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湖 南 省 教 育 厅
关于举行 2022 年湖南省高校教师

岗前培训考试的通知

各高等学校、有关单位：

为适应全省疫情防控严峻形势，坚决贯彻落实湖南省新冠肺

炎疫情防控指挥部疫情防控组有关指示精神，切实杜绝因考试带

来疫情传播的风险，保障参考教师的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经研

究决定，2022年全省高校教师岗前培训考试定于 2022年 11月 13

日（星期天），采用集中机考和居家机考并行的形式进行。现将

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考试安排：

考试科目 考试时间（11月 13日） 考试方式

高等教育学 8:00-9:50（110分钟） 闭卷

高等教育心理学 10:10-12:00（110分钟） 闭卷

高校教师职业道德修养 14:00-15:40（100分钟） 开卷

高等教育法规概论 16:00-17:40（100分钟） 开卷

二、考试方式：

方案一：集中机考形式

（一）适用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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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当地疫情防控政策允许，考场及设备符合要求，考试人数达

到 30人以上（含 30人）的高校采用校内集中机考。

2.当地疫情防控政策允许，考试人数未达 30人的高校，或者

考场、设备不符合要求的高校，在本通知所指定的高校联合组织

集中机考。

3.因特殊情况确需调整指定考点的，由考点高校或参考高校书

面报告我厅同意后，联系湖南省高校师资培训中心进行协调。

（二）考场要求：

具备同时容纳考生数量 2 倍以上容量的机房，机房设备较新

（电脑为三年内购置）、环境较好，机房前后均有全景摄像头且

每台电脑配备有独立的摄像头，考试场地网络信号畅通、稳定。

实行隔行排考，每个机房配备两名监考人员。

（三）考试时间：

1.模拟测试：2022年 11月 11日（周五）上午。

2.集中机考：2022年 11月 13日（周日）全天。

（四）考试巡视与违规处理：

1.考试巡查。采取固定巡考与流动巡考相结合。每个市州派

2-3位固定巡视员，省教育厅和省高校师资培训中心组成流动巡考

小组，对各考点的考试工作进行巡查。

2.违规处理。省高校师资培训中心根据巡考记录与《湖南省高

校教师岗前培训考试考务工作细则》（湘教发〔2012〕69号）认

定违规行为，并视情节轻重给予教师当次考试某科或各科成绩无

效或同时暂停参加该项考试 1 至 3年的处理。我厅将考试违规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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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情况记入师德师风档案，并向全省高校进行通报。

方案二：居家机考形式

（一）适用范围:

因疫情较为严重，目前当地疫情防控政策不允许集中考试的

邵阳市、怀化市的相关高校。

（二）硬件设备要求：

1.电脑设备要求：只允许 windows 操作系统的台式电脑或者

笔记本电脑，不支持平板电脑或苹果笔记本电脑设备参加考试；

2.电脑操作系统要求∶windows 7 及以上版本；

3.电脑内存要求 500M 以上；

4.显示设备 1024×768 真彩及以上；

5.电脑需配备清晰的摄像头，安装在电脑显示器正上方，对准

个人头部，并保持摄像头开启状态；

6.电脑必须能够支持外网连接；

7.智能手机一台。

（三）网络设备及环境要求：

1.电脑端摄像头从正面拍摄为“第一机位”，放置在距离本人

30cm处，完整拍摄到考生双手及以上部位。

2.手机端摄像头拍摄作为“第二机位”，从考生左后方 45度角，

距离考生 1.5 米左右拍摄，可以拍摄到考生侧面及主设备电脑屏

幕，需保证监考老师能够从第二机位清晰看到第一机位屏幕。

（四）空间准备：

1.保持整洁的考试空间和安静的考试环境，去除书籍、资料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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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考试不相关物品，提前清理桌面，确定应试空间房门可妥善关

