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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院
一、接收计划

专业 年级 名额 接收对象 接收条件或要求 备注

汉语言文

学（师范）
2022 20

2018 级-2021 级

非文学院学生

1.符合《华南师范大学全日制本

科生转专业实施办法》要求；

2.无违纪记录；

3.外院学生同意降至 2022 级师

范专业学习；

4. 本院学生非师可以转师范，

但 2018 级学生至少需要转入

2019 级就读。

5.通过文学院组织的考核。

汉语言文

学（师范）
2019-2021 10

2018 级-2021 级

文学院学生

二、学生报名咨询、受理、资格审核负责人
负责人 黄彩霞

办公电话 39310282

办公地址 大学城文一栋 312 文学院教务办

电子邮箱 hswxyjwb@163.com

三、考核方案
（一）考核方式及占比：

（1）考核总分：100，及格分数要求： 60 。

（2）考核方式：笔试+面试

（3）各考核方式占比：笔试占比 50 %； 面试占比 50 %。

（二）考核内容：

（1）笔试内容：文学作品赏析，共 100 分。

（2）面试内容：综合素质（50 分）、专业知识（50 分），共 100 分。

四、特殊情况说明（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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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国语言文化学院
一、接收计划
专业 接收年级 名额 接收对象 接收条件或要求 备注

英语

（师范）
2021 6

本院英语（非

师范）、翻译

专业学生

1.符合《华南师范大学全日制本科生转专业

实施办法（2017 年修订）》（华师[2017]183

号）相关规定；

2.在原专业修读期间公共必修课无重修记

录（须提供打印版的有印章的成绩单）；

3.在校期间无违法违纪记录；

4.每位同学在报名时须提供一份个人简历

（请到外文学院网页下载）；

5.学院根据笔试、面试成绩进行择优录取并

最终确定转入年级。

英语

（师范）
2022 10

非英语类专

业学生

翻译 2022 4 各专业

英语（非

师范）
2022 4 各专业

日语 2022 8 各专业

1.符合《华南师范大学全日制本科生转专业

实施办法（2017 年修订）》（华师[2017]183

号）相关规定；

2.在原专业修读期间公共必修课无重修记

录（须提供打印版的有印章的成绩单）；

3.在校期间无违法违纪记录；

4.学院根据面试成绩进行择优录取。

俄语 2022 4 各专业

二、学生报名咨询、受理、报名资格审核负责人

联系人 陈泽虹

办公电话 85211746

办公地址 文科楼 703

电子邮箱 623289845@qq.com

三、考核方案
（一）考核方式及占比：

英语类专业： 笔试，占比 50 %,考核总分：100；

面试，占比 50 %,考核总分：100。

日俄专业： 面试，占比 100 %,考核总分：100。

（二）考核内容：

1.考核方式及占比：

(1)英语（师范）、英语（非师）和翻译专业的考核方式及占比：考核分两个阶段，第

一阶段进行笔试考核，按笔试成绩以 1:1.5 的比例确定进入第二阶段的考核人选；第

二阶段进行综合面试，结合个人简历进行综合评分。

在笔试和面试成绩均合格的基础上，按总成绩（笔试 50%+综合面试 50%）从高分

到低分录取，录满名额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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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日语和俄语专业的考核方式及占比：综合面试（100%），按成绩从高分到低分排名，

由面试小组结合简历进行择优录取。

2.考核内容：

1、英语（师范）、英语（非师）和翻译专业的考核内容：

（1）笔试：听力、语法、阅读等（具体以试卷内容为准），共 100 分。

（2）综合面试：口语和综合素质（含个人简历），共 100 分。

2、日语和俄语专业的考核内容：综合面试（含个人简历），共 100 分。

四、特殊情况说明
（一）信息发布渠道：转专业的一切信息，都在外文学院网页上发布（网址：

sfs.scnu.edu.cn）。

（二）报名材料有：申请表、成绩单（有红章的）、个人简历（外文网页上可下载）

各一份，并按序装订成册（以免散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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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
一、接收计划

专业 年级 名额 接收对象 接收条件或要求 备注

思想政治

教育
2021 10 2021

1.符合《华南师范大学全日制本科生转

专业实施办法（2017 年修订）》（华

师〔2017〕183 号）要求。

2.已修读课程平均绩点不低于 3.0。

3.已修读课程没有重修或不及格记录。

4.没有任何违规违纪记录。

5.每专业每年只接受同一位学生一次

申请。

哲学 2021 5 2021

社会工作 2021 5 2021

二、学生报名咨询、受理、报名资格审核负责人

负责人 张新丽

办公电话 85211311

办公地址 华南师范大学石牌校区文科楼 203

电子邮箱 157062583@qq.com

三、考核方案
（一）考核方式及占比：

（1）考核总分：100，及格分数要求： 60 。

（2）考核方式： 面试 100%。

（二）考核内容：综合知识 50%，背景知识 50%。

四、特殊情况说明（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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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文化学院
一、接收计划

专业 年级 名额 接收对象 接收条件或要求 备注

历史学（师范） 2022 级 60 2021 级

1.符合《华南师范大学全日制

本科生 转专业实施办法

（2017 年修订）》（华 师

〔2017〕183 号）要求

2.已修读课程平均绩点 2.8

以上

3.已修读课程没有重修或不

及格记录

4.没有任何违规违纪记录

2021 级学

生根据考

核结果，

决定在哪

一年级就

读历史学（师范） 2021 级 60

2021 级、

2020 级、

2019 级

二、学生报名咨询、受理、报名资格审核负责人

负责人 李斌

办公电话 85215523

办公地址 石牌校区文科楼 427

电子邮箱 lishixgb@126.com

三、考核方案
（一）考核方式及占比：（1）考核总分：100，及格分数要求：60

（2）考核方式： 面试

（3）各考核方式占比：面试，占 100%

（二）考核内容：

历史专业基础知识 50%、综合素质表现 50%

四、特殊情况说明（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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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科学学院
一、接收计划

专业 年级 名额 接收对象 接收条件或要求 备注

教育学 2021、2022 3 2018-2021
综合成绩排名专业前 8%、综合素质表

现良好

根 据

学 生

课 程

修 读

情 况

及 考

核 情

况 确

定 转

入 年

级

学前教育 2021、2022 3 2018-2021

1、综合素质表现良好，性格开朗活泼，

有吃苦耐劳精神；

2、喜爱艺术，有一定的艺术素养和艺

术技能；

3、热爱学前教育事业，立志成为优秀

学前教育教师或学前教育事业研究者。

4、绩点不低于 3.7 或排名前 35%

小学教育 2021、2022 3 2018-2021

1、数学基础扎实，高考数学成绩较

高；

2、热爱小学教育，立志成为优秀的

小学教师或小学教育研究者，勇于开

展研究性学习；

3、学习态度认真勤奋，原修读专业

的全部课程成绩没有不及格情况，无

违纪记录；

4、书写绘画、朗诵歌舞、体育项目

等方面有特长；

5、特别欢迎有志于继续深造和对教

育神经科学或人工智能感兴趣的同

学。

6、成绩绩点排名在本专业前 50%

特殊教育 2021、2022 1 2018-2021

1、认同特殊教育专业，且有志于从事

一线特殊教育教学；

2、富有同理心、具有合作意识与能力；

3、有爱心，能理解差异、尊重差异；

4、综合素质表现良好，沟通能力较强，

有吃苦耐劳精神；

5、绩点不低于 3.0

二、学生报名咨询、受理、报名资格审核负责人

负责人 林森鸿

办公电话 85217728

办公地址 教育科学学院 108 室

电子邮箱 1165698536@qq.com

三、考核方案
（一）考核方式及占比：（1）考核总分：100，及格分数要求： 60 。

（2）考核方式： 面试

（3）各考核方式占比： 面试，占比 100 %；

（二）考核内容：专业基础知识，综合素质表现

四、特殊情况说明
《华南师范大学普通高等学校招生章程》规定：通过广东省公费定向培养粤东西北中

小学教师试点计划录取进入我校的定向培养考生入学后不得转学及转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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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与管理学院
一、接收计划

