要求具有小学或以上教师资格证

教师资格证原件及复印件；

本人承诺书须提供原件（手

写签名及盖红色指模）

按实提交，如需提

交教师资质承诺

书，提前按要求写

好，现场直接提交

1份

10

专业相近证明：如所学专业与招聘岗位专业相近但

又未列入《广东省2021年考试录用公务员专业参考

目录》，需提供院校出具的课程对比情况和认定为

相近专业证明

原件（须院校盖章）及一份

复印件
按需提交 1份

11

专业培养方向证明：学科教学、小学教育、课程与

教学论等专业，如就业推荐表或成绩单上的专业名

称无培养方向，需提供院校出具的培养方向证明

原件（须院校盖章）及一份

复印件
按需提交 1份

12 《国外学历学位认证书》
原件（须院校盖章）及一份

复印件

留学回国（境）毕

业生必交
1份



附件 2-3

考生提交纸质应聘材料清单—社会人员

（高明区公办中小学校的临聘教师，区沧江中学、区沧江中学附属小学临聘教师、校聘教师）

一、注意事项：

1.所有材料均要求原件及一份复印件（详见表格要求），原件审核后退回，所有提交的复印件（不含扫描件）必须按原

件比例复印，请勿把比例缩放。请将材料清单放在材料最上面，材料原件和复印件按顺序分开叠放；

2.考生所提交的纸质材料无封面、材料不全或其他失误导致审核不通过或影响聘用结果的，由考生自行承担责任；

3.考生应妥善保管准考证（即网上报名审核通过后打印的准考证），每个招聘环节均须主动出示。

二、纸质材料清单

姓名： 报考岗位：__________________

报考单位： 联系电话：_________________

顺序 材料名称 原件及复印件要求 提交要求 数量 提交情况 审核情况

1
2021年佛山市高明区公开招聘中小学教师考试

（第三场）报名登记表

原件及一份复印件（正反面打

印，仅限两页）

必交
1份

2 本人居民身份证
原件及一份复印件(复印件须

正反面复印在同一页面）
必交 1份

3

教师资格证或本人承诺书，中学要求具有高级中

学教师资格证，小学要求具有小学或以上教师资

格证

教师资格证原件及复印件；本

人承诺书须提供原件（手写签

名及盖红色指模）

按实提交，如需提交

教师资质承诺书，提

前按要求写好，现场

直接提交

1份

4 本科及以上毕业证书 原件及一份复印件 必交 1份

5 学士及以上学位证书 原件及一份复印件 必交 1份

6 学历证书电子注册备案表（学信网下载打印） 网上下载后打印提交 必交 1份

7

2020年 9月 1日（含）前至今在高明区公办中小

学校的临聘教师，区沧江中学、区沧中附小任教

的完整劳动合同（须要有完备的签名和盖章，没

有单位法定代表人签名及盖章的合同为无效合

同）或单位开具的工作经历证明（须要有完备的

学校负责人签名和盖章）

原件及一份复印件（原件和复

印件必须完整无缺）
必交 1份

8 本人社会保险缴纳记录（2020年 9月至今）
原件（须社保部门盖章）及一

份复印件
必交 1份

9

专业相近证明：如所学专业与招聘岗位专业相近

但又未列入《广东省2021年考试录用公务员专业

参考目录》，需提供院校出具的课程对比情况和

认定为相近专业证明

原件（须院校盖章）及一份复

印件
按需提交 1份

10

专业培养方向证明：学科教学、小学教育、课程

与教学论等专业，如就业推荐表或成绩单上的专

业名称无培养方向，需提供院校出具的培养方向

证明

原件（须院校盖章）及一份复

印件
按需提交 1份



附件 2-4

考生提交纸质应聘材料清单—社会人员
(研究生学历中小学校在职教师)

