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件 

2021 年春季内蒙古自治区中小学教师资格认定机构联系方式 

认定机构名称 办公电话 认定通知发布网址 办公地址 

呼和浩特市教育局 0471-3987339 
呼和浩特市行政审批和政务服务局 

（http://jyj.huhhot.gov.cn） 

呼和浩特市教育局 

呼和浩特市行政审批局 2楼 

新城区教育局 0471-6218495 
呼和浩特市新城区人民政府 

（http://www.xinchengqu.gov.cn/

） 

新城区行政审批大厅三楼教

育局窗口 

赛罕区教育局 0471-5184936 
赛罕区人民政府 

（http://www.saihan.gov.cn） 

赛罕区市民综合服务中心 4

楼 13号教育局窗口 

回民区教育局 0471-5205781 
回民区人民政府 

（http://www.huiminqu.gov.cn/） 

呼和浩特市回民区攸攸板镇

小府北路回民区教育局 

玉泉区教育局 0471-5974450 
微信公众号 

“玉泉教育” 

呼和浩特市玉泉区大南街石

头巷 31号教育局 

武川县教育局 0471-8812217 
武川县人民政府 

（http://www.wuchuan.gov.cn/） 

武川县教育局 209室 

武川县发改委一楼政务大厅 

托克托县教育局 0471-8511130 

托克托县人民政府信息公开平台 

（http://zw.tuoxian.gov.cn/gk/） 

托县兴托路与黄河大街交汇

处西南创业创新产业园大楼

509室 

清水河县教育局 0471-7936606 
清水河县人民政府 

（http://www.qingshuihe.gov.cn/

） 

清水河县行政审批与政务服

务局 

土默特左旗教育局 0471-8169089 
微信公众号 

“土左教育” 

土默特左旗敕勒川大街土默

特左旗教育局 

和林格尔县教育局 0471-7186348 
和林格尔县政府信息公开发布平台

（http://www.helin.gov.cn/helin

zwgk） 

和林格尔县行政审批与政务

服务局 

包头市教育局 0472-5157616 
包头市教育局 

（http://jyj.baotou.gov.cn/） 

包头市教育局 406 

包头市政务大厅 

昆都仑区教育局 0472-5225114 
昆都仑区人民政府 

（http://www.kdl.gov.cn/） 

昆都仑区教育局 

昆都仑区市民大厅 

东河区教育局 0472-6166072 
东河区人民政府 

（http://www.donghe.gov.cn） 
东河区教育局 

青山区教育局 0472-3106108 
微信公众号 

“包头青山区教育局” 

 

青山区教育局 

青山区市民大厅 

白云鄂博矿区 

教育局 
0472-8518938 

微信公众号 

包头市白云鄂博教育之窗 

（http://www.byeb.gov.cn/） 

白云鄂博矿区教育局 

达尔罕茂明安联合

旗教育局 
0472-8429238 

达尔罕茂明安联合旗人民政府 

（http://www.dmlhq.gov.cn/） 
达尔罕茂明安联合旗教育局 

http://jyj.huhhot.gov.cn/
http://www.xinchengqu.gov.cn/
http://www.xinchengqu.gov.cn/
http://www.saihan.gov.cn/
http://www.huiminqu.gov.cn/
http://www.wuchuan.gov.cn/
http://zw.tuoxian.gov.cn/
http://www.qingshuihe.gov.cn/
http://www.qingshuihe.gov.cn/
http://www.helin.gov.cn/helinzwgk
http://www.helin.gov.cn/helinzwgk
http://jyj.baotou.gov.cn/
http://www.kdl.gov.cn/
http://www.donghe.gov.cn/
http://www.byeb.gov.cn/
http://www.dmlhq.gov.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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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默特右旗教育局 0472-8880427 
微信公众号 

“土右旗教育” 