专业 年级 名额 接收对象 接收条件或要求 备注

经济学

2021

15

2021 级全日

制学生。

1.符合《华南师范大学全

日制本科生转专业实施办

法（2017 年修订）》（华

师[2017]183 号）相关规

定；

2.在原专业修读期间无不

及格记录（须提供正式成

绩单）；

3.已修读过高等数学课

程。

1.课程修读说明：学生

转入后，必须补修该专

业大一开设课程；不得

申请补修与正常学期

开设课程时间冲突的

课程；不接受任何理由

的免听申请。

2.免修与学分认定说

明：原专业已修课程与

转入专业培养方案中

课程名称相同，且前者

学分大于或等于后者，

可申请学分认定，免修

该门课程。

3.打印《转专业相关工

作告知书》，亲笔签名，

与报名材料一起提交。

金融学 15

国际经济与

贸易
5

会计学 15

人力资源管

理
5

财务管理 10

电子商务 5

信息管理与

信息系统
5

物流管理 5

经济学

2022

3

2019、2020、

2021 级全日

制学生。

1.符合《华南师范大学全

日制本科生转专业实施办

法（2017 年修订）》（华

师[2017]183 号）相关规

定；

2.在原专业修读期间无不

及格记录（须提供正式成

绩单）。

1.免修与学分认定说

明：原专业已修课程与

转入专业培养方案中

课程名称相同，且前者

学分大于或等于后者，

可申请学分认定，免修

该门课程。

2.打印《转专业相关工

作告知书》，亲笔签名，

与报名材料一起提交。

金融学 3

国际经济与

贸易
3

会计学 3

人力资源管

理
3

财务管理 3

电子商务 3

信息管理与

信息系统
3

物流管理 3



9

经济学（理

论经济学拔

尖人才培养

基地班）

2021 25

2020、2021

级全日制学

生。

1.2021 年高考成绩中的数

学和英语不低于百分制的

70 分。

2.2021-2022（1）学期平

均学分绩点不低于 3.5。

3.提交一篇2000-10000字

的读书笔记或读后感，所

评书籍限定为任何 1 本经

济学类著作（具体书籍可

自选）；我院将对申请人

所提交文章进行学术不端

检测，若存在剽窃等学术

不端行为将取消申请资格

并予以批评。

1.招收对象大部分为

2021 级学生，2020 级

只招收少部分特别优

秀学生。

2.报名时在系统选择

经济学专业，纸质申请

表备注申请理论经济

学拔尖人才培养基地

班。

3.详情请点击链接

http://em.scnu.edu.

cn/a/

20211209/8807.html

查看通知。

二、学生报名咨询、受理、报名资格审核负责人

负责人 徐欣萌、陈慧萍、王智波（理论经济学拔尖人才培养基地班）

办公电话 39311159、39310138

办公地址 大学城华南师范大学文二栋 212 办公室

电子邮箱 Emjwb@126.com、lljjbjjd@126.com（理论经济学拔尖人才培养基地班）

三、考核方案
（一）考核方式及占比：（1）考核总分：100，及格分数要求： 60 。

（2）考核方式：笔试、面试

（3）各考核方式占比：笔试成绩占 40%，面试成绩占 60%。

（二）考核内容：笔试考核学科基础知识，面试考核专业素养、表达能力及综合素质。

（三）理论经济学拔尖人才培养基地班采取“自主申请+综合面试”方式考核遴选，考

核详情另行通知。

四、特殊情况说明（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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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术学院
一、接收计划

专业 年级 名额 接收对象 接收条件或要求 备注

美术学（师

范）
2022 4

19-21 级美

术 学 院 本

科生

无违纪记录，原专业课无不及格记

录，需通过《基础素描》考核

转专业申

请人数少

于或等于

该专业接

收 人 数

时，无需

参加专业

课考核

视 觉 传 达

设计
2022 3

无违纪记录，原专业课无不及格记

录，需通过《构成基础》考核

产品设计 2022 3
无违纪记录，对所学专业有所认识，

需通过《产品手绘》考核

环境设计 2022 3
无违纪记录，原专业课无不及格记

录，需通过《专业制图》考核

数 字 媒 体

艺术
2022 3 无违纪记录，原专业课无不及格记录

二、学生报名咨询、受理、报名资格审核负责人
负责人 欧阳岚

办公电话 85213041

办公地址 美院院楼 C301

电子邮箱 497160153@qq.com

三、考核方案

（一）考核方式及占比：

考核总分：100，及格分数要求： 60 。

如需参加转专业考核，则考核占比：60%，转专业前专业课平均成绩占比：40%。

如不需参加转专业考核，则转专业前专业课平均分占比 100%

（二）考核内容：

专业考试内容如下：

美术学（师范）：基础素描； 产品设计：产品手绘；

视觉传达设计：构成基础； 环境设计：专业制图；

数字媒体艺术：无 ，申报人数多于接收人数时，按原专业专业课平均分排名录取。

四、特殊情况说明（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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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乐学院
一、接收计划

专业 年级 名额 接收对象 接收条件或要求 备注

音乐学（师

范）

2020 级 3
2020 级音乐表

演专业学生 已修读的各科成绩齐

全且无挂科记录；无

违纪记录；需提交转

专业的申请表。

不接收其它学院

学生申请，视学生

考核情况确定申

请学生转入年级。2021 级 3
2021 级音乐表

演专业学生

音乐表演

2020 级 3
2020 级音乐学

专业学生

已修读的各科成绩齐

全且无挂科记录；无

违纪记录；需提交转

专业的申请表。

不接收其它学院

学生申请，视学生

考核情况确定申

请学生转入年级。2021 级 3
2021 级音乐学

专业学生

二、学生报名咨询、受理、资格审核负责人

联系人 韩丹

办公电话 39310059

办公地址 音乐学院办公楼二楼教务办公室

电子邮箱 yyxyjw@m.scnu.edu.cn

三、考核方案
（一）考核方式：

采用面试的方式：学院将组织各专业教师对申请转专业的学生进行集中面试。时

间地点待定。

（二）考核内容及统分办法：

（1）音乐表演转入音乐学（师范）专业的学生，考核内容由钢琴、声乐(或器乐)演唱

演奏、综合素质面试等三项构成，学生也可根据个人能力选择加试。按钢琴 40%、声乐

40%、综合素质面试 15%、加试 5%的比例进行统分。

（2）音乐学转入音乐表演专业的学生需演唱（演奏）主修专业的曲目两首；或创作作

品的原稿。成绩按专业 85%，综合素质面试 15%的比例进行统分。

注：1. 在加试项目中，只进行声乐演唱或器乐演奏的能力测试，学生所加试的内容不

得与其它考试项目重复；2.本院转专业工作均在第一轮确定，不组织第二轮转专业工

作。

四、特殊情况说明
原则上不接受舞蹈学专业学生转到音乐学或音乐表演。如因身体原因需要转的，要接

受降级修读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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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游管理学院
一、接收计划

专业 年级 名额 接收对象 接收条件或要求 备注

旅游管理 2021 20
2020级或2021

级，不限专业

（1）热爱转入专业，身心健

康，成绩优秀；绩点排名靠前；

（2）学生提交书面申请报告，

包含自我介绍，对原专业和转

入专业的认识，转入理由，今

后学习计划等；（3）经审核

后，需参加学院组织的面试，

按面试成绩排名录取。

根据学

生课程

修读情

况及考

核情况

确定转

入年级

酒店管理 2021 20
2020级或2021

级，不限专业

会展经济

与管理
2021 20

2020级或2021

级，不限专业

二、学生报名咨询、受理、资格审核负责人

联系人 梁美娟

办公电话 020 -39311513

办公地址 广州市小谷围大学城华南师范大学行政楼 B座 307

电子邮箱 249151769@qq.com

三、考核方案
（一）考核方式及占比：考核总分：100。

笔试，占比 0 %； □√面试，占比 70 %； 实验占比 0 %；□√其他，具体

为申请书 ，占比 30%。

（二）考核内容：

四、特殊情况说明（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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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学院
一、接收计划
专业 年级 名额 接收对象 接收条件或要求 备注

法学
2021 或

2022 级
30 全校各年级

1.对法学有强烈的学习兴趣；

2.致力于从事法学相关行业的工

作；

3.原专业成绩绩点不低于 3；

4.没有重修的课程；

5.大学期间没有受过纪律处分。

按 培 养 方

案，没有辅

修 过 法 学

专 业 课 程

的，需转入

2022 级

二、学生报名咨询、受理、报名资格审核负责人

负责人 陈老师

办公电话 020-39310505

办公地址 华师大学城校区文 1栋 212

电子邮箱 120726334@qq.com

三、考核方案
（一）考核方式及占比：（1）考核总分：100，及格分数要求： 60 。

（2）考核方式： 笔试+面试

（3）各考核方式占比：笔试，占比 50 %； 面试，占比 50 %

笔试（总分 50 分）不低于 30 分，面试（总分 50 分）不低于 30 分。按笔试和面试总

成绩排名录取。

（二）考核内容：

1.法律常识；

2.案例分析；

3.热点事件评析。

四、特殊情况说明（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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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
一、接收计划

