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 6 

 

2021 年广州市海珠区启能学校编外 

聘用制专任教师招聘公告 

 

为吸引和凝聚优秀人才、加强师资队伍建设，优化教育资源配置，

我单位现面向社会招聘 3 名编外聘用制专任教师。 

一、招聘对象、地点、职位和人数 

（一）招聘对象 

社会人员。 

“社会人员”指 2020 年 12月 31日前取得毕业证书的非在读人员

（择业期除外）。 

（二）招考地点 

本次招聘在广州市海珠区启能学校（田心坊校区）设考点。 

（三）招聘职位和人数 

本次共招聘教师 3 名。（招聘的职位、类别及学科详见附件 1）。 

二、招聘条件 

（一）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享有公民的政治权利； 

（二）热爱教育事业，遵纪守法，品行端正，有良好的职业道德,

无违法违纪记录； 

（三）身体健康，胜任应聘职位的工作； 

（四）要求本科及以上学历； 

（五）取得小学以上教师资格证； 

（六）年龄在 40周岁以下（1980年 7 月 19日后出生）； 

（七）同时具备岗位所需要的其他具体资格条件以及其他具体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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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详见职位表）。 

三、报名及资格审查 

（一）报名步骤 

1.应聘人员本人到广州市海珠区启能学校（田心坊校区）（地址：

广州市海珠区同福东路田心坊 20号）现场报名并参加资格审查。 

2.报名时间为 2021 年 7 月 19 日（星期一）至 2021 年 7 月 21 日

（星期三）每天上午 9:00—11:30，下午 2:30—4:30。 

（二）报名须知 

1.每个职位的有效报名人数与招聘人数比例原则上不低于 3:1，

确因岗位特殊需要调整的，经区教育局同意后可不受开考比例限制。 

2.每个应聘者限报 1间招聘单位的 1个职位(多报职位者将取消应

聘或聘用资格)。 

3.不得用新、旧两个身份证号同时报名，报名与考试时使用的身

份证必须完全一致。 

（三）资格审查 

应聘人员本人须提供《广州市海珠区启能学校 2021年编外聘用制

专任教师报名表》、《广州市海珠区启能学校 2021年编外聘用制专任

教师资格审查目录表》（附件 2、3，自行下载并亲笔签名）所列的资

料原件和复印件（A4规格），作为资格审查的依据。以通过资格审查

的实际人数参加结构化面试。结构化面试的人员名单及有关事项于

2021 年 7 月 22 日（星期四）通过“广州市海珠区启能学校”微信公

众号或电话（020）34104335公布。 

四、结构化面试及试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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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构化面试的时间为 2021 年 7 月 23 日（星期五）至 2021 年 7

月 25 日（星期日），在结构化面试成绩 60 分以上考生中，按照由高

分到低分的顺序，按招聘职位 1:3 的比例确定进入试教的人数。试教

的人员名单及有关事项于 2021 年 7 月 26 日（星期一）通过“广州市

海珠区启能学校”微信公众号或电话（020）34104335公布。 

试教时间为 2021年 7 月 27日（星期二）至 2021年 7 月 28 日（星

期三）。 

五、公布成绩、体检及组织考察 

在试教成绩 60 分（含）以上考生中，以结构化面试占总成绩的

40%，试教占总成绩的 60%合成总成绩。由高分到低分的顺序，按招聘

职位 1:1 的比例确定体检人选。若出现总成绩分数相同的情况，则以

试教成绩高低顺序决定进入体检。自招聘公示结束之日起半年内招聘

职位出现空缺时，本单位视情况可在试教以及总成绩均为 60 分（含）

以上考生中，按由高分到低分依次等额递补体检对象，并报区教育局

同意。 

总成绩及体检名单于 2021 年 7 月 30 日（星期五）通过“广州市

海珠区启能学校”微信公众号或电话（020）34104335公布。 

体检标准参照《关于印发<广东省教师资格申请人员体格检查标准

（2013 年修订）>的通知》（粤教继〔2013〕1 号）执行。体检医院建

议复查的考生，在一个月内不能得出合格结论的，视为体检不合格。

如出现体检不合格者，可以根据考试总成绩从高到低依次递补体检对

象。体检时间另行通知。 

对体检合格者进行组织考察，考察主要是对体检合格的应聘者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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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适应报考职位的相关情况（如：现实表现、婚育状况、学历鉴定等

