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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

2022年湖南省初中起点乡村教师
公费定向培养计划招生办法及程序

一、公布招生政策

县市区教育（体）局、初中学校和培养学校应利用报纸、

海报、广播、电视、网络等多种形式，向社会公布我省初中

起点乡村教师公费定向培养的招生政策与招生计划。初中学

校还应向初三年级学生及家长进行宣传动员。

各市州的中考结束后，各县市区教育（体）局应根据本

县市区的中考招生情况，按照不低于本县市区一般普通高中

录取控制分数线（等第）的原则，确定各类乡村教师公费定

向培养招生录取控制分数线（等第），并及时向社会公布。

实施初中起点专科层次乡村小学教学点教师招生工作的县

市区，县市区教育（体）局还应同时向社会公布公费定向师

范生毕业后所任教的乡村小学教学点名称及毕业生的任教

岗位安排方式。

二、个人自愿报名

1．符合报名条件的应届初中毕业生持本人户口簿（含

经考生本人及其法定监护人签名确认的户口簿复印件 1份）、

学生素质报告表（或学生手册）到所在毕业学校报名，其中

在户籍所在市州范围内异地就读（异地就读是指未在本人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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籍所在县市区初中学校就读，下同）、符合报名条件的应届

初中毕业生，应持本人户口簿（含经考生本人及其法定监护

人签名确认的户口簿复印件 1 份）、学生素质报告表（或学

生手册）到户籍所在县市区教育（体）局报名。应届初中毕

业生在报名时，应按《2022年湖南省初中起点乡村教师公费

定向培养计划招生考生报名登记表》（以下简称《报名登记

表》，附件 19）栏目及有关要求，客观准确地填写所有考生

信息和报考志愿，并贴好相片。

2．考生在填写报考志愿时，应根据相关招生政策和招

生计划，结合自身情况在各项目计划来源、各培养类型、各

培养层次、各培养学校（含挂靠学校）、各招生计划种类、

各招生专业中进行选择，最多只能在 1 个项目计划来源、1

个培养类型、1个培养层次、1个培养学校（有挂靠培养的，

同时包含且仅限 1个挂靠学校）中，选择填报不同的招生计

划种类、不同的招生专业志愿，且在填写具体培养学校的招

生专业志愿时，应符合以下有关规定：

（1）本科层次小学教师

在 1个培养学校中，最多填报该培养学校的 2个招生专

业志愿，其中 1个为直接志愿，1个为服从志愿。直接志愿

报考汉语言文学、数学与应用数学、英语、思想政治教育、

科学教育、教育技术学、小学教育 7个专业之一的考生，可

以从上述其他 6个专业中选择 1个专业作为服从志愿填报。

（2）本科层次小学教师（扶贫）、本科层次小学男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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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科层次小学教师、专科层次小学教师（扶贫）、专科层次

小学男教师、专科层次小学教学点教师、本科层次幼儿园教

师、专科层次幼儿园教师、专科层次幼儿园教师（扶贫）、

专科层次特殊教育教师。

在 1个培养学校（有挂靠培养的，同时包含且仅限 1个

挂靠学校）中，只填报该培养学校的有且仅有的 1个招生专

业志愿（直接志愿）。

三、毕业学校审核推荐

考生报名登记表提交后，考生所在的初中毕业学校应依

据其在校表现情况，对考生的考生信息、报考资格和报考志

愿进行审核，在报名登记表上签署审核意见，并将符合条件

考生的报名登记表和户口薄（复印件）上报县市区教育（体）

局。

在户籍所在市州范围内异地就读的考生，在户籍所在县

市区教育（体）局完成报名后，由其所在的初中毕业学校依

据其在校表现情况，对考生的考生信息和报考资格进行审核，

在报名登记表上签署审核意见，并将符合条件考生的报名登

记表报送考生户籍所在县市区教育（体）局。

初中毕业学校审核未通过的考生，不得进入下一招生工

作程序。具体工作程序与流程由市州教育（体）局统一确定

后向社会公布。

四、县市区教育（体）局审核

1．审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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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市区教育（体）局依据初中毕业学校上报的材料，对