专业 年级 名额 接收对象 接收条件或要求 备注

管理科学 2021 30
2020-2021 级全

日制本科生

1、符合《华南师范大学

全日制本科生转专业实

施办法（2017 年修订）》

（华师[2017]183

号）相关要求；

2、不存在因违纪受学

校、学院处分的情况。

3、已修读课程没有不及

格记录

根据学生意

愿以及学生

课程修读情

况、考核情

况确定转入

年级。

行政管理 2021 30
2020-2021 级全

日制本科生

公共事业管理 2021 30
2020-2021 级全

日制本科生

政治学与行政学 2021 30
2020-2021 级全

日制本科生

管理科学 2022 30
2020-2021 级全

日制本科生

行政管理 2022 30
2020-2021 级全

日制本科生

公共事业管理 2022 30
2020-2021 级全

日制本科生

政治学与行政学 2022 30
2020-2021 级全

日制本科生

二、学生报名咨询、受理、资格审核负责人

联系人 杜诗健

办公电话 020-39310061

办公地址 大学城校区文三栋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 213 办公室

电子邮箱 619938945@qq.com

三、考核方案
（一）考核方式及占比：考核总分：100。

□笔试，占比 %；■面试，占比 100 %；□实验，占比 %；□其他，具

体为 ，占比 %。

（二）考核内容：

综合素质表现，包括专业兴趣、专业学习潜力、专业学习基础等。

四、特殊情况说明
（一）凡是必修学分的认定，必须课程内容相同或相近、学分相同或大于新专业的学

分（如该课程在原专业的学分大于新专业，则只能按照新专业学分予以认定）

（二）学生申请转专业获批公示后一概不得放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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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机学院
一、接收计划

专业 年级 名额 接收对象 接收条件或要求 备注

计算机科学与

技术（师范）

2020

5 2020 级 及

以上的计算

机类专业在

校生

1.政治思想表现好，没有违反

法律法规和校纪校规的行为；

2.已经修读的大学课程中无

不及格记录；

3. 对计算机类专业有兴趣。

对于申请转入 2020 级和

2021 级的学生，还要求：

(1)计算机相关专业学生绩点

排名需位于所在专业前 50%，

非计算机相关专业学生绩点

需位于所在专业前 20%；

(2)掌握了一定离散数学基础

知识，且有较强的程序设计实

践能力。

1、按学生考

核总成绩由

高到低排序

录取；

2、学生可申

请转入同年

级或低年级

就读；

3、申请转入

的同学，如

果笔试考核

不合格而面

试合格者，

将会要求降

级到低一年

级入读。

计算机科学与

技术
10

网络工程 10

计算机科学与

技术（师范）

2021

5

2021 级 及

以上在校生
计算机科学与

技术
20

网络工程 20

计算机科学与

技术（师范）

2022

10

2021 级 及

以上在校生
计算机科学与

技术
50

网络工程 30

二、学生报名咨询、受理、资格审核负责人

联系人 郭月晴

办公电话 85211353-115

办公地址 广州市天河区中山大道西 55 号华南师范大学计算机学院 123 办公室

电子邮箱 scnugyq@qq.com

三、考核方案
（一）考核方式及占比：考核总分：100。

■笔试，占比 60 %； ■面试，占比 40 %。

（二）考核内容：

计算机学科基础素养与培养综合潜质测评，包括笔试和面试。

1、笔试

内容：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师范)、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网络工程等专业均需考核

申请转专业学生的计算机基础知识和程序设计基本能力，试题全为客观题，共 100 分。

（1）对申请转入 2020 级学生，需考核离散数学、面向对象编程、数据结构等专

业知识。

考核内容：I.《离散数学》主要考察数理逻辑、集合论、图论、代数系统的基础

知识；II.《面向对象程序设计》主要考察 C++语言程序设计；III.《数据结构》。

参考书目[①、②③④三选一、⑤⑥二选一]：

①屈婉玲等编著.《离散数学(第 2版)》,高等教育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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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谭浩强编著.《C++程序设计(第 3版)》，清华大学出版社.

③郑莉,董渊,何江舟编著.《C++语言程序设计(第 4版)》,清华大学出版社.

④翁慧玉,俞勇编著.《C++程序设计--思想与方法》幕课版(第 3版),人民邮电出

版社.

⑤殷人昆主编.《数据结构》(面向对象方法与 C++语言描述)(第 2 版),清华大学出

版社.

⑥王红梅等编著.《数据结构(C++版)(第 2 版)》,清华大学出版社.

（2）对申请转入 2021 级的学生，需考核离散数学和程序设计的基础知识。

考核内容：I.《离散数学》主要考察数理逻辑、集合论的基础知识；II.《C 语言

程序设计》；III.计算机基础知识。

参考书目[①、②③二选一]：

①屈婉玲等编著.《离散数学(第 2版)》,高等教育出版社.

②李含光,郑关胜编著.《C语言程序设计教程》,清华大学出版社.

③翁慧玉,俞勇编著.《C++程序设计--思想与方法》幕课版(第 3版),人民邮电出

版社.

（3）对申请转入 2022 级学生，主要考察学生计算机基础以及对于计算机类专业

的兴趣。考核时，只进行面试考核，且以面试成绩作为考核的总成绩。面试主要内容

是计算思维和计算机基础知识。

2、面试

主要考核学生专业素养、表达能力及综合素质，共 100 分。

四、特殊情况说明
没有学习程序设计类课程的学生，经考核，程序设计能力不过关者；或者是大学

期间没有修读过“高等数学”课程，或是所修“高等数学”课程成绩不佳的学生，需

要降级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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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学科学学院
一、接收计划

专业 年级 名额 接收对象 接收条件或要求 备注

金融数学

2020 2
2020 级数学科

学学院学生
无违纪记录

2021 5
2021 级数学科

学学院学生
无违纪记录

2022 5

2020-2022 级

非数学科学学

院学生

1、高考选考理综或物理，总分不低于

我院相应年级当年金融数学专业最低

录取分数线。

2、提供最近体检报告。有休学记录的

学生需提供休学证明和复学证明。

3、无违纪记录。

4、学院考核合格，并按考核排名先后

排序接收。

信息与计
算科学

2020 2
2020 级数学科

学学院学生
无违纪记录

2021 5
2021 级数学科

学学院学生
无违纪记录

2022 5

2020-2022 级

非数学科学学

院学生

1、高考选考理综或物理，总分不低于

我院相应年级当年信息与计算科学专

业最低录取分数线。

2、提供最近体检报告。有休学记录的

学生需提供休学证明和复学证明。

3、无违纪记录。

4、学院考核合格，并按考核排名先后

排序接收。

应用统计
学

2020 2
2020 级数学科

学学院学生
无违纪记录

2021 5
2021 级数学科

学学院学生
无违纪记录

2022 5

2020-2022 级

非数学科学学

院学生

1、高考选考理综或物理，总分不低于

我院相应年级应用统计学专业最低录

取分数线。

2、提供最近体检报告。有休学记录的

学生需提供休学证明和复学证明。

3、无违纪记录。

4、学院考核合格，并按考核排名先后

排序接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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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学生报名咨询、受理、资格审核负责人

负责人 游越

办公电话 85210830

办公地址 华南师范大学数科院 112 室

电子邮箱 mryue@m.scnu.edu.cn

三、考核方案

（一）考核方式及占比：考核总分：100。

笔试，占比 80 %； 面试，占比 20 %。

（二）考核内容：

笔试：数学分析（一），解析几何，共计 100 分；

面试：综合素质（50 分）、专业知识（50 分），共计 100 分。

注：通过学院资格审核可进入考核的学生名单将在数学科学学院主页“最新

通知”栏目公布，请报名学生特别关注。

四、特殊情况说明

1、转专业获批以后一概不得放弃，建议学生与家长协商后谨慎填报转入专

业。

2、第一轮申请转入本院专业不获批的学生不得在第二轮转专业中再次选择

本院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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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理与电信工程学院

一、接收计划

专业 年级 名额 接收对象 接收条件或要求 备注

物理学

(师范)
2021 8

2021 级

1.高考选考科目必须为含

物理的理科综合或物理科；

2.必须修读《高等数学

（I-1）和高等数学（I-2）》；

3.平均学分绩点在 3.5 以

上（包括 3.5），且无不及格

或重修记录；

4.无违纪记录；

5.当年已有一次转专业

（全校各专业）申请的，不

予接收。

说明:

（1）课程名称、代码

和学分不相同的课程

都必须补修。

（2）凡已经通过的转

专业的外院和本院学

生，当年不可以放弃和

再次申请转专业。

（3）请慎重了解和选

择所转专业，以免造成

不必要的学业时间浪

费和毕业延误。

二、学生报名咨询、受理、报名资格审核负责人

负责人 郭绮琪

办公电话 020-39310307

办公地址 大学城理 6栋 410

电子邮箱 Guoqiqis@hotmail.com

三、考核方案

（一）考核方式及占比：

（1）考核总分：100，及格分数要求：60 。

（2）考核方式：

笔试+面试+大学绩点折算成绩。

（3）考核方式占比：

笔试，占比 25 %； 面试，占比 50 %； 实验，占比 %；

其他，具体为 大学绩点折算成绩 ，占比 25 %。

符合条件的申请者按规定时间提交申请，经学院初审后，根据转入人数情况确

定现场考核审查。

现场考核审查时，必须提供在校成绩单（学校教务系统打印件）和大学绩点专

业排名证明（需说明专业总人数以及本人排名情况，学院教务员签字并加盖学院公

章）。

录取规则：根据考核情况，综合大学绩点折算成绩、笔试成绩、面试成绩多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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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序，择优录取，额满为止。面试考核成绩或者综合成绩低于 60 分均不予录取。