闭。

2.考试空间门外贴上温馨提示:考生在考试空间门外贴上一张

A4纸，告知家人考试时间，提示家人考试期间切勿打扰，保持安

静的应试环境。考试期间，摄像头监控到无关人员闯入，将会自

动判定考生舞弊，责任由考生自负。

（五）考试时间：

1.模拟测试：2022年 11月 11日（周五）下午

2.居家机考：2022年 11月 13日（周日）全天

（六）考试巡视与违规处理

1.考试巡查。考虑居家机考形式的特殊性，采取固定巡视员在

考试服务器终端机房巡考，省教育厅领导和省高校师资培训中心

人员组成网络巡考小组，对考试工作进行巡查。

2.违规处理。违规行为的认定与处理与集中机考一致。

三、报考程序：

（一）考生报名

1.打开浏览器，使用账号密码（账号：身份证号码，密码：身

份证号码后六位）进行系统登录。远程登录网址为：

https://hnszpxzx.xwyy.smartchutou.com/login；

2.点击报考模块，查看考试计划，进行报考；

3.进行考试科目的勾选报考；

4.按提示要求上传寸照（寸照要求：1寸蓝底，大小不超过 1M，

支持 png,jpg,bmp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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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进行人脸比对；

6.报考完成；

7.报名截止时间为 11月 8日；

（二）准考证打印

1.点击准考证打印模块；

2.下载并打印准考证。

四、应急处理：

在考试中出现断网等意外情况，考点或者考生应第一时间向

省高校师资培训中心报告并进行记录，经省高校师资培训中心批

准，可以启动应急处理。已过考试时间或逾期将不予处理。

五、工作要求：

1.本次考试由湖南省高校师资培训中心全面负责组考工作。负

责收集考生信息，督促高校按标准配置考场和监考人员；合理安

排固定巡考和流动巡考；督促平台做好线上服务工作。确保 2022

年我省高校教师岗前培训考试严肃、安全、顺利进行。

2.各高校要高度重视组考工作，按要求配备好考场及监考人

员。督促本校参考教师严格遵守考试纪律，遵守疫情防控要求，

按时参加考试。要第一时间将集中机考和居家机考的相关要求，

书面通知到所有参考教师本人。

3.集中机考是今后疫情防控常态化情况下高校教师岗前培训

考试的必然趋势，请各高校重视考试场地与设备建设，按标准配

齐考试所需相关设备。

4.不具备单独组考条件的高校，要按照我厅考试安排，主动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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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点高校联系，提供必要的支持和保障。因当地疫情发展，需要

调整考试方式，请书面报告我厅。

5.各考点需报一名技术负责人到省高校师资培训中心，并通知

其加入工作群，工作 QQ群号码：624773061。技术负责人培训时

间为 11月 10日上午 9点，具体培训方式以群通知为准。

6.相关高校应将 2022 年高校教师岗前培训考试考点信息表

（附件 3）电子档和扫描版于 11月 7日前发送到省高校师资培训

中心邮箱 hnsgszx@126.com。未按时申报导致本校教师不能按期

参加考试的责任自负。

六、联系人：

省教育厅教师工作与师范教育处联系人：陈汉光、尹竞，联

系电话：0731－84117881、84110450。

湖南省高校师资培训中心联系人：匡旺秋、宋明，联系电话：

0731-88872468，13786133008，13975805530。

附件：1.集中机考的学校名单及考点学校安排

2.居家机考的学校名单

3.2022年湖南省高校教师岗前培训考试考点信息表

湖南省教育厅

2022年 11月 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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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集中机考学校名单及考点学校安排

序号 市州 参考学校 考点学校
参考人

数（人）

1 常德 常德职业技术学院 常德职业技术学院 42

2 常德 湖南高尔夫旅游职业学院
湖南高尔夫旅游职业学

院
65

3 常德 常德开放大学

湖南文理学院

1

4 常德
长沙医学院（汉寿县人民医

院）
3

5 常德
长沙医学院（石门县人民医

院）
11

6 常德
湖南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

校
16

7 常德 湖南文理学院芙蓉学院 24
8 常德 湖南文理学院 185
9 常德 湖南应用技术学院 湖南应用技术学院 155
10 郴州 郴州职业技术学院 郴州职业技术学院 70

11 郴州
湘南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

校 湘南学院
14

12 郴州 湘南学院 158

13 衡阳
衡阳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

校 衡阳师范学院
25

14 衡阳 衡阳师范学院 40

15 衡阳
湖南财经工业职业技术学

院

湖南财经工业职业技术

学院
43

16 衡阳
湖南高速铁路职业技术学

院

湖南高速铁路职业技术

学院
40

17 衡阳 湖南工商职业学院 湖南工商职业学院 47
18 衡阳 湖南工学院 湖南工学院 39
19 衡阳 湖南交通工程学院 湖南交通工程学院 219
20 衡阳 南华大学附属第三医院

