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广西高等学校师资培训中心

师培 (2022) 3.号

关于开展 2022年广西高等学校教师岗前培训工作的

通  知

各高等学校 :

为进一步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国务院 《关于全面深化新时代教师队

伍建设改革的意见》 (中发 (2018)4号 )、 《教育部等六部门关于加强

新时代高校教师队伍建设改革的指导意见》 (教师 (2020)10号 )文件

精神及教育部关于高等学校教师岗前培训相关政策9提高高校新入职教

师思想政治素质,帮助新入职教师掌握教育教学的基本理论和技能,尽

映适应高校教育教学工作,根据广西壮族自治区教育厅有关安排和当前

新冠肺炎疫情防控要求,现将 2022年度广西高等学校教师岗前培训工作

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

-、 培训对象

未参加过广西高等学校教师岗前培训的广西高校在职人员 (含聘用

人员)。

二、培训内容

1.专题讲座: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高校新教师教学

技能。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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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广西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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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教材（2019 年版）。学员可到广西师范大学出版集

团（广西广大教育文化有限公司）官方微店购买。微店网址：

https://weidian.com/?userid=1809351784 或搜索微信公众号：教育观

察与出版，进入该公众号后点击里边的官方微店即可进入教材购买；咨

询联系人及电话：杨睿，13978327815；苏松，13517833338。

三、培训形式

采用线上直播、在线学习与线下自学相结合的形式。

（一）线上直播。专题讲座和培训课程均采用线上直播形式。习近

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专题讲座直播时间为 2022 年 7月 11 日，

高校新教师教学技能专题讲座直播时间为 2022 年 8 月 1 日。专题讲座不

分期进行，学员均须报名参加。四门课程直播从 2022 年 7 月 12 日至 7

月 31 日，分三期进行，每期培训 12天。各期次的课程安排详见“2022

年广西高等学校教师岗前培训期次课程安排”（附件 1），学员可结合个

人情况选定其中一期报名参加培训。

（二）在线学习。直播培训结束后，学员可以选择直播回看，回看

截止时间为 9 月 10 日。

（三）线下自学。学员结合教师授课及教材自主学习。

四、培训报名

（一）学员注册报名

各高校参训学员于7月 1日 9:00 至 7月 7日 17:30期间登录广西高

等学校师资培训管理系统（http://gxgspxpt.gspxonline.com ）注册报

名，认真核对所填报的姓名、身份证号码、联系方式、工作单位、电子

邮箱等关键信息，并按要求上传本人近期正面免冠白底电子证件照（照

片分辨率不能小于 180*2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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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学校管理员审核

各高校岗前培训管理员于 7 月 8日 12:00 前，到系统中对本校报名

人员的参训资格及免修免考申请条件进行审核，并收取免修免考佐证材

料复印件 1 份留存备查。

（三）学员网上缴费

经各高校岗前培训管理员审核通过后的学员，于 7 月 8 日 16:00 前

按学员操作手册（附件 2）指引完成网上缴费。各门课程的学费标准如下：

完成网上缴费的学员于 7月 30 日至 8 月 30 日间，自行登录系统下

载缴费电子票据。

（四）参训名单确认

7月 8 日 18:00 前，各高校岗前培训管理员确认和下载通过审核并缴

费成功的学员名单，打印并加盖公章后扫描形成 PDF 格式文件，连同与

内容一致的 excel 格式文件，一并上传到系统中。

五、免修免考申请程序

（一）免修申请

根据自治区教育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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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桂教师范[2012]12 号）精神，高等

学校教育专业学科门类本科及以上毕业的人员，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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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等教育学》和《高等教育心理学》两门课程。

如果在“教育学”、“教育心理学”前面未冠以“高等”两字的，则不

高等教育

心理学
高等教育学

高等教育

法规概论

高等学校教师

职业道德修养
合计

160 元 160 元 90 元 90 元 5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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属于免修范围。免修佐证材料：免修科目（高等教育学或高等教育心理

学）的课程成绩单证明（加盖公章）。

（二）免考申请

根据自治区教育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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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桂教师范[2012]12 号）精神，具有