（二）考核内容：

考核内容：专业基础知识、综合素质表现

（1）笔试内容：物理相关专业基础知识等（具体以试卷内容为准）。

（2）面试内容：自我介绍、专业认知、综合素质表现。

四、特殊情况说明

转专业获批以后一概不得放弃，建议学生与家长协商后谨慎填报转入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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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学学院

一、接收计划

专业 年级 名额 接收对象 接收条件或要求 备注

化学（师范） 2022 20

2021 级自

然科学大

类学生

1、符合学校《转专业实施办法》要求,政治思想表

现优秀，无违反法律法规、校纪校规及作弊行

为。

2、对转入专业感兴趣有热情，具备作为人民教师的

基本条件、身体和心理素质、道德情操和敬业

要求。

3、平均学分绩点不低于 3.1，且无重修记录。

4、为保证完成学业，转入学生均需从 2022 年降级

修读。

5、如果申请转入的学生人数超过计划转入人数，则

按绩点及面试成绩由高到低排序，排序靠前的

优先录取。

获批转

专业学

生，已

修读课

程可按

照学校

规定进

行学分

认定。

化学（师范） 2021 5

2020 级自

然科学大

类学生

1、符合学校《转专业实施办法》要求,政治思想表

现优秀，无违反法律法规、校纪校规及作弊行

为。

2、对转入专业感兴趣有持久热情，具备作为人民教

师的基本条件、身体和心理素质、道德情操和

敬业要求。

3、平均学分绩点不低于 3.3，且无重修记录。

4、为保证完成学业，转入学生均需转入 2021 级降

级修读。

5、如果申请转入的学生人数超过计划转入人数，则

按绩点及面试成绩由高到低排序，排序靠前的

优先录取。

材料化学

2021

或

2022

10

2021 级自

然科学大

类学生

1、符合学校《转专业实施办法》要求,政治思想表

现优秀，无违反法律法规、校纪校规及作弊行

为。

2、已经或正在修读《高等数学》（Ⅰ）、《大学物

理》。

3、平均学分绩点不低于 3.1，且无重修记录。

4、为保证完成学业，转入新专业后补修课程不超过

6 个学分，否则降级到 2022 级修读。

5、化学、新能源材料与器件专业转入时，不受第 3，

4 条限制，面试通过后可直接转入 2021 级相应

班级。

6、如果申请转入的学生人数超过计划转入人数，则

按绩点及面试成绩由高到低排序，排序靠前的

优先录取。

温馨提示：如果对转专业后的前景感觉迷茫，请及

时与本转专业联系人沟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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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化学

2020

或

2021

15

2020 级自

然科学大

类学生

1、符合学校《转专业实施办法》要求,政治思想表

现优秀，无违反法律法规、校纪校规及作弊行

为。

2、已经或正在修读《高等数学》（Ⅰ）、《大学物

理》。

3、平均学分绩点不低于 3.0，且无重修记录。

4、为保证完成学业，转入本专业后的补修课程不超

过 8个学分，否则降级到 2021 级修读。

5、化学、新能源材料与器件专业转入时，不受第 3，

4 条限制，面试通过后可直接转入 2020 级对应

班级。

6、如果申请转入的学生人数超过计划转入人数，则

按绩点及面试成绩由高到低排序，排序靠前的

优先录取。

温馨提示：如果对转专业后的前景感觉迷茫，请及

时与本转专业联系人沟通。

新能源材料

与器件

2021

或

2022

5

2021 级自

然科学大

类学生

1、符合学校《转专业实施办法》要求,政治思想表

现优秀，无违反法律法规、校纪校规及作弊行

为。

2、已经或正在修读《高等数学》（Ⅰ）、《大学物

理》。

3、平均学分绩点不低于 3.2，且无重修记录。

4、为保证完成学业，转入新专业后补修课程不超过

6 个必修学分，否则降级到 2022 级修读。

5、化学、材料化学专业转入时，不受第 4条限制，

面试通过后可直接转入 2021 级相应班级。

6、如果申请转入的学生人数超过计划转入人数，则

按绩点及面试成绩由高到低排序，排序靠前的

优先录取。

温馨提示：如果对转专业后的前景感觉迷茫，请及

时与本转专业联系人沟通。

新能源材料

与器件

2020

或

2021

4

2020 级自

然科学大

类学生

1、符合学校《转专业实施办法》要求,政治思想表

现优秀，无违反法律法规、校纪校规及作弊行

为。

2、已经或正在修读《高等数学》（Ⅰ）、《大学物

理》。

3、平均学分绩点不低于 3.2，且无重修记录。

4、为保证完成学业，转入新专业后补修课程不超过

8 个必修学分，否则降级到 2021 级修读。

5、化学学院其他各专业转入时，不受第 4条限制，

面试通过后可直接转入 2020 级相应班级。

6、如果申请转入的学生人数超过计划转入人数，则

按绩点及面试成绩由高到低排序，排序靠前的

优先录取。

温馨提示：如果对转专业后的前景感觉迷茫，请及

时与本转专业联系人沟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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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学生报名咨询、受理、资格审核负责人

联系人 2021 级：王更生；2020 级：李海伦

办公电话 李海伦： 15018457507；王更生：15603010524

办公地址 广州大学城华南师范大学化学学院理 1-209

电子邮箱 李海伦： 1094812269@qq.com；王更生：635485913@qq.com

三、考核方案

（一）考核方式及占比：考核总分：100。

笔试，占比 %； 面试，占比 100 %； 实验，占比 %；

其他，具体为 ，占比 %。

（二）考核内容：

四、特殊情况说明（无）

mailto:1094812269@qq.com


24

生命科学学院

一、接收计划

专业 年级 名额 接收对象 接收条件或要求 备注

生 物

科 学

（ 师

范）

2020 5 2019、2020 级学生 1. 2019 和 2020 级学生必须为高考

理科生；2021 级学生选考科目须

与转入专业一致（生物科学、生

物技术选考科目为物理+化学或

生物；生物工程专业选考科目为

物理+化学）。

2. 表现优良，无违反法律法规和校

纪校规的行为；

3. 学业成绩优秀，公共必修课无不

及格或重修记录；绩点在原专业

前 50%；

4. 心理和身体状况良好，无色盲或

色弱，无重大疾病；

5. 对生物科学、生物技术和生物工

程具有浓厚兴趣；具有良好的实

验操作动手能力。

6. 未修读转入专业的必修课程数≤

5 门的学生，就读年级将根据转

专业工作小组对其学力的评估并

结合个人意愿来确定。

7. 转入生物科学、生物技术专业，

未修读转入专业的必修课程数≥

6 门的学生，转入 2021 级就读。

8. 转入生物工程者，未修读转入专

业的必修课程数≥6 门、但原年

级排名前 40%者，就读年级将根

据转专业工作小组对其学力的评

估并结合个人意愿来确定。

理学

2021 15
2019、2020、2021

级学生

2022 15
2019、2020、2021

级学生

生 物

技术

2020 10 2019、2020 级学生

2021 15
2019、2020、2021

级学生

2022 10
2019、2020、2021

级学生

生 物

工程

2020 10 2019、2020 级学生

工学

2021 10
2019、2020、2021

级学生

2022 15
2019、2020、2021

级学生

二、学生报名咨询、受理、资格审核负责人

联系人 陈诗佳 老师

办公电话 020-85217905

办公地址 生科院 120 辅导员办公室

三、考核方案

（一）考核时间及地点：具体考核时间、地点及参加面试的学生名单将在学院主页

（网址：http://life.scnu.edu.cn/）公布，请报名学生特别关注。考核时间或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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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如有变动，以临时电话通知为准。

（二）考核方式及占比：由学院转专业工作小组对报名学生的情况进行初审，并选

拔一定数量的学生进行面试。面试时，由学院转专业工作小组成员对每位学生的面

试表现进行考查，经讨论后采用匿名方式独立打分，以平均分作为该生的考核成绩。

然后根据考核成绩排名，按照由高到低的顺序择优录取。

（三）考核内容：学业情况、专业兴趣、个人特长、职业规划、思维方式和表达能

力等。

四、特殊情况说明

按《华南师范大学全日制本科生转专业实施办法（2017 年修订）》（华师〔2017〕

183 号）文件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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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理科学学院