一、注意事项：

1.所有材料均要求原件及一份复印件（详见表格要求），原件审核后退回，所有提交的复印件（不含扫描件）必须按原

件比例复印，请勿把比例缩放。请将材料清单放在材料最上面，材料原件和复印件按顺序分开叠放；

2.考生所提交的纸质材料无封面、材料不全或其他失误导致审核不通过或影响聘用结果的，由考生自行承担责任；

3.考生应妥善保管准考证（即网上报名审核通过后打印的准考证），每个招聘环节均须主动出示。

二、纸质材料清单

姓名： 报考岗位：__________________

报考单位： 联系电话：_________________

顺序 材料名称 原件及复印件要求 提交要求 数量 提交情况 审核情况

1
2021年佛山市高明区公开招聘中小学教师考试

（第三场）报名登记表

原件及一份复印件（正反面打

印，仅限两页）

必交
1份

2 本人居民身份证
原件及一份复印件(复印件须

正反面复印在同一页面）
必交 1份

3

教师资格证或本人承诺书，中学要求具有高级中

学教师资格证，小学要求具有小学或以上教师资

格证

教师资格证原件及复印件；本

人承诺书须提供原件（手写签

名及盖红色指模）

按实提交，如需提交

教师资质承诺书，提

前按要求写好，现场

直接提交

1份

4 研究生毕业证书 原件及一份复印件 必交 1份

5 硕士学位证书 原件及一份复印件 必交 1份

6 学历证书电子注册备案表（学信网下载打印） 网上下载后打印提交 必交 1份

7
本科毕业证、本科专业证明（本科为英语

（B050201）专业）
原件及一份复印件

报考英语教师岗位，

专业除英语语言文

学（A050201）外，

外国语言文学

（A0502）专业研究

生必交。

1份

8

2020年 9月 1日（含）前至今在中小学校任教的

完整劳动合同（须要有完备的签名和盖章，没有

单位法定代表人签名及盖章的合同为无效合同）

或单位开具的工作经历证明（须要有完备的学校

负责人签名和盖章）

原件及一份复印件（原件和复

印件必须完整无缺）
必交 1份

9 本人社会保险缴纳记录（2020 年 9月至今）
原件（须社保部门盖章）及一

份复印件
必交 1份

10

专业相近证明：如所学专业与招聘岗位专业相近

但又未列入《广东省2021年考试录用公务员专业

参考目录》，需提供院校出具的课程对比情况和

认定为相近专业证明

原件（须院校盖章）及一份复

印件
按需提交 1份

11

专业培养方向证明：学科教学、小学教育、课程

与教学论等专业，如就业推荐表或成绩单上的专

业名称无培养方向，需提供院校出具的培养方向

证明

原件（须院校盖章）及一份复

印件
按需提交 1份



附件 2-5

考生提交纸质应聘材料清单—社会人员
（曾获县区级及以上人民政府颁发的优秀教师、名教师、名班主任、骨干教师、学科带头人、

首席教师、名师工作室主持人、教坛新秀等荣誉称号）

一、注意事项：

1.所有材料均要求原件及一份复印件（详见表格要求），原件审核后退回，所有提交的复印件（不含扫描件）必须按原

件比例复印，请勿把比例缩放。请将材料清单放在材料最上面，材料原件和复印件按顺序分开叠放；

2.考生所提交的纸质材料无封面、材料不全或其他失误导致审核不通过或影响聘用结果的，由考生自行承担责任；

3.考生应妥善保管准考证（即网上报名审核通过后打印的准考证），每个招聘环节均须主动出示。

二、纸质材料清单

姓名： 报考岗位：__________________

报考单位： 联系电话：_________________

顺序 材料名称 原件及复印件要求 提交要求 数量 提交情况 审核情况

1
2021年佛山市高明区公开招聘中小学教师考试

（第三场）报名登记表

原件及一份复印件（正反面打

印，仅限两页）

必交
1份

2 本人居民身份证
原件及一份复印件(复印件须

正反面复印在同一页面）
必交 1份

3

教师资格证或本人承诺书，中学要求具有高级中

学教师资格证，小学要求具有小学或以上教师资

格证

教师资格证原件及复印件；本

人承诺书须提供原件（手写签

名及盖红色指模）

按实提交，如需提交

教师资质承诺书，提

前按要求写好，现场

直接提交

1份

4 本科及以上毕业证书 原件及一份复印件 必交 1份

5 学士及以上学位证书 原件及一份复印件 按实提交 1份

6 学历证书电子注册备案表（学信网下载打印） 网上下载后打印提交 必交 1份

7 获奖或荣誉证书 原件及一份复印件 必交 1份

8

2020年 9月 1日（含）前至今在中小学校任教的

完整劳动合同（须要有完备的签名和盖章，没有

单位法定代表人签名及盖章的合同为无效合同）

或单位开具的工作经历证明（须要有完备的学校

负责人签名和盖章）

原件及一份复印件（原件和复

印件必须完整无缺）
必交 1份

9 本人社会保险缴纳记录（2020年 9 月至今）
原件（须社保部门盖章）及一

份复印件
必交 1份

10

专业相近证明：如所学专业与招聘岗位专业相近

但又未列入《广东省2021 年考试录用公务员专业

参考目录》，需提供院校出具的课程对比情况和

认定为相近专业证明

原件（须院校盖章）及一份复

印件
按需提交 1份

11

专业培养方向证明：学科教学、小学教育、课程

与教学论等专业，如就业推荐表或成绩单上的专

业名称无培养方向，需提供院校出具的培养方向

证明

原件（须院校盖章）及一份复

印件
按需提交 1份



附件 2-6

考生提交纸质应聘材料清单—社会人员
(高明区户籍或高明区生源的中小学校在职教师)

