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学历 学位 专业 职位要求
最低专业技

术资格
考生户籍

1 深圳市碧波小学 小学科学 专业技术类 十三级 1 研究生
硕士及
以上

研究生：有机化学（A070303）、理
论物理（A070201）、凝聚态物理
（A070205）

不限

2 深圳市碧波小学 小学语文 专业技术类 十级 1
本科及
以上

/

本科：汉语言文学(B050101)；
研究生：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
（A050102)、汉语言文字学
（A050103）；

一级教师

3 深圳市百草园小学 小学英语 专业技术类 十三级 1
本科及
以上

/
本科：英语(B050201)、商务英语
(B050262)；
研究生：英语语言文学(A050201)；

不限

4
深圳市仙桐实验小

学
小学语文 专业技术类 八级 1

本科及
以上

学士及
以上

本科：汉语言文学(B050101)、汉语
言(B050102)、汉语国际教育
(B050103)、小学教育（语文方向）
(B040107)；
研究生：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
（A050102)、汉语言文字学
（A050103）；

一级教师

5
深圳市仙桐实验小

学
小学数学 专业技术类 八级 1

本科及
以上

学士及
以上

本科：数学与应用数学(B070101)、
小学教育（数学方向）(B040107)；
研究生：基础数学（A070101）；

一级教师

6
深圳市翠竹外国语

实验学校
小学语文 专业技术类 八级 1

本科及
以上

/

本科：汉语言文学（B050101）、汉
语言(B050102)、汉语国际教育
(B050103)小学教育（语文方向）
(B040107)；
研究生：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
（A050102)、汉语言文字学
（A050103）；

一级教师

7
深圳市翠竹外国语

实验学校
小学数学 专业技术类 八级 1

本科及
以上

学士及
以上

本科：数学与应用数学
（B070101）；
研究生：基础数学（A070101）；

一级教师

市内外

（1）本科及以上学历；
（2）年龄45周岁以下（即1974年8月1日之后出生）；
（3）获得下列个人荣誉称号之一：
获得下列个人荣誉称号之一：
①全国模范教师、全国教育系统先进工作者、全国优
秀教师、全国优秀教育工作者、全国优秀中小学班主
任、全国中小学优秀德育课教师、全国中小学优秀德
育工作者。获国务院颁发的政府特殊津贴证书的教师
。获得过国家级及以上奥林匹克竞赛金牌或指导学生
获得过国家级及以上奥林匹克竞赛金牌经历的主教练
员（主要指导教师）；②省级以上教育行政主管部门
授予的“特级教师”称号。省级（含副省级）以上教
育行政主管部门评定的名校长、名教师、名班主任、
学科带头人、骨干教师及相当荣誉称号，省级现场课
堂教学竞赛二等奖以上获得者；③省级（含副省级）
以上教育行政部门评定的优秀教师、优秀班主任、优
秀教育工作者；④深圳市年度教师、深圳市十佳青年
教师（标兵）、深圳市(十佳)师德标兵、深圳市优秀
班主任、深圳市优秀教师、深圳市先进教育工作者、
获深圳市政府特殊津贴的教师。
（4）获得荣誉后一直从事本专业教育教学工作；
（5）专业对口，现任教科目与岗位设置科目一致；
（6）符合职位要求的教师资格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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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深圳市翠园中学 高中物理 专业技术类 十三级 1
本科及
以上

学士及
以上

本科：物理学（B070201)；
研究生：物理学(A0702)；

不限

9
深圳市罗湖外语学

校
高中生物 专业技术岗 十级 1

本科及
以上

学士及
以上

本科：生物技术（B071002）、生态
学（B071004）；
研究生：生物物理学（A071011）、
学科教学硕士（专业硕士）
（A040112）；

一级教师

10
深圳市罗湖外语学

校
高中物理 专业技术岗 四级 1

本科及
以上

学士及
以上

本科：物理学(B070201)；
研究生：教育管理硕士（专业硕士）
（A040111）；

正高级教师

11 深圳市松泉中学 初中体育 专业技术类 十一级 1
本科及
以上

/
本科：体育教育(B040301)；
研究生：体育学(A0403)；

二级教师

12 深圳市罗湖中学 初中语文 专业技术类 十级 1
本科及
以上

/

本科：汉语言文学(B050101)；
研究生：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
（A050102)、汉语言文字学
（A050103）；