一、接收计划

专业 年级 名额 接收对象 接收条件或要求 备注

地理科学 2021 6

本院

2021 级

①政治思想表现良好，没有违反法

律法规和校纪校规的行为；

②心理和身体状况良好，无重大生

理疾病和心理障碍，非色盲，非扁

平足；

③自然地理与资源环境、地理信息

科学专业只接受理科考生；

④学习成绩优良，无违纪作弊记录；

⑤为保证完成学业，不允许补修课

程与正常学期课程冲突。

⑥考试合格的申请者，按照考核成

绩排序录取，成绩相同的，则按经

测算后的绩点由高到低录取。

说明：

（1）课程名

称、代码和学

分 不相 同的

课 程都 必须

补修。

（2）只允许

申 请填 报一

个专业，不在

专业间调剂。

（3）凡已经

通 过的 转专

业 的外 院和

本院学生，当

年 不可 以放

弃 和再 次申

请转专业。

（4）请慎重

了 解和 选择

所转专业，以

免 造成 不必

要 的学 业时

间 浪费 和专

业生涯延误。

自然地理

与资源环

境

2021 3

人文地理

与城乡规

划

2021 3

地理信息

科学
2021 3

地理科学 2022 6

外院

2021 级

①政治思想表现良好，没有违反法

律法规和校纪校规的行为；

②心理和身体状况良好，无重大生

理疾病和心理障碍，非色盲，非扁

平足；

③自然地理与资源环境、地理信息

科学专业只接受理科考生；

④学习成绩优良，无违纪作弊记录；

⑤为保证完成学业，转入新转业后

课程名称、代码和学分不相同的课

程都必须补修；

⑥考试合格的申请者，按照考核成

绩排序录取，成绩相同的，则按经

测算后的绩点由高到低录取。

自然地理

与资源环

境

2022 3

人文地理

与城乡规

划

2022 3

地理信息

科学
2022 3

二、学生报名咨询、受理、报名资格审核负责人

负责人 刘芳

办公电话 020-85215910

办公地址 地理科学学院办公室

电子邮箱 liufang77@m.scnu.edu.cn

三、考核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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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考核方式及占比：

（1）考核总分：100，及格分数要求： 60 。

（2）考核方式：笔试+面试。

（3）各考核方式占比：

笔试，占比 40 %； 面试，占比 60 %。

（二）考核内容：

笔试：（1）地理学的基本概念和基本知识；（2）对转入专业相关情况的了解及专

业学习规划。

面试：（1）地理相关专业知识；（2）对地理学科的认识和对拟转入专业的了解，

（3）学习能力及心理素质综合考察。

提醒：学生前来面试，请自行带上简历。

备注：凡考核总分高于 60 分的，获得转专业候选资格。

四、特殊情况说明

如因疫情等原因无法组织现场考核（笔试和面试）的，对“考核方式及占比”

调整为：网络面试 100% （含专业知识考核，相当于原笔试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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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信息技术学院

一、接收计划

专业 年级 名额 接收对象 接收条件或要求 备注

教育技术学

（师范）
2020 8

2020 级

教育技术学

1、符合华师〔2017〕183 号文关于《华南

师范大学全日制本科生转专业实施办法

（2017 年修订）》的基本要求；

2、2020 级学生只接收 “教育技术学”专

业与“教育技术学（师范）”专业互转。

3、已修的相同或相近课程，根据实际情

况认定学分。

教育技术学 2020 5

2020 级

教育技术学

（师范）

教育技术学

（师范）
2021 不限

2019 级

-2021 级

1、符合华师〔2017〕183 号文关于《华南

师范大学全日制本科生转专业实施办法

（2017 年修订）》的基本要求；

2、同意降级至本院 2021 级相应专业学习

的 2019 级、2020 级学生。

3、学生在校期间无违法违纪记录。

4、如第一轮转专业申请考核不通过，不

接受对相同专业的第二轮申请。

5、上述名额包括学院内部专业之间的转

专业名额。

6、转专业同学原则上须重修相应专业教

学计划的全部专业必修课程。所读原专业

所修的专业必修课程学分根据学校规定

进行认定，无法匹配新专业必修课程的，

原则上只认定为相关选修课的学分。

7、一级学科内转专业，根据实际情况酌

情认定专业必修课和选修课。

8、按考核总成绩及优先录取原则从高分

到低分排名。即考核总成绩同分时，低年

级排名在前；考核总成绩且年级相同时，

高考分数高者排名在前；考核总成绩、年

级、高考分数都一致时，按专业相近相关

优先排名；考核成绩、年级、高考分数、

原专业都一致时并列排名。

9、通过本学院组织的考核。

教育技术学 2021 不限

新闻学 2021 5

传播学 2021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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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学生报名咨询、受理、报名资格审核负责人

负责人 许世青

办公电话 020-85216757

办公地址 教育信息技术学院 2楼 211 教务室

电子邮箱 744315015@qq.com

三、考核方案

（一）考核方式及占比：

（1）考核总分：100 分，及格分数要求： 60 分。

（2）考核方式：笔试+面试

（3）各考核方式占比：笔试占比 50%；面试占比 50%

（二）考核内容：

（1）笔试：专业的基础知识（50 分）和综合应用技能（50 分），共 100 分。

（2）面试：综合素质 50 分、专业知识 50 分，共 100 分。其中，对于教育技

术学（师范）专业，还注重考查学生的师范素养。

四、特殊情况说明

如因疫情等原因无法组织现场考核（笔试和面试）时，对“考核方式及占比”

调整为：

1、新闻学、传播学：传媒类作品设计集（文字或视频或音频任意组合）占

50%，网络面试占 50%。

2、教育技术学（师范）、教育技术学：网络面试 100% （含专业知识考核，

相当于原笔试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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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学院

一、接收计划

专业 年级 名额 接收对象 接收条件或要求

心理学（师范） 2021 6

2020 级、

2021 级非心

理学院学生

1.符合学校转专业有关规定的 2020、2021

级学生；

2.高考为理科或选考物理的考生；

3.符合以下三项要求中任意一项：①平均

成绩在本专业排名前 20％，无重修科目；

②平均成绩在本专业排名前 30％，且大学

期间获得省级（含省级）以上重要奖项，

是否符合要求，以心理学院审定为准）；

③平均成绩在本专业排名前 30％，且大学

期间在 B 级（含 B 级）以上期刊发表学术

论文（第一作者或第二作者）；

4.身心健康，无违纪记录。

应用心理学 2021 6

心理学（师范） 2021 10 2021 级心理

学院学生 1.无违纪记录；

2.无重修科目。

应用心理学 2021 10

心理学（师范） 2020 10 2020 级心理

学院学生应用心理学 2020 10

二、学生报名咨询、受理、资格审核负责人

负责人 贾艳蕾

办公电话 020-85216822

办公地址 华南师范大学石牌校区心理学院 101 教务室

电子邮箱 xlxyjws@163.com

三、考核方案

（一）考核方式及占比：考核总分：100。

考核方式：面试（总分 100 分）

学院根据报名学生情况进行初审，符合条件的学生进入面试。面试时由每位

面试教师按照百分制独立打分，再加总求平均数，以平均分作为该生的面试成绩，

按照平均分排名，由高到低择优录取。

（二）考核内容：

心理学（师范）专业：学生综合素质与师范素养（50 分），心理学基础知识

（50 分）。

应用心理学专业：学生综合素质（50 分），心理学基础知识（50 分）。

四、特殊情况说明（无）



31

信息光电子科技学院

一、接收计划

专业 年级 名额 接收对象 接收条件或要求 备注

信息工程 2021 10
2018-2021 级各

专业学生

1、表现优秀，心理健康，无违反

法律法规和校纪校规行为，大学期

间无不及格记录；

2、对信息工程专业或光电信息科

学与工程感兴趣的理工科学生，高

考选考科目必须为含物理的理科

综合或物理科；

3、 自入学至 21-22（1）学期的平

均绩点 2.8 及以上；修读过高等数

学或数学分析，且所有已修的数学

课程的平均成绩不低于 80 分；

4、 与新转入专业培养方案对照，

理论课补修学分不超过 16 学分。

光电信息

科学与工

程

2021 10
2018-2021 级各

专业学生

信息工程 2022 10
2018-2021 级各

专业学生

1、表现优秀，心理健康，无违反 法

律法规和校纪校规行为，大学期间

无不及格记录；

2、对信息工程专业或光电信息科

学与工程专业感兴趣的理工科学

生，高考选考科目必须为含物理的

理科综合或物理科；

3、 自入学至 21-22（1）学期的平

均绩点 2.8 及以上；修读过高等数

学或数学分析，且所有已修的数学

课程的平均成绩不低于 80 分。

光电信息

科学与工

程

2022 10
2018-2021 级各

专业学生

二、学生报名咨询、受理、资格审核负责人

联系人 曾志娟

办公电话 39310348

办公地址 华南师范大学大学城校区理四栋 223 办公室

电子邮箱 zengzhijuan@m.scnu.edu.cn

三、考核方案

（一）考核方式及占比：考核总分：100。

笔试，占比 0 %； 面试，占比 70 %； 实验，占比 30 %；

其他，具体为 / ，占比 / %。

（二）考核内容：

1、考核时间及地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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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考试时间、考核地点、通过资格审核学生名单将在学院主页（网 址：

http://ioe.scnu.edu.cn/）公布，请报名学生特别关注。

2、考核方式及占比：

总成绩=实验技能考核（30%）+面试（70%）,实验技能考核及面试均达到 60 分

以上者，按总成绩从高分到低分排名，如出现同分情况，高考分数高者优先。

3、考核内容：

（1）实验技能考核：物理学和光学的基本实验操作和基本仪器使用，共 100

分。

（2）面试：专业知识、转专业原因、对拟转入专业的认识、学习发展规划、

综合素质考察等，共 100 分。

四、特殊情况说明（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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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学院