南华大学

2

21 衡阳
南华大学附属公共卫生医

院
2

22 衡阳
湖南环境生物职业技术学

院
7

23 衡阳 南华大学附属第二医院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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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市州 参考学校 考点学校
参考人

数（人）

24 衡阳 南华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16
25 衡阳 南华大学附属南华医院 17
26 衡阳 南华大学附属第七医院 18
27 衡阳 南华大学 84
28 娄底 娄底开放大学

湖南人文科技学院

1

29 娄底
长沙医学院（附属涟源市人

民医院）
5

30 娄底 湖南人文科技学院 27
31 娄底 娄底潇湘职业学院 娄底潇湘职业学院 44

32 娄底
娄底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

校

娄底幼儿师范高等专科

学校
208

33 娄底 娄底职业技术学院 娄底职业技术学院 50
34 湘潭 湖南电气职业技术学院 湖南电气职业技术学院 39
35 湘潭 湖南工程学院 湖南工程学院 146
36 湘潭 湖南科技大学 湖南科技大学 91
37 湘潭 湖南软件职业技术大学 湖南软件职业技术大学 73
38 湘潭 湘潭广播电视大学

湘潭大学

2
39 湘潭 湖南理工职业技术学院 5

40 湘潭
长沙医学院(湘潭县人民医

院) 8

41 湘潭 湘潭教育学院 12

42 湘潭
湖南国防工业职业技术学

院
14

43 湘潭
湖南吉利汽车职业技术学

院
18

44 湘潭 湖南城建职业技术学院 19
45 湘潭 湘潭大学 130
46 湘潭 湘潭理工学院 湘潭理工学院 125
47 湘潭 湘潭医卫职业技术学院 湘潭医卫职业技术学院 34
48 湘西 吉首大学师范学院

吉首大学

10
49 湘西 湘西民族职业技术学院 16
50 湘西 吉首大学 98
51 湘西 吉首大学张家界学院 吉首大学张家界学院 74

52 湘西
张家界航空工业职业技术

学院

张家界航空工业职业技

术学院
60

53 益阳 益阳广播电视大学

湖南城市学院

11
54 益阳 湖南工艺美术职业学院 16
55 益阳 湖南城市学院 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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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市州 参考学校 考点学校
参考人

数（人）

56 益阳 益阳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益阳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190
57 益阳 益阳医学高等专科学校 益阳医学高等专科学校 31
58 益阳 益阳职业技术学院 益阳职业技术学院 53

59 永州
湖南广播电视大学永州分

校

湖南科技学院

2

60 永州
长沙医学院(附属永州市第

三人民医院）
10

61 永州 湖南九嶷职业技术学院 24
62 永州 湖南科技学院 45
63 永州 永州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永州职业技术学院
15

64 永州 永州职业技术学院 59

65 岳阳
湖南师大附属岳阳市人民

医院 湖南理工学院
5

66 岳阳 湖南理工学院 54
67 岳阳 湖南民族职业学院 湖南民族职业学院 105

68 岳阳
湖南石油化工职业技术学

院

湖南石油化工职业技术

学院
48

69 岳阳 岳阳职业技术学院 岳阳职业技术学院 51
70 长沙 湖南财政经济学院 湖南财政经济学院 99
71 长沙 湖南大学 湖南大学 133
72 长沙 长沙职业技术学院

湖南第一师范学院

2

73 长沙
长沙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

校
5

74 长沙 湖南第一师范学院 29
75 长沙 湖南电子科技职业学院 湖南电子科技职业学院 145
76 长沙 湖南都市职业学院 湖南都市职业学院 83
77 长沙 湖南工商大学 湖南工商大学 135
78 长沙 长沙电力职业技术学院