所有报名考生的考生信息、报考资格和报考志愿进行审核，

并在报名登记表签署审核意见。未通过报考资格审核的考生，

不得进入下一招生工作程序。

2．报送考生信息

县市区教育（体）局汇总各培养类型所有报名且通过报

考资格审核的考生的信息，填写《2022年湖南省初中起点乡

村教师公费定向培养计划招生报名考生信息表》（附件 20），

并报送市州教育（体）局。

五、市州教育（体）局审定报名考生名单

市州教育（体）局依据前述的有关规定，根据各县市区

上报的《2022年湖南省初中起点乡村教师公费定向培养计划

招生报名考生信息表》，对报名考生的报考资格进行审定。

未通过审定的考生，不得进入下一招生工作程序。市州教育

（体）局审定无误后，将审定确认后的《2022年湖南省初中

起点乡村教师公费定向培养计划招生报名考生信息表》（分

培养学校），于 7月 15日前统一分别报送有关培养学校（含

电子文档），同时将《2022年湖南省初中起点乡村教师公费

定向培养计划招生报名考生信息表》（不分培养学校）报送

省教育厅存档备查（含电子文档），并通知有关县市区教育（体）

局。通过审定的考生以下简称“推荐考生”。

六、考生总成绩计算办法

1．考生总成绩为中考成绩总平均分｛（考生中考总成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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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含科目的卷面总满分）×100，按四舍五入保留两位小数｝。

报考民族乡计划志愿的民族乡少数民族考生中考总成绩应

使用其加分后的中考总成绩。

2．符合志愿条件的民族乡少数民族考生，在参与非民

族乡计划志愿选拔时，只能使用其原始中考成绩（不享受加

分政策），且其原始中考成绩应不低于招生当年户籍所在县

市区公布的相应的乡村教师公费定向培养招生录取控制分

数线（等第）。

3．当出现考生总成绩相同情况时，按考生的中考语文、

数学、英语三科总成绩排序；当中考语文、数学、英语三科

总成绩相同时，依次按中考语文成绩、数学成绩排序。

4．考生总成绩由县市区教育（体）局在市州教育（体）

局审定通过后通知考生。

七、体检

1．确定体检考生名单

（1）本科层次小学教师

①普通计划（分专业招生来源计划数≤3时）

县市区教育（体）局根据本县市区的普通计划，分项目

计划来源分培养类型分培养学校分招生专业，首先在所有推

荐并填报了该项目计划来源该培养类型该培养学校该招生

专业普通计划直接志愿的考生中，按照省下达招生来源计划

数，按考生总成绩从高分到低分等额确定体检考生名单。如

确定的体检考生人数少于该项目计划来源该培养类型该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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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学校该招生专业招生计划数，则所有填报了该项目计划来

源该培养类型该培养学校该招生专业直接志愿的考生全部

列入体检考生名单，同时从尚未列入体检考生名单的所有推

荐考生中，选择填报了该项目计划来源该培养类型该培养学

校该招生专业普通计划服从志愿的考生，按考生总成绩（从

高分到低分调剂递补，直至达到该项目计划来源该培养类型

该培养学校该招生专业招生计划数。调剂递补后体检考生人

数仍未达到该项目计划来源该培养类型该培养学校该招生

专业招生计划数的，按实际确定的体检考生人数确定。一名

考生最多只能列入 1 个项目计划来源、1 个培养类型、1 个

培养学校、1个招生专业的体检考生名单。

②普通计划（分专业招生来源计划数>3时）

县市区教育（体）局根据本县市区的普通计划，分项目

计划来源分培养类型分培养学校分招生专业，首先在所有推

荐并填报了该项目计划来源该培养类型该培养学校该招生

专业普通计划直接志愿的考生中，根据男女招生比例相对均衡

政策，按照省下达招生来源计划数，按考生总成绩从高分到低

分等额确定体检考生名单。如确定的体检考生人数少于该项目

计划来源该培养类型该培养学校该招生专业招生计划数，则所

有填报了该项目计划来源该培养类型该培养学校该招生专业直

接志愿的考生全部列入体检考生名单，同时从尚未列入体检考

生名单的所有推荐考生中，选择填报了该项目计划来源该培养

类型该培养学校该招生专业普通计划服从志愿的考生，按考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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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成绩从高分到低分调剂递补，直至达到该项目计划来源该培

养类型该培养学校该招生专业招生计划数；调剂递补前，如已

确定的男、女考生人数未达到男女招生比例相对均衡政策规定

的比例人数，则调剂递补时应结合男女招生比例相对均衡政策

调剂递补男、女考生。调剂递补后体检考生人数仍未达到该项

目计划来源该培养类型该培养学校该招生专业招生计划数

的，按实际确定的体检考生人数确定。一名考生最多只能列

入 1个项目计划来源、1个培养类型、1个培养学校、1个招

生专业的体检考生名单。

③民族乡计划

县市区教育（体）局根据本县市区的民族乡计划，分项

目计划来源分培养类型分培养学校分招生专业分民族乡，首

先在所有推荐并填报了该项目计划来源该培养类型该培养

学校该招生专业该民族乡的民族乡计划直接志愿的考生中，

按照省下达招生来源计划数，按考生总成绩从高分到低分等

额确定体检考生名单。如确定的体检考生人数少于该项目计

划来源该培养类型该培养学校该招生专业该民族乡招生计

划数，则所有填报了该项目计划来源该培养类型该培养学校

该招生专业该民族乡的民族乡计划直接志愿的考生全部列

入体检考生名单，同时从尚未列入体检考生名单的所有推荐

考生中，选择填报了该项目计划来源该培养类型该培养学校

该招生专业该民族乡的民族乡计划服从志愿的考生，按考生

总成绩从高分到低分调剂递补，直至达到该项目计划来源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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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养类型该培养学校该招生专业该民族乡招生计划数。调剂