一、接收计划

专业 年级 名额 接收对象 接收条件或要求 备注

环境科学 2021 5

2021 级自

然科学大

类学生

1、符合学校《转专业实施办法》要求,政治思

想表现优秀，无违反法律法规、校纪校规及作

弊行为。

2、原学院没有重修记录, 对转入专业感兴趣。

3、为保证完成学业，转入新专业后补修课程不

超过 8 个必修学分。

4、专业基础课及专业核心课程差别较大时需降

级修读。

5、如果申请转入的学生人数超过计划转入人

数，则按绩点及面试成绩由高到低排序，排序

靠前的优先录取。

环境工程 2021 5

2021 级自

然科学大

类学生

1、符合学校《转专业实施办法》要求,政治思

想表现优秀，无违反法律法规、校纪校规及作

弊行为。

2、原学院没有重修记录, 对转入专业感兴趣。

3、平均学分绩点不低于2.8，且无重修记录。

4、为保证完成学业，转入新专业后补修课程不

超过 8 个必修学分。

5、专业基础课及专业核心课程差别较大时需降

级修读。

6、如果申请转入的学生人数超过计划转入人

数，则按绩点及面试成绩由高到低排序，排序

靠前的优先录取。

环境科学 2020 5

2020 级理

工科各专

业

1、符合学校《转专业实施办法》要求,政治思

想表现优秀，无违反法律法规、校纪校规及作

弊行为。

2、原学院没有重修记录, 对转入专业感兴趣。

3、为保证完成学业，转入新专业后补修课程不

超过 8 个必修学分。

4、专业基础课及专业核心课程差别较大时需降

级修读。

5、如果申请转入的学生人数超过计划转入人

数，则按绩点及面试成绩由高到低排序，排序

靠前的优先录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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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工程 2020 5

2020 级理

工科 各专

业

1、符合学校《转专业实施办法》要求,政治思

想表现优秀，无违反法律法规、校纪校规及作

弊行为。

2、原学院没有重修记录, 对转入专业感兴趣。

3、平均学分绩点不低于2.8，且无重修记录。

4、为保证完成学业，转入新专业后补修课程不

超过 8 个必修学分。

5、专业基础课及专业核心课程差别较大时需降

级修读。

6、如果申请转入的学生人数超过计划转入人

数，则按绩点及面试成绩由高到低排序，排序

靠前的优先录取。

二、学生报名咨询、受理、报名资格审核负责人

联系人 刘盈盈

办公电话 39311265

办公地址 广州市大学城华南师范大学行政楼 A603

电子邮箱 20200125@m.scnu.edu.cn

三、考核方案

（一）考核方式及占比：（1）考核总分：100，及格分数要求：60。

（2）考核方式：面试，

（3）各考核方式占比：占比 100 %

（二）考核内容：

四、特殊情况说明（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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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学院

一、接收计划

专业 年级 名额 接收对象 接收条件或要求 备注

马 克 思 主

义理论
2021-2020 不限 2020-2021

1.符合《华南师范大学全日制

本科生转专业实施办法（ 2017

年修订 ）》（华师 [2017] 183

号）相关规定；

2.在原专业修读期间无不及格

记录（ 须提供打印版成绩单）；

3.在校期间无违法违纪记录；

4.所在专业排名不低于前 50%

（ 须提供专业排名证明）；

5.学院将组织转入人员面试，

并根据面试成绩择优录取。

思 想 政 治

教育
2021-2022 不限 2020-2021

二、学生报名咨询、受理、报名资格审核负责人

负责人 连娟

办公电话 85215352

办公地址 石牌校区文科楼 321

电子邮箱 549677347@qq.com

三、考核方案

（一）考核方式及占比：（1）考核总分：100，及格分数要求： 60 。

（2）考核方式：面试

（3）各考核方式占比：100%。

（二）考核内容：综合知识 50%，背景知识 50%

四、特殊情况说明（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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软件学院

一、接收计划

专业 年级 名额 接收对象 接收条件或要求 备注

软件工程 2019 35 2019级在读学生

1.政治思想表现好，没有违反

法律法规和校纪校规的行为；

2.对软件工程专业感兴趣；

3.符合《华南师范大学全日制

本科生转专业实施办法（2017

年修订）》（华师〔2017〕183

号）的规定；

4.高考理科生；

5.现修读专业的全部课程成

绩及格，无违纪记录；

1、如果申请转

入的学生人数，

超过了计划转

入人数，则按学

生考核总成绩

由高到低排序

录取；

2、2019级、2020

级、2021 级学

生均可以申请

转入同一年级

或下一年级，具

体结果由学院

根据学生考核

情况确定。

软件工程 2020 40
2019级、2020级在

读学生

软件工程 2021 34
2020级、2021级在

读学生

软件工程 2022 10 2021级在读学生

二、学生报名咨询、受理、资格审核负责人

联系人 郑钰洁

办公电话 0757-86687782

办公地址 南海校区软件学院 102 办公室

电子邮箱 69773257@qq.com

三、考核方案

（一）考核方式及占比：考核总分：100。

笔试，占比 50 %；  面试，占比 50 %； 实验，占比 %；

其他，具体为 ，占比 %。

（二）考核内容：

1、笔试考核内容：

（1）对于拟转入 2019 级和 2020 级学生，考核内容：①面向对象程序设计，主要

考察 C++语言程序设计；②数据结构。试题全部为客观题。

参考教材：

郑莉 等 编著. 《C++语言程序设计(第 4版)》，清华大学出版社

王红梅 等 编著.《数据结构(C++版)(第 2 版)》，清华大学出版社

（2）对于拟转入 2021 级的学生，考核内容： C语言程序设计/Python 程序设计(2

选 1)，主要内容包括：运算符、表达式、顺序、分支与循环等控制结构、数组、函

数等内容； 计算机基础知识。试题全部为客观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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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教材：

李含光 等 编著.《C语言程序设计教程》（第 1-5 章内容），清华大学出版社。

罗伯特•塞奇威克（Robert Sedgewick）等 著，《程序设计导论:Python 语言实践》，

机械工业出版社。

（3）对于拟转入 2022 级的学生：无需进行笔试，只需要进行面试考核，且以面试

成绩作为考核的总成绩。面试主要内容是计算思维和计算机基础知识。

四、特殊情况说明（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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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文化学院

一、接收计划

专业 年级 名额 接收对象 接收条件或要求 备注

文化产业管理 2021 10 2021级学生
1．无违反法律法

规和校纪校规的

行为；

2．身心健康、学

业成绩良好；

3．对文化产业管

理\网络新媒体专

业具有浓厚兴趣；

4.通过城市文化

学院考核。

1.面试时必须提供高

考各科成绩单和在校

第一学期成绩单（学

校教务系统的打印

件）；

2.若申请转入的学生

人数超过计划转入人

数，则按面试成绩由

高到低排序，排序靠

前的优先录取。

网络与新媒体 2021 10 2021级学生

文化产业管理 2020 5 2020级学生

网络与新媒体 2020 5 2020级学生

文化产业管理 2019 0

网络与新媒体 2019 0

二、学生报名咨询、受理、报名资格审核负责人

负责人 丘小英老师

办公电话 0757-86687976

办公地址 城市文化学院 202 办公室

电子邮箱 409682336@qq.com

三、考核方案

（一）考核方式及占比：

考核总分：100，考核方式：面试。

（二）考核内容：

1．对文化产业管理/网络与新媒体专业的理解及专业兴趣（40 分）

2．德智体美等方面的综合素质（30 分）

3．原专业的学习情况及表现（10 分）

4．学习规划以及个人专业发展目标（10 分）

5．思维方式和表达能力（10 分）

四、特殊情况说明（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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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商学院

一、接收计划

专业 年级 名额 接收对象 接收条件或要求 备注

财务管理 2020 20

2019 级或

2020 级学

生，不限专

业

1、身心健康，思想道德素质良好，

无不良记录；

2、符合华师（2017）183 号文《华南

师范大学全日制本科生转专业实施办

法（2017 年修订）》，无重修记录；

3、已征得父母或主要监护人的同意；

4、按照原专业培养方案修完该修课

程，平均绩点原则上不低于 3.0，同

等条件下按照平均分高低排序接纳

转入；

5、对财务管理专业感兴趣，若已经

修完基础会计/宏观经济学/高等数

学课程，考试成绩需要在 75分以上；

如若没有修过该三门课程，则必须

在入学后补修完此三门课程，且考

试合格；

6、理科背景专业的学生在申请转入

本专业时将优先考虑。

英语和数

学成绩优

异者优先

考虑

财务管理 2021 25

2020 级或

2021 级学

生，不限专

业

1、身心健康，思想道德素质良好，

无不良记录；

2、符合华师（2017）183 号文《华南

师范大学全日制本科生转专业实施办

法（2017 年修订）》，无重修记录；

3、已征得父母或主要监护人的同意；

4、按照原专业培养方案修完该修课

程，平均绩点原则上不低于 3.0，同

等条件下按照平均分高低排序接纳

转入；

5、对财务管理专业感兴趣，若已经

修完基础会计/宏观经济学/高等数

学课程，考试成绩需要在 75分以上；

如若没有修过该三门课程，则必须

在入学后补修完此三门课程，且考

试合格；

6、理科背景专业的学生在申请转入

本专业时将优先考虑。

英语和数

学成绩优

异者优先

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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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学生报名咨询、受理、报名资格审核负责人