湖南农业大学

7
79 长沙 湖南警察学院 20

80 长沙
湖南生物机电职业技术学

院
26

81 长沙 湖南农业大学 79
82 长沙 湖南开放大学

湖南女子学院

1
83 长沙 长沙广播电视大学 3

84 长沙
长沙商贸旅游职业技术学

院
3

85 长沙 保险职业学院 21
86 长沙 湖南女子学院 36



—10—

序号 市州 参考学校 考点学校
参考人

数（人）

87 长沙
湖南三一工业职业技术学

院

湖南三一工业职业技术

学院
92

88 长沙 湖南涉外经济学院 湖南涉外经济学院 394
89 长沙 湖南省人民医院

湖南师范大学

9
90 长沙 湖南师范大学树达学院 10
91 长沙 长沙市第四医院 14
92 长沙 湖南师范大学 100
93 长沙 湖南外贸职业学院

湖南外国语职业学院
9

94 长沙 湖南外国语职业学院 42

95 长沙
湖南水利水电职业技术学

院

湖南信息学院

2

96 长沙 湖南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28
97 长沙 湖南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29
98 长沙 湖南信息学院 215
99 长沙 湖南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湖南中医药大学
16

100 长沙 湖南中医药大学 94
101 长沙 湖南邮电职业技术学院

长沙理工大学
7

102 长沙 长沙理工大学 146
103 长沙 湖南体育职业学院

长沙民政职业技术学院

10
104 长沙 长沙航空职业技术学院 18

105 长沙
长沙环境保护职业技术学

院
20

106 长沙 湖南科技职业学院 25
107 长沙 长沙民政职业技术学院 55
108 长沙 长沙南方职业学院 长沙南方职业学院 53
109 长沙 湖南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长沙师范学院

3
110 长沙 长沙师范学院 15
111 长沙 湖南安全技术职业学院 21
112 长沙 湖南艺术职业学院 23
113 长沙 长沙市中心医院 长沙市中心医院 44
114 长沙 长沙卫生职业学院 长沙卫生职业学院 36

115 长沙
湖南现代物流职业技术学

院 长沙学院
2

116 长沙 长沙学院 35
117 长沙 湖南商务职业技术学院

长沙医学院

7
118 长沙 湖南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11

119 长沙
长沙医学院（附属湖南航天

医院）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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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市州 参考学校 考点学校
参考人

数（人）

120 长沙 长沙医学院 160
121 长沙 中南大学湘雅医院

中南大学
2

122 长沙 中南大学 189
123 长沙 中南林业科技大学 中南林业科技大学 56

124 长沙
中南林业科技大学涉外学

院

中南林业科技大学涉外

学院
65

125 株洲 长沙医学院(三三一医院)

湖南工业大学

3
126 株洲 株洲广播电视大学 3

127 株洲
长沙医学院（附属株洲市人

民医院）
8

128 株洲
长沙医学院附属株洲市二

医院
19

129 株洲
湖南铁路科技职业技术学

院
20

130 株洲
湖南有色金属职业技术学

院
25

131 株洲 湖南工业大学 52
132 株洲 湖南化工职业技术学院 湖南化工职业技术学院 57
133 株洲 湖南汽车工程职业学院 湖南汽车工程职业学院 135
134 株洲 湖南铁道职业技术学院 湖南铁道职业技术学院 57

135 株洲 湖南中医药高等专科学校
湖南中医药高等专科学

校
65

136 株洲 株洲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株洲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34
集中机考考生总人数 68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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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居家机考的学校名单

序号 地区 单 位 参考人数（人）

1 怀化 湖南医药学院 147

2 怀化 怀化广播电视大学 1

3 怀化 怀化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34

4 怀化 怀化学院 43

5 怀化 怀化职业技术学院 13

6 邵阳 邵阳广播电视大学 5

7 邵阳 邵阳学院 49

8 邵阳 邵阳学院（附属第二医院） 2

9 邵阳 邵阳学院（附属第一医院） 4

10 邵阳 邵阳职业技术学院 6

11 邵阳 湘中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3

居家机考考生总人数 3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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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2022年湖南省高校教师岗前培训

考试考点信息表

考点高校名称（公章）： 负责部门：

姓名 职务 办公电话 手机号码

负责人

联络员

技术负责人

联合组考单位 （单独组考的填“无”）

考试场地

机房所在楼栋详细

地址

机房外网 IP地址

楼栋及房号 考生数（人） 监考员姓名

机房一

机房二

……

申报高校意见
（单位公章） 主管校领导签名：

年 月 日

省高校师资培

训中心审批意

见 （单位公章） 负责人签名：

年 月 日

填表人： 填报日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