土默特右旗振华大街教育局

办公大楼 

九原区教育局 0472-7151608 
九原区人民政府 

（http://www.jiuyuanqu.gov.cn/） 

九原区教育局 

包头市政务大厅 

固阳县 

教育和科技局 
0472-8120108 

微信公众号 

“固阳教育” 
固阳县惠和路教育和科技局 

石拐区教育局 0472-8728335 
石拐区人民政府 

（http://www.shiguai.gov.cn/） 

石拐喜桂图新区党政大楼 B

座 309 

呼伦贝尔市 

教育局 
0470-8110237 

呼伦贝尔市教育局 

（http://jyj.hlbe.gov.cn/） 

呼伦贝尔市河东新区友好五

街西政务中心教育局窗口 

教育局窗口 
海拉尔区 

教育和科技 
0470-8117149 

呼伦贝尔市海拉尔区人民政府 

（http://www.hailar.gov.cn/） 

海拉尔区东山党政综合大楼

1149办公室 

满洲里市行政审批 

和政务服务局 
0470-6234669 

满洲里市人民政府 

（http://www.manzhouli.gov.cn/） 

满洲里市财政大厦西侧二楼

38号窗口 

牙克石市 

教育和科技局 
0470-3946008 

牙克石市人民政府 

（http://www.yks.gov.cn/） 
牙克石市胜利西街 89号 

扎兰屯市教育局 0470-3209030 
微信公众号 

扎兰屯教育在线(zltjyzx) 

扎兰屯市正阳办民族西街16

号 

根河市教育体育局 0470-3931340 
根河市人民政府 

（http://www.genhe.gov.cn/） 
根河市教育体育局 

额尔古纳市 

教育和科技局 
0470-6826139 

微信公众号 

“额尔古纳教育科技在线” 

额额尔古纳市教育和科技局

101室 

鄂温克族自治旗 

教育局 
0470-8814330 

鄂温克族自治旗人民政府 

（http://www.ewenke.gov.cn） 

鄂温克旗巴彦托海镇道甫街

1号 

鄂伦春自治旗 

教育体育局 
0470-5622902 

鄂伦春自治旗人民政府 

（http://www.elc.gov.cn) 

鄂伦春自治旗阿里河镇育才

街 46号 

莫力达瓦达斡尔族

自治旗教育局 
0470-3978012 

莫力达瓦达斡尔族自治旗政府门户

网站（http://www.mldw.gov.cn/） 

莫力达瓦达斡尔族自治旗政

务服务中心二楼教育局窗口 

阿荣旗 

教育科技体育局 
0470-4217756 

微信公众号 

“阿荣旗教育局” 

阿荣旗政务服务中心五楼教

科体局窗口 

陈巴尔虎旗 

教育体育局 
0470-6712470 

陈巴尔虎旗人民政府 

（http://www.cbrhq.gov.cn/） 

陈巴尔虎旗教育体育局 204

室 

新巴尔虎左旗 

教育局 
0470-6603589 

新巴尔虎左旗人民政府 

（http://www.xzq.gov.cn/） 
新巴尔虎左旗教育局 

新巴尔虎右旗 

教育局 
0470-6401759 

新巴尔虎右旗人民政府 

（http://www.xbehyq.gov.cn/） 

新巴尔虎右旗克尔伦大街综

合楼五楼 

http://www.jiuyuanqu.gov.cn/
http://www.shiguai.gov.cn/
http://jyj.hlbe.gov.cn/
http://www.hailar.gov.cn/
http://www.manzhouli.gov.cn/
http://www.yks.gov.cn/
http://www.genhe.gov.cn/
http://www.ewenke.gov.cn/
http://www.elc.gov.cn/
http://www.mldw.gov.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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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xzq.gov.cn/
http://www.xbehyq.gov.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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兴安盟教育局 0482-8266525 
兴安盟教育局 

（http://www.xajy.cn/） 
兴安盟党政综合大楼 525室 

科尔沁右翼中旗 

教育局 
0482-4690039 

科尔沁右翼中旗三务公开 

（http://www.kyzqswgk.gov.cn） 

科尔沁右翼中旗政务服务中

心三楼教育窗口 7号 

科尔沁右翼前旗教

育局 
0482-8398230 

科右前旗教育微讯 

Gh-442bcccafc83 

 

