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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报名条件

部令第 51 号 ，社会其他人员

个月及以上的港澳台人员和外籍人员

年第一期面向社会人员普通

二 报名程序

并按规定时间内进行缴费

1.进入报名程序

方法一 微信扫下方公众号二维码

方法二 在微信主页

索，找到如下图所示名称为

 

 

进入“师圈”公众号后

2.填写考生信息

息”，填入考生信息

免费拍照 ，并点击

报名条件。根据《普通话水平测试管理规定

社会其他人员 包括在境内学习、工作或生活

个月及以上的港澳台人员和外籍人员 均可报名参加我市

年第一期面向社会人员普通话水平测试。 

报名程序。考生需在报名期间登陆微信公众号

并按规定时间内进行缴费。 

进入报名程序  

微信扫下方公众号二维码  

 

在微信主页→点击放大镜公众号→输入

找到如下图所示名称为“师圈”的公众号并进入

公众号后，按如下步骤完成报名

填写考生信息 在考试报名的“考试”栏，点击

填入考生信息 无需提交照片，一律在考试当天现场进行

并点击“保存信息”。 

普通话水平测试管理规定》 教育

工作或生活 3

均可报名参加我市 2022

考生需在报名期间登陆微信公众号“师圈”

输入“师圈”搜 

的公众号并进入。 

按如下步骤完成报名。 

点击“个人信

一律在考试当天现场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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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考试报名 返回小程序“考试”栏，点击“报名”，按

要求填写相关信息，核对信息并点击“确认” 信息必须与身份

证一致，报名成功后信息不能修改 。在报名有效时间范围内，

选择对应的测试站 湛江市普通话测试站 ，点击“下一步”，选

择符合本人条件的考试任务，最后点击“报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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缴费确认 

考生信息确认的流程为 获取缴费通知书号→缴纳测试费→

考前三天内 如 测试时间为星期六、日，即星期三、四查看，

如有疑问，必须在星期四前与各考点或市语委办联系 查看电子

准考证并保存。 

一 缴纳测试费。报名成功后，考生须于 3 月 11 日前通

过网上缴费或银行缴费的方式缴纳普通话水平测试费。 

1.网上缴费方式。 

1 获得“湛江市非税收入缴款通知书号”和“执收单位

编码” 打开“师圈”公众号→点击“考试”栏→点击“报名记

录”→点击“详情”→复制“缴费通知书号” 粘贴后可看到内

容 和“执收单位编码 440800156”。 

 

2 在公众号完成缴费 打开微信主页→右上角放大镜→

公众号→输入“广东财 ”→点击右上角“关注”→进入“ 务



 

服务”→选择“公共服务支付平台

“缴费通知书号”和

击“查询”并根据提示完成缴费

2.银行缴费方式

选择此种缴费方式的考生须在

下午 3:00-5:00 凭身份证原件

办人的身份证或有效证件的原件

财务科 6006 室 打印

款通知书上的二维码按要求操作完成缴费

以便核查 。 

3.测试收费标准

根据《广东省物价局关于调整普通话水平测试收费标准的复

公共服务支付平台”。在对应位置粘贴查询到的

和“执收单位编码”，按要求输入验证码后点

并根据提示完成缴费 并截图保存缴费记录以便核查

银行缴费方式。 

选择此种缴费方式的考生须在 3月 10-11日 上午

凭身份证原件 如代办的，须出示委托书和代

办人的身份证或有效证件的原件 直接到湛江市教育局

打印“湛江市非税收入缴款通知书

款通知书上的二维码按要求操作完成缴费 并截图保存缴费记录

测试收费标准。 

广东省物价局关于调整普通话水平测试收费标准的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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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对应位置粘贴查询到的

按要求输入验证码后点

并截图保存缴费记录以便核查 。 

 

上午 9 00-11:00，

须出示委托书和代

直接到湛江市教育局 6 楼基建

湛江市非税收入缴款通知书”，扫描缴

并截图保存缴费记录

广东省物价局关于调整普通话水平测试收费标准的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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函》 粤价函〔2010〕592 号 的规定，社会人员测试费收费标

准为 50 元/人•次、在校学生收费标准为 25 元/人•次，从 2018

年起我市各测试考点不再组织考前培训。 

已通过网上报名成功但未在规定的缴费日期内进行缴费的，

视为本次报名作废，市语委办有权删除其网上报名信息。 

二 获取准考证。电子准考证获取方式 在 “师圈”公

众号中，点击“报名记录”，点击右上角的“准考证”即可看到

电子准考证，请截屏保存 1.为提倡环保，本次测试无需打印纸

质版准考证 2.没有采用微信小程序拍照者是没有照片的，可忽

略，测试当天现场有免费拍照 。 

 