副高以上职称或博士学位的高等学校在编在岗教学人员，可以申请免考

高校教师资格理论考试四门课程。免考佐证材料：博士学位证书或副高

（及以上）职称证书；副高（及以上）职称者还须出具担任本校在编在

岗教学人员的正式文件或聘书。

经审核后符合免考的学员仍需参加所有培训内容的学习并达到学时

及作业要求。

免修、免考学员由各高校管理员审核后提交广西高等学校师资培训

中心复核，免修、免考结果以广西高等学校师资培训中心书面回复为准。

六、培训学习与作业要求

通过审核且缴费的学员使用微信搜索并关注“卓越教师智慧学习空

间”公众号，输入报名时注册的账号与密码，点击报名时选定的对应培

训期次，按课程时间安排进入直播课堂学习，此外还可以在培训课程直

播结束后至 9 月 10 日前回看课程视频。线上学习操作手册详见附件 2。

本年度岗前培训学习与作业要求如下：

（一）学时要求

本次岗前培训学时要求为 120 学时，系统后台会自动记录学员的直

播和在线学习时长，并将学习时长转换为学时（每 30分钟计 1 个学时）。

学时是学员是否完成学习计划的依据，学习未达到 120 学时的学员视为

未完成学习计划，不能参加广西高等学校教师资格理论考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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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培训未达到学时要求的学员可以在去年学习时间的基础上累

计学时，达到今年规定学时要求即可。

（二）作业要求

学员视频学习结束后，登录广西高等学校师资培训管理系统

（http://gxgspxpt.gspxonline.com ）提交培训作业，培训作业要求为

学员独立完成并提交 1学时（具体学时对应的时间可参照所在高校关于

学时的规定）的教案及教学课件(合并成一个 PDF 文件提交)，提交截止

时间为 8月 20 日。广西高等学校师资培训中心将组织专家对作业进行审

阅，不合格者需根据系统平台通知修改后再次提交审阅。不按时提交作

业或作业最终审阅不合格者，不能参加广西高等学校教师资格理论考试。

七、广西高等学校教师资格理论考试

学员岗前培训结束后，需参加由广西招生考试院组织的广西高等学

校教师资格理论考试，2022 年广西高等学校教师资格理论考试时间及有

关事宜以广西招生考试院下发的通知为准。凡未参加广西高等学校师资

培训中心举办的高校教师岗前培训或参加培训但未完成学时要求和作业

要求的学员，均不得报名参加广西高校教师资格理论考试。

学员按要求完成培训规定的学时、提交作业经审阅合格且参加广西

高等学校教师资格理论考试全部合格（含免修、免考），由广西高等学

校师资培训中心颁发“高校教师岗前培训合格证书”。

八、工作要求

各高校要高度重视教师岗前培训工作，明确职责，督促到位，认真

做好本校组织报名、学员学习管理等工作,确保参训学员按时参加培训学

习和考核。请各高校负责 2022 年教师岗前培训工作管理人员加入“广西

高校岗前培训学校管理员工作”QQ群，群号：1135706433，后续相关工

作将通过工作群发布。



未尽事宜请与我中心联系。咨询联系人及电话 :

李老师 0773-5822867(咨 询报名相关信息);

孔老师、王老师 0773-5828658(咨 询线上学习及网络技术问题);

殷老师 0773-5822867(咨询缴费和电子票据相关问题 )。

附 (1二
:

1.2022年广西高等学校教师岗前培训期次课程安排

2.2022年 广西高等学校教师岗前培训学员操作手册

3.2022年广西高等学校教师岗前培训工作学校管理员名单

广 西 1」
、

;

月 2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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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2022 年广西高等学校教师岗前培训期次课程安排
2022 年 6 月 29 日

时间

期

序

7 月 8月

11
（下

午）
12-15 16-19 20-21 22-23 24-25 26-27 28--29 30-31 1

第一

期

习近

平总

书记

关于

教育

的重

要论

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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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校

新教

师教

学技

能

第二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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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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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1.直播时间：上午 9:00-12:00，下午 3:00-5:30，课程回看开放到 9月 10 日截止。

2.学员按报名时选定的期次参加培训，系统后台会记录学员本期课程学习时间（直播+回看）作为学时计算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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