科右前旗政务服务大厅教育

局分厅 

突泉县教育局 0482-5199016 
突泉县人民政府部门信息公开 

(http://www.tq.gov.cn/) 

突泉县行政审批大厅十楼教

育局窗口 

乌兰浩特市 

教育局 
0482-8288023 

微信公众号 

“乌兰浩特市教育局” 

兴安盟政务服务大厅二楼17

号教育局窗口 

阿尔山市 

教育局 
0482-2267871 

阿尔山市人民政府 

（http://www.aes.gov.cn/） 

阿尔山市政务服务大厅教育

局窗口 

扎赉特旗 

教育局 
0482-6129013 

扎赉特旗人民政府 

（http://www.zltq.gov.cn/） 

扎赉特旗音德尔镇绰尔社区

路西 

通辽市教育局 0475-8910886 
通辽市教育局 

（http://jyj.tongliao.gov.cn/） 

通辽政务服务中心二楼市教

育局窗口 

科尔沁区 

教育体育局 
0475-8234645 

科尔沁区人民政府 

（http://www.keerqin.gov.cn） 

 

明仁大街东段 1548号 

科尔沁左翼中旗 

教育体育局 
0475-3217984 

科尔沁左翼中旗人民政府 

（http://www.kzzq.gov.cn/） 
科尔沁左翼中旗教育局大楼 

科尔沁左翼后旗 

教育体育局 
0475-5210116 

科尔沁左翼后旗人民政府 

（http://www.houqi.gov.cn） 

科尔沁左翼后旗甘旗卡镇甘

旗卡街 

开鲁县 

教育体育局 
0475-6212441 

开鲁县人民政府 

(http://www.kailu.gov.cn/) 

开鲁县政务服务中心二楼教

育窗口 

库伦旗 

教育体育局 
0475-4777430 

库伦旗人民政府 

(http://www.kulun.gov.cn) 

库伦旗政务服务中心一楼教

体局窗口 

奈曼旗 

教育体育局 
0475-4213633 

奈曼旗人民政府 

（http://www.naimanqi.gov.cn/） 

奈曼旗大沁他拉镇诺恩吉雅

大街与青山路交汇处 

扎鲁特旗 

教育体育局 
0475-7661559 

扎鲁特旗人民政府 

(http://www.zhalute.gov.cn/) 

扎鲁特旗政务服务中心二楼

42号窗口 

霍林郭勒市 

教育体育局 
0475-7966817 

霍林郭勒市人民政府 

（http://www.hlgls.gov.cn/） 

霍林郭勒市政府大楼 A 座

A304室教体局 

赤峰市教育局 0476-8332036 
赤峰市教育局 

（http://jyj.chifeng.gov.cn/） 
赤峰市松山区大明街 30号 

克什克腾旗教育局 0476-5220165 
克什克腾旗人民政府 

（http://www.kskt.gov.cn） 

克什克腾旗解放路中段教育

局 

http://www.xajy.cn/
http://www.kyzqswgk.gov.cn/
http://www.tq.gov.cn/
http://www.aes.gov.cn/
http://www.zltq.gov.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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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kzzq.gov.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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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西县教育局 0476-5556821 
赤峰市教育局 