考生必须严格按照准考证规定的时间和考点参加测试，因错

过测试时间、测试考点导致缺考的均不安排补考，待 2023 年或

其他时间重新报名测试。 

三 在校生资格审核。在校生在测试当天检录时，同时携

带身份证、学生证或学籍证明文件进行资格审核完成资格审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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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弄虚作假或不能提供材料者不能进行测试。 

测试安排 

根据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常态化工作要求和每个考点的设备

设施条件，将采用“限额”的方式报名，每天定额测试人数，其

中每个测试日服务能力为 市八中考点 霞山区 500 人、湛江

幼专 廉江校区 考点 500 人、雷州开放大学考点 250 人，市语

委办将根据各考点的服务能力设置报名人数，额满即止。 

各考点 3 月份计划安排 市八中考点 4 场，湛江幼专 廉江

校区 考点和雷州开放大学考点各安排 2 场，报名前请考生务必

核对清楚相应的考点和场次再进入填写个人信息，对号入座，并

按规定完成报名和缴费流程。各考点的测试时间安排如下  

一 市八中考点 霞山区 。测试时间为 3 月 19、20、

26、27 日，地点 湛江市第八中学 地址 霞山区绿塘路 63 号。 

二 湛江幼专 廉江校区 考点。测试时间分别为 3 月

19 日、20 日 地点 湛江幼儿师范专科学校 廉江校区 地址

廉江市黄村街 17号 联系人 刘付老师，联系电话 0759-6606006。 

三 雷州开放大学考点 雷州市 。测试时间分别为 3

月 26 日、27 日 地点 雷州市开放大学 地址 雷州市群众大

道 10 号 联系人 林老师，联系电话 0759-8492665。 

四 其他 项 

为维护考场秩序，保证普通话水平测试工作顺利进行，保障

考生在测试中和测试后的权益，考点和考生要掌握了解我市普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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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水平测试的其他事项和要求。 

一 严格考纪。普通话水平测试是根据《国家通用语言文

字法》和教育部、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有关 策 文件组织

的国家级考试，各考场要高度重视、严密组织、严肃考风考纪，

确保平安测试 对于考场工作人员违反考场纪律的、视情节予以

批评教育，情节严重的提请其所在单位给予行 处分 对于考生

违反考场纪律的，取消其测试成绩并禁考 24 个月，情节严重的

提请其所在单位给予行 处分。 

二 严格落实防疫工作。 

1.考生必须符合《湛江市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防控指挥部

办公室疫情防控组关于进一步加强春节后返岗返学疫情防控工

作的通知》的疫情防控要求。省外 返 湛人员须持 48 小时

内核酸检测阴 证明 省内其他地区 返 湛人员持 24 小时

内核酸检测。 

2.考生必须遵守考场的规定和要求，佩戴好口罩，持电子准

考证和身份证参加测试，自觉服从考场工作人员的安排，配合做

好签订《普通话水平测试考生健康申明卡及安全考试承诺书》、

体温测试、出示“粤康码”“行程码”等疫情防控相关工作，做

到文明应试。 

各考点要严格落实疫情防控各项工作要求，结合《湛江市新

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防控指挥部办公室疫情防控组关于进一步

加强春节后返岗返学疫情防控工作的通知》精神，按属地管理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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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及时向当地疫情防控指挥部办公室报备考试任务，配齐配足疫

情防控相关物资等，切实保障广大考生和考务人员生命安全和身

体健康。 

三 成绩查询。考生在完成普通话水平测试 20 个工作日

后，可登陆“全国普通话培训测试信息资源网” 网址

http://www.cltt.org/studentscore 按要求输入个人信息 姓名、准

考证号、身份证号任意两项 或打开“师圈”公众号“→考试→

成绩查询”查询本人成绩。 

四 证书发放。 

1.按照《国家普通话水平测试等级证书管理办法 试行 》

规定，考生在完成普通话水平测试 40 个工作日内，请留意湛江

市教育局官网 或关注微信公众号“湛江市教育局” →通知公

告或打开“师圈”公众号“考试→报名记录→选中报名记录“详

细”→任务公告”中查看市语委办发布的领取普通话测试证书的

通知 公告 并在规定日期内自行到所参加测试的考点领取普通

话等级证书，领取证书需要出示电子准考证 获取方法请查看上

文 和身份证原件。 

2.按照《普通话水平测试管理规定》 教育部令第 51 号 规

定，普通话水平测试证书遗失的不予补发，可以通过国家 务服

务平台查询测试成绩，查询结果与证书具有同等效力。因此原则

上须考生本人到现场领取，若考生实在无法到现场领取而选择申

请快递方式的，需注意以下三点 一是打开“师圈”公众号→“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