一级教师

13
深圳市罗湖区下属

公办学校
小学语文 专业技术类 十级 3

本科及
以上

学士
及以上

本科：汉语言文学(B050101)、汉语
言(B050102)、汉语国际教育
(B050103)、小学教育（语文方向）
(B040107)；
研究生：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
（A050102)、汉语言文字学
（A050103）；

一级教师

（1）本科及以上学历；
（2）年龄45周岁以下（即1974年8月1日之后出生）；
（3）获得下列个人荣誉称号之一：
获得下列个人荣誉称号之一：
①全国模范教师、全国教育系统先进工作者、全国优
秀教师、全国优秀教育工作者、全国优秀中小学班主
任、全国中小学优秀德育课教师、全国中小学优秀德
育工作者。获国务院颁发的政府特殊津贴证书的教师
。获得过国家级及以上奥林匹克竞赛金牌或指导学生
获得过国家级及以上奥林匹克竞赛金牌经历的主教练
员（主要指导教师）；②省级以上教育行政主管部门
授予的“特级教师”称号。省级（含副省级）以上教
育行政主管部门评定的名校长、名教师、名班主任、
学科带头人、骨干教师及相当荣誉称号，省级现场课
堂教学竞赛二等奖以上获得者；③省级（含副省级）
以上教育行政部门评定的优秀教师、优秀班主任、优
秀教育工作者；④深圳市年度教师、深圳市十佳青年
教师（标兵）、深圳市(十佳)师德标兵、深圳市优秀
班主任、深圳市优秀教师、深圳市先进教育工作者、
获深圳市政府特殊津贴的教师。
（4）获得荣誉后一直从事本专业教育教学工作；
（5）专业对口，现任教科目与岗位设置科目一致；
（6）符合职位要求的教师资格证；

市内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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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深圳市罗湖区下属

公办学校
小学数学 专业技术类 十级 2

本科
及以上

学士
及以上

本科：数学与应用数学(B070101)、
小学教育（数学方向）(B040107)；
研究生：数学(A0701)；

一级教师

15
深圳市罗湖区教育

科学研究院

教育质量
监测研究
人员

专业技术类 十级 1 研究生
硕士及
以上

研究生：统计学（A020208）、计算
机科学与技术（A0812）、软件工程
（A0835）、应用心理学（A040203）
、教育学（A0401）、数学（A0701）
、控制科学与工程（A0811）、管理
科学与工程（A1201）；

一级教师

16
罗湖区区属公办中

学
中学地理 专业技术类 十级 1 研究生 博士

研究生：地理学（A0705）、地质学
（A0709）、地质资源与地质工程
（A0818）；

（1）纳入国家全日制普通高校统一招生计划且通过全
日制普通高等教育毕业的，并取得研究生学历、博士
学位的；
（2）年龄40周岁以下（即1979年8月1日之后出生
的），具有副高级专业技术资格且在聘副高专业技术
岗位满2年者，年龄可适当放宽至45周岁以下（即1974
年8月1日之后出生）；
（3）符合选聘公告及岗位表规定的其他资格条件。

不限 市内外

（1）本科及以上学历；
（2）年龄45周岁以下（即1974年8月1日之后出生）；
（3）获得下列个人荣誉称号之一：
获得下列个人荣誉称号之一：
①全国模范教师、全国教育系统先进工作者、全国优
秀教师、全国优秀教育工作者、全国优秀中小学班主
任、全国中小学优秀德育课教师、全国中小学优秀德
育工作者。获国务院颁发的政府特殊津贴证书的教师
。获得过国家级及以上奥林匹克竞赛金牌或指导学生
获得过国家级及以上奥林匹克竞赛金牌经历的主教练
员（主要指导教师）；②省级以上教育行政主管部门
授予的“特级教师”称号。省级（含副省级）以上教
育行政主管部门评定的名校长、名教师、名班主任、
学科带头人、骨干教师及相当荣誉称号，省级现场课
堂教学竞赛二等奖以上获得者；③省级（含副省级）
以上教育行政部门评定的优秀教师、优秀班主任、优
秀教育工作者；④深圳市年度教师、深圳市十佳青年
教师（标兵）、深圳市(十佳)师德标兵、深圳市优秀
班主任、深圳市优秀教师、深圳市先进教育工作者、
获深圳市政府特殊津贴的教师。
（4）获得荣誉后一直从事本专业教育教学工作；
（5）专业对口，现任教科目与岗位设置科目一致；
（6）符合职位要求的教师资格证；

市内外


	统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