负责人 王学平（负责财务管理专业），吴幸莼（负责金融学专业）

办公电话 0757-86687180、0757-86687182

办公地址 佛山南海区狮山软件科技园 华南师范大学南海校区国际商学院

电子邮箱 王学平 Arthur@ibc.scnu.edu.cn

吴幸莼 xcwu@ibc.scnu.edu.cn

三、考核方案

（一）考核方式及占比：（1）考核总分：100，及格分数要求： 60 。

笔试，占比 30 %； 面试，占比 70 %；

（二）考核内容：

1）结构化面试内容（70%）

①陈述转专业的原因；

②考核对财务管理专业的了解情况；

③介绍转入新专业后的学习发展规划；

④综合素质考察。

2）笔试试题为开放性问题，主要考察学生的专业素养和潜质。（30%）

四、特殊情况说明

根据《广东省教育厅、广东省招生委员会关于 2018 年深入推进普通高等学校考

试招生改革的通知》（粤教考函〔2017〕5 号）相关规定，2018 年起金融学专业不

允许学生转专业。

根据华南师范大学 2021 年夏季高考招生章程中第五章第三十条，金融学(中外

合作办学)、人工智能（中外合作办学）、软件工程（中外合作办学）、信息管理

与信息系统（中外合作办学）等中外合作办学专业及财务管理、金融工程、电子商

务、法语、网络与新媒体、软件工程等中外联合培养专业单独安排招生专业组，学

生入学后如需申请转专业，只限在本招生专业组的各专业间进行。

mailto:Arthur@ibc.scnu.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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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智能学院

一、接收计划

专业 年级 名额 接收对象 接收条件或要求 备注

人工智能 2021 50
2021 级 及

以上在校生

1.政治思想表现好，没有违反法律

法规和校纪校规的行为；

2.已经修读的大学课程中无不及格

记录；

3. 对计算机类专业有兴趣。

4. 对于申请转入 2021 级的学生，

要求：

(1)计算机相关专业的学生绩点排

名位于所在专业前 50%，非计算机

相关专业的学生绩点位于所在专业

前 20%。

(2)掌握了一定离散数学基础知识，

且有较强的程序设计实践能力。

1、按学生考核

总成绩由高到

低排序录取；

2、学生可申请

转入同年级或

低年级就读；

3、申请转入的

同学，如果笔

试考核不合格

而 面 试 合 格

者，将会要求

降级到低一年

级入读。

人工智能 2022 50
2021 级 及

以上在校生

二、学生报名咨询、受理、报名资格审核负责人

负责人 林娜婷

办公电话 (0757) 8663 6927

办公地址 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狮山镇华南师范大学南海校区行政楼 311

电子邮箱 20219183@m.scnu.edu.cn

三、考核方案

（一）考核方式及占比：（1）考核总分：100，及格分数要求： 60 ，其中

笔试占 60%，面试占 40%。

（二）考核内容：

1、笔试

（1）对申请转入 2021 级的学生，需考核离散数学和程序设计的基础知识，共

100 分。

考核内容：I.《离散数学》主要考察数理逻辑、集合论的基础知识；II.《C 语

言程序设计》；III.计算机基础知识。

参考书目[①、②③二选一]：

①屈婉玲等编著.《离散数学(第 2版)》,高等教育出版社.

②李含光,郑关胜编著.《C语言程序设计教程》,清华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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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翁慧玉,俞勇编著.《C++程序设计--思想与方法》幕课版(第 3版),人民邮电

出版社.

（2）对申请转入 2022 级学生，主要考察学生计算机基础以及对于计算机类专

业的兴趣。考核时，只进行面试考核，且以面试成绩作为考核的总成绩。面试主要

内容是计算思维和计算机基础知识。

2、面试

主要考核学生专业素养、表达能力及综合素质，共 100 分。

四、特殊情况说明

没有学习程序设计类课程的学生，经考核，程序设计能力不过关者；或者是大

学期间没有修读过“高等数学”课程，或是所修“高等数学”课程成绩不佳的学生，

需要降级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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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与信息工程学院

一、接收计划

专业 年级 名额 接收对象 接收条件或要求 备注

电子信

息工程
2021 5 2021 级

1.高考选考科目必须为含

物理的理科综合或物理科；

2.必须修读《高等数学

（I-1）和高等数学（I-2）》；

3.平均学分绩点在 3.2 以

上（包括 3.2），且无不及格

或重修记录；

4.无违纪记录；

5.当年已有一次转专业

（全校各专业）申请的，不

予接收。

说明：

(1)课程名称、代码和

学分不相同的课程都

必须补修。

(2)凡已经通过的转专

业的外院和本院学生，

当年不可以放弃和再

次申请转专业。

(3)请慎重了解和选择

所转专业，以免造成不

必要的学业时间浪费

和毕业延误。

通信工

程
2021 5 2021 级

二、学生报名咨询、受理、报名资格审核负责人

负责人 唐梦霞

办公电话 0757-86637051

办公地址 南海校区行政楼 418

电子邮箱 gw_eie@scnu.edu.cn

三、考核方案

（一）考核方式及占比：

（1）考核总分：100，及格分数要求：60 。

（2）考核方式：

笔试+面试+大学绩点折算成绩。

（3）考核方式占比：

笔试，占比 25 %； 面试，占比 50 %； 实验，占比 %；

其他，具体为 大学绩点折算成绩 ，占比 25 %。

符合条件的申请者按规定时间提交申请，经学院初审后，根据转入人数情况确

定现场考核审查。

现场考核审查时，必须提供在校成绩单（学校教务系统打印件）和大学绩点专

业排名证明（需说明专业总人数以及本人排名情况，学院教务员签字并加盖学院公

章）。

录取规则：根据考核情况，综合大学绩点折算成绩、笔试成绩、面试成绩多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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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序，择优录取，额满为止。面试考核成绩或者综合成绩低于 60 分均不予录取。

（三）考核内容：

考核内容：专业基础知识、综合素质表现

（1）笔试内容：物理、程序设计 C 语言相关专业基础知识等（具体以试卷内

容为准）。

（2）面试内容：自我介绍、专业认知、综合素质表现。

四、特殊情况说明

转专业获批以后一概不得放弃，建议学生与家长协商后谨慎填报转入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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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伯丁数据科学与人工智能学院

一、接收计划

专业 年级 名额 接收对象 接收条件或要求 备注

人工智能

（中外合

作办学）

2021 3

阿伯丁数据

科学与人工

智能学院在

读学生

1.政治思想表现好，

没有违反法律法规

和校纪校规的行为；

2.对人工智能专业

或计算机类专业感

兴趣；

3.高考为物理组考

生；

4.现修读专业的全

部课程成绩及格，无

违纪记录。

1.仅接收阿伯丁数

据科学与人工智能

学院在读学生申请；

2.信息管理与信息

系统（中外合作办

学）专业学生必须转

入一年级就读。

3.如果申请转入的

学生人数，超过了计

划转入人数，则按学

生考核总成绩由高

到低排序录取。

软件工程

（中外合

作办学）

2021 3

阿伯丁数据

科学与人工

智能学院在

读学生

1.政治思想表现好，

没有违反法律法规

和校纪校规的行为；

2.对软件工程专业

或计算机类专业感

兴趣；

3.高考为物理组考

生；

4.现修读专业的全

部课程成绩及格，无

违纪记录。

1.仅接收阿伯丁数

据科学与人工智能

学院在读学生申请；

2.信息管理与信息

系统（中外合作办

学）专业学生必须转

入一年级就读。

3.如果申请转入的

学生人数，超过了计

划转入人数，则按学

生考核总成绩由高

到低排序录取。

信息管理

与信息系

统（中外

合作办

学）

2021 3

阿伯丁数据

科学与人工

智能学院在

读学生

1.政治思想表现好，

没有违反法律法规

和校纪校规的行为；

2.对商业管理或计

算机类专业感兴趣；

3.高考为物理组考

生；

4.现修读专业的全

部课程成绩及格，无

违纪记录。

1.仅接收阿伯丁数

据科学与人工智能

学院在读学生申请；

2.人工智能（中外合

作办学）、软件工程

（中外合作办学）专

业学生必须转入一

年级就读；

3.如果申请转入的

学生人数，超过了计

划转入人数，则按学

生考核总成绩由高

到低排序录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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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学生报名咨询、受理、报名资格审核负责人