递补后仍未达到该项目计划来源该培养类型该培养学校该

招生专业该民族乡招生计划数的，按实际确定的体检考生人

数确定。一名考生最多只能列入 1个项目计划来源、1个培

养类型、1个培养学校、1个招生专业、1个民族乡的体检考

生名单。

（2）专科层次小学教师

①普通计划（分专业招生来源计划数≤3时）

县市区教育（体）局依据本县市区的普通计划，在所有

推荐考生中，以考生志愿为依据，分项目计划来源分培养学

校（含挂靠学校），按考生总成绩从高分到低分的原则等额

确定体检考生名单。

②普通计划（分专业招生来源计划数>3时）

县市区教育（体）局依据本县市区的普通计划，在所有

推荐考生中，以考生志愿为依据，分项目计划来源分培养学

校（含挂靠学校），根据男女招生比例相对均衡政策，按考

生总成绩从高分到低分的原则等额确定体检考生名单。

③民族乡计划

县市区教育（体）局依据本县市区的民族乡计划，在所

有推荐考生中，以考生志愿为依据，分项目计划来源分培养

学校（含挂靠学校）分民族乡，按考生总成绩从高分到低分

的原则等额确定体检考生名单。

（3）本科层次小学男教师、专科层次小学男教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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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层次幼儿园教师、专科层次幼儿园教师

1 普通计划

县市区教育（体）局依据本县市区的普通计划，在所有

推荐考生中，以考生志愿为依据，分项目计划来源分培养类

型分培养学校（含挂靠学校），按考生总成绩从高分到低分

的原则等额确定体检考生名单。

2 民族乡计划

县市区教育（体）局依据本县市区的民族乡计划，在所

有推荐考生中，以考生志愿为依据，分项目计划来源分培养

类型分培养学校（含挂靠学校）分民族乡，按考生总成绩从

高分到低分的原则等额确定体检考生名单。

（4）本科层次小学教师（扶贫）、专科层次小学教师（扶

贫）

县市区教育（体）局依据本县市区的普通计划，在所有

推荐考生中，以考生志愿为依据，分项目计划来源分培养类

型分培养学校（含挂靠学校），根据男女招生比例相对均衡

政策，按考生总成绩从高分到低分的原则等额确定体检考生

名单。

（5）专科层次幼儿园教师（扶贫）、专科层次特殊教育

教师、专科层次小学教学点教师

县市区教育（体）局依据本县市区的普通计划、教学点

计划，在所有推荐考生中，以考生志愿为依据，分项目计划

来源分培养类型分培养学校（含挂靠学校），按考生总成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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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高分到低分的原则等额确定体检考生名单。

（6）对于未填报该项目计划来源该培养类型该培养层

次该培养学校（含挂靠学校）该招生计划种类该招生专业的

考生，不得列入相应的体检名单。

2.体检。县市区教育（体）局按确定后的体检考生名单，

统一组织考生到县级及以上医院进行体检。体检合格的考生

方可进入下一招生工作程序。

3.因考生主动放弃体检、体检不合格或其他原因出现缺

额时，应按照确定体检考生名单的办法等额确定递补体检考

生。

八、签订协议

县市区教育（体）局统一组织所有体检合格考生及其法

定监护人与县市区人民政府签订《湖南省乡村教师公费定向

培养协议书》（以下简称《协议书》）。签订《协议书》分项

目计划来源分培养类型分培养层次分培养学校分招生计划

种类进行。

县市区教育（体）局应按我厅统一发布的分项目计划来

源分培养类型分培养层次分培养学校（含挂靠学校）分招生

计划种类的协议书样式制作《协议书》。凡《协议书》内容

与《协议书》样式不符的，视为无效《协议书》，所涉及考

生不得进入下一招生工作程序。凡非考生本人及其法定监护

人签订《协议书》的，视为考生自动放弃招生录取资格，所

涉及考生不得进入下一招生工作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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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议书》签订完成后，县市区教育（体）局将《2022