（http://jyj.chifeng.gov.cn/） 

林西县林西镇松漠大街 2 号

教育局二楼 

阿鲁科尔沁旗 

教育局 
0476-7235729 

赤峰市教育局 

（http://jyj.chifeng.gov.cn/） 

阿鲁科尔沁旗新区天元大街

62号教育局二楼 201室 

阿旗教育局二楼 201室 

巴林左旗教育局 0476-7860758 
赤峰市教育局 

（http://jyj.chifeng.gov.cn/） 
巴林左旗振兴大街 539号 

巴林右旗教育局 0476-6230599 
赤峰市教育局 

（http://jyj.chifeng.gov.cn/） 

巴林右旗巴林路中段旗教育

局 807室 

翁牛特旗教育局 0476-6360360 
赤峰市教育局 

（http://jyj.chifeng.gov.cn/） 

翁牛特旗清泉路行政办公区

3号楼 905室 

喀喇沁旗教育局 0476-5822236 
赤峰市教育局 

（http://jyj.chifeng.gov.cn/） 

喀喇沁旗锦山镇锦桥路 100

号 

宁城县教育局 0476-5661576 
赤峰市教育局 

（http://jyj.chifeng.gov.cn/） 

宁城县天义镇哈河大街中段

党政服务大厅（教育局窗口） 

敖汉旗教育局 0476-5902600 
赤峰市敖汉旗人民政府 

（http://www.ahq.gov.cn/） 

内蒙古赤峰市敖汉旗新惠镇

新州街北段东侧 

松山区教育局 0476-5867707 
赤峰市教育局 

（http://jyj.chifeng.gov.cn/） 

松山区广场路 29 号教育局

四楼 406室 

元宝山区教育局 0476-3510421 
赤峰市教育局 

（http://jyj.chifeng.gov.cn/） 

元宝山区平庄镇哈河街东段

教育局三楼 

红山区教育局 0476-8882322 
红山教育教学网 

（http://www.hongshanjy.cn/） 

红山区昭乌达路红山区教育

局 

锡林郭勒盟 

教育局 
0479-8264355 

锡林郭勒盟教育局 

（http://jyj.xlgl.gov.cn/） 

锡林大街西段锡盟行署二号

楼三楼教育局 301室 

锡林浩特市 

教育局 
0479-8212556 

微信公众号 

“锡林浩特市教育” 

锡林浩特市那达慕大街 462

号 

二连浩特市 

教育科技局 
0479-7526139 

微信公众号 

“二连浩特市教育科技局” 
二连浩特市锡林街 0230号 

阿巴嘎旗教育局 0479-2022707 
微信公众平台 

“阿巴嘎旗教育局” 
阿巴嘎旗教育局 

苏尼特左旗教育局 0479-2522950 
微信公众号 

“苏尼特左旗教育局” 

苏尼特左旗政务服务中心教

育窗口 48号 

苏尼特右旗教育局 0479-7226940 
苏尼特右旗人民政府 

（http://www.sntyq.gov.cn/） 

苏尼特右旗赛汗塔拉镇新区

教育局 

东乌珠穆沁旗 

教育局 
0479-3221867 

东乌珠穆沁旗人民政府 

(http://www.dwq.gov.cn/) 

东乌旗党群服务中心 2楼 63

号窗口 

http://jyj.chifeng.gov.cn/
http://jyj.chifeng.gov.cn/
http://jyj.chifeng.gov.cn/
http://jyj.chifeng.gov.cn/
http://jyj.chifeng.gov.cn/
http://jyj.chifeng.gov.cn/
http://jyj.chifeng.gov.cn/
http://www.ahq.gov.cn/
http://jyj.chifeng.gov.cn/
http://jyj.chifeng.gov.cn/
http://www.hongshanjy.cn/
http://jyj.xlgl.gov.cn/
https://www.baidu.com/link?url=nYUzfPsS3ySitKTzke5IWeLsKqnAUdNUG9EuPACH-I8qGThZV1eq0ar04lF1ClCk&wd=&eqid=cf852c0100033989000000025ebbbc75
http://www.sntyq.gov.cn/
http://www.dwq.gov.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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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乌珠穆沁旗 

教育局 
0479-6829100 

微信公众号 

“西乌教育科技” 
西乌珠穆沁旗教育局 301室 

镶黄旗教育科技局 0479-6222032 

 

微信公众平台 

“镶黄旗教育” 
镶黄旗教育局 302室 

正镶白旗教育局 0479-6521027 
微信公众平台 

“正镶白旗教育” 
正镶白旗教育局三楼 302室 

太仆寺旗教育局 0479-5750787 
太仆寺旗政务门户网 

(http://www.tpsq.gov.cn/mxgr/) 