情况）进行考察了解，如出现考察不合格者，可以根据总成绩从高到

低依次递补考察对象。 

六、确定聘用名单 

通过体检和组织考察的拟聘用人员在“广州市海珠区启能学校”

微信公众号公示 7 个工作日。 

七、办理聘用手续和相关待遇 

经公示无异议的拟聘用人员，用人单位通过第三方人才服务机构

与编外聘用制专任教师依法签订书面劳动合同，首次签定劳动合同不

超过一年，实行一个月的试用期。试用期满经考核合格，兑现相应的

薪酬待遇;试用期考核不合格者，解除劳动合同。 

用人单位不负责聘用人员的档案管理以及有关其配偶、子女等任

何事项。 

八、防疫工作要求 

（一）实施预约登记制度。所有考生通过“广州市海珠区启能学

校”微信公众号或电话（020）34104335 实施预约，实行“先预约，

后进场；不预约，不进场”。 

（二）所有考生实行“扫码”通行，须凭“粤康码”或“穗康码”

健康二维码、72小时内核酸检测阴性报告、有效身份证原件并扫码参

加报名、资格审查和考试，材料不齐的考生不得参加考试。 

（三）正处于隔离治疗期的确诊病例、疑似病例、无症状感染者，

正处于集中或居家隔离观察期的，以及隔离期未满的密切接触者、次

密接触者，不得参加报名、资格审查和考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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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粤康码”或“穗康码”等电子健康码为绿码，且经现场

测量体温低于 37.3℃，方可参加报名、资格审查和考试。 

（五）考生务必提前并预留充足时间到达考点，按考点要求有序

完成扫码、体温监测、“粤康码”或“穗康码”及行程卡核验、消毒、

身份核查等工作，按防疫要求佩戴好口罩，做好个人防护措施。 

（六）根据广州市的疫情防控有关政策要求，我单位有权适时对

疫情防控措施、考点设置、招考方式等事项进行调整，考生可关注“广

州市海珠区启能学校”微信公众号进行查询。 

九、注意事项 

（一）应聘人员报名时应认真对照本招聘公告规定的报考条件和

《职位表》中的专业（附件 1）以及其他资格条件，不符合或低于招

聘公告规定的其中任何条件之一，均不可以报名。 

（二）资格审查贯穿整个招聘过程，考生填报的个人信息和提交

的材料应当真实、完整、准确，凡不符合职位要求或弄虚作假的，一

经查实，即取消应聘资格或聘用资格。 

（三）港澳学习、国外留学归来人员报考，须提供教育部中国留

学服务中心出具的境外学历、学位认证书。 

（四）区教育局根据实际情况对编外聘用制专任教师在学区内或

教育集团内进行统筹调配。 

（五）本公告由广州市海珠区启能学校负责解释。报考咨询电话：

（020）34104335。咨询时间为工作日上午 9:00—11:30，下午 2:30

—4:30。监督电话：（020）89185372,891853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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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广州市海珠区启能学校 2021年招聘编外聘用制专任教 

职位表 

2.广州市海珠区启能学校 2021 年编外聘用制专任教师报

名表 

3.广州市海珠区启能学校 2021 年编外聘用制专任教师资

格审查目录表 

4.专业目录（2021 版） 

 

“广州市海珠区启能学校”微信公众号二维码 

 

 

 

 

 

 

 

广州市海珠区启能学校 

                                        2021年 7 月 14日 

 



大专 本科 研究生

运动教师 1 社会人员 /

体育教育

（B040301）

运动训练

（B040302）

体育教育训练学

（A040303）

体育教学硕士（专业

硕士）（A040305）

运动训练硕士（专业

硕士）（A040306）

康复训练教师 1 社会人员 /

运动人体科学

（B040305）

运动康复

（B040306）

教育康复学

（B040110）

康复治疗学

（B100405）

运动人体科学

（A040302）

康复医学与理疗学硕

士（专业硕士）

（A100233）

可以开展送教上门工

作

特殊教育教师 1 社会人员 /
特殊教育

（B040108）

特殊教育学

（A040109）

特殊教育硕士

（A040117）

备注

广州市海珠区启能学校2021年招聘
编外聘用制专任教师职位表

专业及代码

说明 ：“社会人员”指2020年12月31日前取得毕业证书的非在读人员（择业期除外）。

单位

广州市海珠

区启能学校

职位 人数 招聘对象

附件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