年湖南省各县市区初中起点乡村教师公费定向培养计划招

生录取控制分数线（等第）汇总表》（附件 21）、《2022年湖

南省各县市区普通高中招生录取控制分数线（等第）及中考

相关情况汇总表》（附件 22）、考生的户口薄（复印件）、《报

名登记表》、《体检表》、《协议书》统一报送市州教育（体）

局。

九、预录取

1．市州教育（体）局依据本文规定的招生政策、程序

和标准，根据县市区报送的有关材料，在全面审查各项目计

划来源各培养类型各培养层次各培养学校（含挂靠学校）各

招生计划种类的考生报名信息、考试成绩、体检结论、《协

议书》的基础上，分项目计划来源分培养类型分培养层次分

培养学校（含挂靠学校）分招生计划种类分招生专业进行预

录取。

2．市州教育（体）局汇总各县市区的《2022 年湖南省

各县市区初中起点乡村教师公费定向培养计划招生录取控

制分数线（等第）汇总表》、《2022年湖南省各县市区普通高

中招生录取控制分数线（等第）及中考相关情况汇总表》，

填写《2022年湖南省初中起点乡村教师公费定向培养计划招

生预录取考生最低分数情况汇总表（一）－（三）》（附件 23

－25）、《2022年湖南省初中起点乡村教师公费定向师范生招

生预录取考生名册》（附件 26），于 7月 14－15日将有关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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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报送相关培养学校，同时将有关材料报送省教育厅存档备

查。

（1）报送培养学校的材料有：

①《2022年湖南省各县市区初中起点乡村教师公费定向

培养计划招生录取控制分数线（等第）汇总表》（含电子文

档）。

②《2022年湖南省各县市区普通高中招生录取控制分数

线（等第）及中考相关情况汇总表》（含电子文档）。

③《2022年湖南省初中起点乡村教师公费定向培养计划

招生预录取考生最低分数情况汇总表（一）－（三）》（分培

养学校，含电子文档）。

④《2022年湖南省初中起点乡村教师公费定向师范生招

生预录取考生名册》（分培养学校，含电子文档）。

⑤市州教育（体）局关于应进入预录取范围而未预录取

的考生情况的说明（按照分项目计划来源分培养类型分培养

层次分培养学校分招生计划种类分招生专业的要求，分培养

学校提交）。

⑥预录取考生户口薄（复印件 1份）。

⑦预录取考生《报名登记表》（原件 1份）。

⑧预录取考生《体检表》（原件 1份）。

⑨预录取考生《协议书》（无挂靠培养的一式 4 份，有

挂靠培养的一式 5份）。

以上第⑥－⑨项考生个人报考材料按每生一袋装入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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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袋中，分项目计划来源分培养类型分培养层次分培养学校

（含挂靠学校）分县市区分招生计划种类分招生专业，分类

打捆提交。

（2）报送省教育厅的材料有：

①《2022年湖南省各县市区初中起点乡村教师公费定向

培养计划招生录取控制分数线（等第）汇总表》（含电子文

档）。

②《2022年湖南省各县市区普通高中招生录取控制分数

线（等第）及中考相关情况汇总表》（含电子文档）。

③《2022年湖南省初中起点乡村教师公费定向培养计划

招生预录取考生最低分数情况汇总表（一）－（三）》（含电

子文档）。

十、录取

培养学校根据本文规定的招生政策、程序和标准，对市

州教育（体）局报送的有关材料及预录取情况进行审核。审

核完毕后，确定拟录取考生名单。拟录取考生名单通过培养

学校官方网站向社会公示 5个工作日，公示无异议的考生方

可录取；公示有异议的考生，由培养学校会同有关市州、县

市区教育（体）局进行调查核实，调查核实情况符合本文所

规定招生政策的方可录取，调查核实情况不符合本文所规定

招生政策的不能录取。公示与调查核实工作完成后，由培养

学校在考生《报名登记表》上签署是否录取的意见，并填写

《2022 年湖南省初中起点乡村教师公费定向师范生招生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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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考生名册》（附件 27）。培养学校应将录取考生的《报名登

记表》和《2022年湖南省初中起点乡村教师公费定向师范生

招生录取考生名册》（含电子文档）报送我厅，经我厅审核

备案后，培养学校发放录取通知书。公费定向师范生录取考

生的个人报考材料由培养学校负责装入公费定向师范生新

生的个人档案。

十一、入学

录取考生持录取通知书到培养学校报到。新生入学后，培养

学校在入学一个月内对公费定向师范生进行资格复查。复查

合格者，培养学校在其《协议书》上签字、盖章，《协议书》

正式生效；复查不合格者，则不能取得公费定向师范生资格，

并按国家有关招生和学生管理规定处理。培养学校在《协议

书》上签字、盖章后，应负责将《协议书》寄送达各协议方，

并存入公费定向师范生新生的个人档案。培养学校汇总本校

未报到新生情况，填写《2022年湖南省初中起点乡村教师公

费定向师范生招生未报到新生名册》（附件 28），于 9 月 21

日前报送省教育厅（含电子文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