太仆寺旗宝昌镇光明大街太

仆寺旗教育局 

正蓝旗教育局 0479-4239243 
微信公众号 

“正蓝旗教育” 

正蓝旗上都镇金莲川大街正

蓝旗教育局 

多伦县教育局 0479-4524140 
多伦县人民政府 

（http://www.dlxzf.gov.cn/） 
多伦县教育局 

乌兰察布市 

教育局 
0474-8322335 

乌兰察布市教育局 

（http://jyj.wulanchabu.gov.cn/

） 

集宁区格根西街 20 号乌兰

察布市教育局 

集宁区教育局 0474-8984803 
集宁区人民政府 

（http://www.jnq.gov.cn） 

集宁区商务科技文化中心A1

号楼三楼 309室 

丰镇市教育体育局 0474-3202212 
微信公众号 

“丰镇市教育体育局” 

丰镇市新区政务大厅院内 3

楼 311室 

商都县教育体育局 0474-6917356 微信公号——商都教育 
商都县七台镇城乡居民服务

中心 501室 

凉城县教育体育局 0474-4217220 
凉城县人民政府 

（http://www.liangcheng.gov.cn/

） 

凉城县参合路教育体育局二

楼 201室 

卓资县教育体育局 0474-4708660 
微信公众号 

“卓资教育” 
卓资县教育体育局 201室 

察右前旗 

教育体育局 
0474-3912703 

微信公众号 

“察右前旗教育” 

察右前旗土贵乌拉镇解放路

教育体育局 

察右中旗 

教育体育局 
0474-5690245 

察哈尔右翼中旗人民政府 

（http://www.cyzq.gov.cn/） 

察右中旗科布尔镇团结路西

侧教育体育局 204室 

察右后旗 

教育体育局 
13848648752 

微信公众号 

“察右后旗教育” 

察右后旗白音察干镇文卫北

路教育体育局 

四子王旗 

教育体育局 
0474-5209500 

微信公众号 

“四子王旗教育体育局”和“清风四

子王” 

四子王旗乌兰花镇新区教育

体育局 

兴和县 

教育体育局 
0474-7210812 

微信公众号 

“兴和县教育体育” 

兴和县城关镇新城关镇教育

园区 

化德县 

教育体育局 
0474-7908486 

微信公众号 

“化德教育体育” 

化德县长顺镇长春大街西端

教育体育局 

http://www.tpsq.gov.cn/mxgr/
http://www.dlxzf.gov.cn/
http://jyj.wulanchabu.gov.cn/
http://jyj.wulanchabu.gov.cn/
http://www.jnq.gov.cn/
http://www.liangcheng.gov.cn/
http://www.liangcheng.gov.cn/
http://www.cyzq.gov.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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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彦淖尔市 

教育局 
0478-7917512 

巴彦淖尔市教育局 

（http://jyj.bynr.gov.cn/） 

巴彦淖尔市临河区金沙路教

育大厦 2019室 

临河区教育局 0478-7809896 
巴彦淖尔市临河区人民政府 

（http://www.linhe.gov.cn/） 

临河区教育大厦临河区教育

局 4006室 

五原县教育局 0478-7960312 
五原县人民政府 

（http://www.wuyuan.gov.cn/） 

五原县隆兴昌政府办公大楼

五原县教育局 221室 

磴口县教育局 0478-4210057 
微信公众号 

“磴口教育在线” 

磴口县巴彦高勒镇东风路磴

口县教育局 

磴口县教育局人事股 

杭锦后旗教育局 0478-2611581 
杭锦后旗人民政府 

（http://www.hjhq.gov.cn/） 

陕坝镇塞上东路政府大院 3

号楼 118室 

乌拉特前旗教育局 0478-2652332 
微信公众号 

“乌拉特前旗教育局” 