一、注意事项：

1.所有材料均要求原件及一份复印件（详见表格要求），原件审核后退回，所有提交的复印件（不含扫描件）必须按原

件比例复印，请勿把比例缩放。请将材料清单放在材料最上面，材料原件和复印件按顺序分开叠放；

2.考生所提交的纸质材料无封面、材料不全或其他失误导致审核不通过或影响聘用结果的，由考生自行承担责任；

3.考生应妥善保管准考证（即网上报名审核通过后打印的准考证），每个招聘环节均须主动出示。

二、纸质材料清单

姓名： 报考岗位：__________________

报考单位： 联系电话：_________________

顺序 材料名称 原件及复印件要求 提交要求 数量 提交情况 审核情况

1
2021年佛山市高明区公开招聘中小学教师考试

（第三场）报名登记表

原件及一份复印件（正反面打

印，仅限两页）

必交
1份

2 本人居民身份证
原件及一份复印件(复印件须

正反面复印在同一页面）
必交 1份

3

教师资格证或本人承诺书，中学要求具有高级中

学教师资格证，小学要求具有小学或以上教师资

格证

教师资格证原件及复印件；本

人承诺书须提供原件（手写签

名及盖红色指模）

按实提交，如需提交

教师资质承诺书，提

前按要求写好，现场

直接提交

1份

4 本科及以上毕业证书 原件及一份复印件 必交 1份

5 学士及以上学位证书 原件及一份复印件 必交 1份

6 学历证书电子注册备案表（学信网下载打印） 网上下载后打印提交 必交 1份

7

2020年 9月 1日（含）前至今在中小学校任教的

完整劳动合同（须要有完备的签名和盖章，没有

单位法定代表人签名及盖章的合同为无效合同）

或单位开具的工作经历证明（须要有完备的学校

负责人签名和盖章）

原件及一份复印件（原件和复

印件必须完整无缺）
必交 1份

8 本人社会保险缴纳记录（2020年 9 月至今）
原件（须社保部门盖章）及一

份复印件
必交 1份

9
户口簿本人及户主页（户主页是指户口本首页）

或高明区内高中、中职类学校毕业证

原件及一份复印件（如提交户

口本复印件，要求复印在同一

页面）

必交 1份

10

专业相近证明：如所学专业与招聘岗位专业相近

但又未列入《广东省2021 年考试录用公务员专业

参考目录》，需提供院校出具的课程对比情况和

认定为相近专业证明

原件（须院校盖章）及一份复

印件
按需提交 1份

11

专业培养方向证明：学科教学、小学教育、课程

与教学论等专业，如就业推荐表或成绩单上的专

业名称无培养方向，需提供院校出具的培养方向

证明

原件（须院校盖章）及一份复

印件
按需提交 1份



附件 2-7

考生提交纸质应聘材料清单—社会人员
（省特级教师或具有学段及专业对口的副高级及以上专业技术资格的优秀教师）

一、注意事项：

1.所有材料均要求原件及一份复印件（详见表格要求），原件审核后退回，所有提交的复印件（不含扫描件）必须按原

件比例复印，请勿把比例缩放。请将材料清单放在材料最上面，材料原件和复印件按顺序分开叠放；

2.考生所提交的纸质材料无封面、材料不全或其他失误导致审核不通过或影响聘用结果的，由考生自行承担责任；

3.考生应妥善保管准考证（即网上报名审核通过后打印的准考证），每个招聘环节均须主动出示。

二、纸质材料清单

姓名： 报考岗位：__________________

报考单位： 联系电话：_________________

顺序 材料名称 原件及复印件要求 提交要求 数量 提交情况 审核情况

1
2021年佛山市高明区公开招聘中小学教师考试

（第三场）报名登记表

原件及一份复印件（正反面打

印，仅限两页）

必交
1份

2 本人居民身份证
原件及一份复印件(复印件须

正反面复印在同一页面）
必交 1份

3

教师资格证或本人承诺书，中学要求具有高级中

学教师资格证，小学要求具有小学或以上教师资

格证

教师资格证原件及复印件；本

人承诺书须提供原件（手写签

名及盖红色指模）

按实提交，如需提交

教师资质承诺书，提

前按要求写好，现场

直接提交

1份

4 本科及以上毕业证书 原件及一份复印件 必交 1份

5 学士及以上学位证书 原件及一份复印件 按实提交 1份

6 学历证书电子注册备案表（学信网下载打印） 网上下载后打印提交 必交 1份

7
省特级教师证书或具有学段及专业对口的副高级

及以上专业技术资格证书
原件及一份复印件 必交 1份

8

2020年 9月 1日（含）前至今在中小学校任教的

完整劳动合同（须要有完备的签名和盖章，没有

单位法定代表人签名及盖章的合同为无效合同）

或单位开具的工作经历证明（须要有完备的学校

负责人签名和盖章）

原件及一份复印件 必交 1份

9 本人社会保险缴纳记录（2020年 9 月至今）
原件（须社保部门盖章）及一

份复印件
必交 1份

10

专业相近证明：如所学专业与招聘岗位专业相近

但又未列入《广东省2021 年考试录用公务员专业

参考目录》，需提供院校出具的课程对比情况和

认定为相近专业证明

原件（须院校盖章）及一份复

印件
按需提交 1份

11

专业培养方向证明：学科教学、小学教育、课程

与教学论等专业，如就业推荐表或成绩单上的专

业名称无培养方向，需提供院校出具的培养方向

证明

原件（须院校盖章）及一份复

印件
按需提交 1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