乌拉特前旗乌拉山镇东升大

街教育局 

乌拉特中旗教育局 0478-7978166 
乌拉特中旗人民政府 

（http://www.wltzq.gov.cn/） 

乌拉特中旗海流图镇云英街

路教育局 

乌拉特后旗教育局 0478-2349913 
乌拉特后旗人民政府 

（http://www.wlthq.gov.cn/） 

乌拉特后旗巴音宝力格镇潮

格温都尔路教育局 

鄂尔多斯市 

教育体育局 
0477-8582332 

鄂尔多斯市教育体育局 

（http://jytyj.ordos.gov.cn/） 

市政务服务中心三楼 A 区

A327、A328教育体育局窗口 

鄂托克旗 

教育体育局 
0477-6214883 

鄂托克旗人民政府 

（http://www.eq.gov.cn/） 

 

鄂托克旗教育体育局人事股

304室 

伊金霍洛旗 

教育体育局 
0477-8691566 

微信公众号 

“伊金霍洛教育体育” 

金霍洛旗阿勒腾席热镇可汗

路北教体局 307室 

乌审旗教育体育局 0477-7586979 
微信公众号 

“乌审教育” 
乌审旗政务服务中心二楼 

准格尔旗 

教育体育局 
0477-3970110 

准格尔旗人民政府 

（http://www.zge.gov.cn/） 

 

薛家湾党政大楼西附楼一楼

104室 

东胜区教育体育局 0477-8380731 
东胜区人民政府 

（http://www.ds.gov.cn/） 

东胜区党政大楼西 251 办公

室 

鄂托克前旗 

教育体育局 
0477-7628120 

鄂托克前旗人民政府 

（http://www.etkqq.gov.cn） 
鄂托克前旗教育体育局 

杭锦旗教育体育局 0477-6622159 
杭锦旗人民政府 

（http://www.hjq.gov.cn） 

杭锦旗锡尼镇林荫南路杭锦

旗教育体育局 207室 

达拉特旗 

教育体育局 
0477-5189701 

微信公众号 

（达拉特旗教体局） 

达拉特旗文苑花庭 8 号楼九

楼 910室 

http://jyj.bynr.gov.cn/
http://www.linhe.gov.cn/
http://www.wuyuan.gov.cn/
http://www.hjhq.gov.cn/
http://www.wltzq.gov.cn/
http://www.wlthq.gov.cn/
http://jytyj.ordos.gov.cn/
http://www.eq.gov.cn/
http://www.zge.gov.cn/
http://www.ds.gov.cn/
http://www.etkqq.gov.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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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巴什区 

教育体育局 
0477-8599905 

康巴什区人民政府 

（http://www.kbs.gov.cn/） 

康巴什区政府大楼十楼1019

室 

乌海市行政审批和

政务服务局 

0473-3998061 

0473-3998329 

乌海市教育局 

（http://jyj.wuhai.gov.cn） 

乌海市民网上办事大厅 

（http://zwdt.wuhai.gov.cn/） 

乌海市海勃湾区市府大道行

政中心 A座 405室 

乌海市海勃湾区市府大道市

民服务中心 

阿拉善盟 

教育体育局 
0483-8332420 

阿拉善盟教育体育局 

（http://jytyj.als.gov.cn/） 

巴彦浩特镇西花园街阿拉善

政务服务大厅四楼 5号窗口 

阿拉善左旗 

教育体育局 
0483-8222859 

微信公众平台 

“阿拉善左旗教育体育局” 

巴彦浩特镇西花园街阿拉善

政务服务大厅三楼 21 号窗

口 
阿拉善右旗 

教育体育局 
0483-6028808 

阿拉善右旗人民政府 

（http://www.alsyq.gov.cn） 

阿右旗巴丹吉林镇曼德拉路

党政楼三层 332室 

额济纳旗 

教育体育局 
18648305261 

额济纳旗人民政府 

（http://www.ejnq.gov.cn） 
额济纳旗教育体育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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