负责人 黄展英

办公电话 0757-86688340

办公地址 南海校区阿伯丁数据科学与人工智能学院行政楼 100 办公室

电子邮箱 aberdeen@scnu.edu.cn

三、考核方案

（一）考核方式及占比：

（1）考核总分：100，及格分数要求：60。

（2）考核方式：期末考试成绩、学生转专业申请材料

（3）各考核方式占比：期末考试成绩，占比 80%； 学生转专业申请材料，占

比 20%。按总成绩从高分到低分排名，如出现同分情况，期末考试成绩 GPA 高分者

优先。

（二）考核内容：

由阿伯丁数据科学与人工智能学院和英国阿伯丁大学组成的转专业工作小组共同

面试，考核内容如下：

①考察学生德智体美等方面的综合素质；

②考察学生对所想转入专业的兴趣与学习潜力；

③考察学生对所想转入专业的学习规划及个人专业发展目标；

④考察学生对所想转入专业基础知识的掌握程度。

考核时间

所有报名学生均在第二轮进行统一考核

四、特殊情况说明

（一）根据华南师范大学 2021 年招生章程第三十条，人工智能(中外合作办学)、

软件工程(中外合作办学)、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中外合作办学)等中外合作办学专

业单独安排招生专业组，学生人学后如需申请转专业，只限在本招生专业组的各专

业间进行。

（二）根据华南师范大学 2021 年招生章程第三十五条，人工智能(中外合作办学)、

软件工程(中外合作办学)、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中外合作办学)学费 70000 元/生・

学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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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联合学院

一、经济与管理学院

（一）接收计划

专业 年级 名额 接收对象 接收条件或要求 备注

金 融 工 程

（ 中 外 联

合培养）

2021

5

1.单独编设院校

代码（77574）2020

级中外联合培养

专业全日制学生；

2. 统 一 校 代 码

（10574）2021 级

中外联合培养专

业组全日制学生。

1.符合《华南师范大学

全日制本科生转专业实

施办法（2017 年修订）》

（华师[2017]183 号）

相关规定；

2.在原专业修读期间无

不及格记录（须提供有

教务处盖章的正式成绩

单）。

3.已修读过高等数学课

程。

1.免修与学分认

定说明：原专业

已修课程与转入

专业培养方案中

课程名称相同，

且前者学分大于

或等于后者，可

申请学分认定，

免修该门课程。

电 子 商 务

（ 中 外 联

合培养）

5

（二）学生报名咨询、受理、报名资格审核负责人

负责人 杜玲

办公电话 0757-86688745

办公地址 华南师范大学南海校区行政楼 301 室

电子邮箱 274736975@qq.com

（三）考核方案

1.考核方式及占比：

（1）考核总分：100，及格分数要求： 60 。

（2）考核方式：笔试、面试

（3）各考核方式占比：笔试成绩占 40%，面试成绩占 60%。

2.考核内容：

（四）特殊情况说明

1.根据粤教考函[2018]73 号文件通知，单独编设院校代码招生专业录取的考生，入

学后不得转入非单独编设院校代码招生专业。即 2020 级中外联合培养专业的学生

入学后，不允许转入普通专业，但可以申请转入使用独立代码（77574）招生的其

他中外联合培养专业，或 2021 年统一代码招生的联合培养专业组。

根据华南师范大学 2021 年夏季高考招生章程中第五章第三十条，金融学(中外

合作办学)、人工智能（中外合作办学）、软件工程（中外合作办学）、信息管理

与信息系统（中外合作办学）等中外合作办学专业及财务管理、金融工程、电子商

务、法语、网络与新媒体、软件工程等中外联合培养专业单独安排招生专业组，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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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入学后如需申请转专业，只限在本招生专业组中非转入专业的其他专业间进行。

2.其他特殊情况/要求说明。

收费说明：

（1）2020 级中外联合培养专业收费标准

转入 2020 级金融工程（中英联合培养）、电子商务（中澳联合培养）专业，

在国内学习期间，学生需缴纳专业学费 6060 元/生·学年，另需缴纳中外联合培养

专业培训费 18000 元/生·学年。

（2）2021 级中外联合培养专业收费标准

转入 2021 级金融工程（中外联合培养）、电子商务（中外联合培养）专业，在

国内学习期间，学生需缴纳专业学费 6060 元/生·学年，另需缴纳中外联合培养专

业培训费 18000 元/生·学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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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软件学院

（一）接收计划

专业 年级 名额 接收对象 接收条件或要求 备注

软件工程

(中英联合

培养)
2019 10

2018级、2019级在

读学生

1.政治思想表现好，没有违反

法律法规和校纪校规的行为；

2.对软件工程专业或电子信

息工程专业感兴趣；

3.符合《华南师范大学全日制

本科生转专业实施办法（2017

年修订）》（华师〔2017〕183

号）的规定；

4.高考理科生；

5.现修读专业的全部课程成

绩及格，无违纪记录；

如果申请

转入的学

生人数，

超过了计

划转入人

数，则按

学生考核

总成绩由

高到低排

序录取。

软件工程

(中英联合

培养)
2020 10

单独编设院校代码

（77574）2020级
中外联合培养专业

全日制学生

软件工程

(中外联合

培养)
2021 14

统一校代码

（10574）2021级
中外联合培养专业

组全日制学生

（二）学生报名咨询、受理、资格审核负责人

联系人 郑钰洁

办公电话 0757-86687782

办公地址 南海校区软件学院 102 办公室

电子邮箱 69773257@qq.com

（三）考核方案

（一）考核方式及占比：考核总分：100。

笔试，占比 50 %；  面试，占比 50 %； 实验，占比 %；

其他，具体为 ，占比 %。

（二）考核内容：

（1）笔试考核内容：

① 对于拟转入 2019 级学生，考核内容：①面向对象程序设计，主要考察 C++语言

程序设计；②数据结构。试题全部为客观题。

参考教材：

郑莉 等 编著. 《C++语言程序设计(第 4版)》，清华大学出版社

王红梅 等 编著.《数据结构(C++版)(第 2 版)》，清华大学出版社

② 对于拟转入 2020 级和 2021 级的学生，考核内容： C 语言程序设计/Python

程序设计(2 选 1)，主要内容包括：运算符、表达式、顺序、分支与循环等控制结

构、数组、函数等内容； 计算机基础知识。试题全部为客观题。

参考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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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含光 等 编著.《C语言程序设计教程》（第 1-5 章内容），清华大学出版社。

罗伯特•塞奇威克（Robert Sedgewick）等 著，《程序设计导论:Python 语言实践》，

机械工业出版社。

③ 对于拟转入 2020 级和 2021 级软件工程(中英本科双学士学位项目)的学生：笔

试内容参考（2）以外，面试需要额外考察英语口语。

④ 对于拟转入 2022 级的学生：无需进行笔试，只需要进行面试考核，且以面试

成绩作为考核的总成绩。面试主要内容是计算思维和计算机基础知识。

（2）面试考核内容：

① 考察学生德智体美等方面的综合素质；

② 考察学生对软件工程专业的兴趣与学习潜力；

③ 考察学生对软件工程专业的学习规划及个人专业发展目标；

④ 考察学生对软件工程专业及基础知识的掌握程度；

⑤ 考察学生的英语口语水平（仅限于转入 2019 级软件工程(中英本科双学士学位

项目)的学生）。

（四）特殊情况说明

（一）根据粤教考函[2018]73 号文件通知，单独编设院校代码招生专业录取的考生，

入学后不得转入非单独编设院校代码招生专业。即 2020 级中外联合培养专业的学

生入学后，不允许转入普通专业，但可以申请转入使用独立代码（77574）招生的

其他中外联合培养专业。

根据华南师范大学 2021 年夏季高考招生章程中第五章第三十条，金融学(中外

合作办学)、人工智能（中外合作办学）、软件工程（中外合作办学）、信息管理

与信息系统（中外合作办学）等中外合作办学专业及财务管理、金融工程、电子商

务、法语、网络与新媒体、软件工程等中外联合培养专业单独安排招生专业组，学

生入学后如需申请转专业，只限在本招生专业组的各专业间进行。

（二）其他情况

（1）2019 级中英联合培养专业收费标准

转入 2019 级软件工程(中英联合培养)专业，在国内学习期间，学生需缴纳软件工

程（中英联合培养）专业基本学费 8000 元/生••学年，另需缴纳中外联合培养模块

课程费用 5800 元/生••学年。

（2）2020 级中英联合培养专业收费标准

转入 2020 级软件工程(中英联合培养)专业，在国内学习期间，学生需缴纳软件工

程（中英联合培养）专业基本学费 8000 元/生••学年，另需缴纳中外联合培养专业

培训费 18000 元/生•学年

（3）2021 级中外联合培养专业收费标准

转入 2021 级软件工程(中外联合培养)专业，在国内学习期间，学生需缴纳软件工

程（中外联合培养）专业基本学费 8000 元/生••学年，另需缴纳中外联合培养专业

培训费 18000 元/生•学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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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城市文化学院

（一）接收计划

专业 年级 名额 接收对象 接收条件或要求 备注

网络与新媒体

（中外联合培养）
2021 8

1 、 统 一 代 码

（10574）2021 级

中外联合培养专

业组全日制学生。

2、单独代码编设

院校代码（77574）

的 2020 级中外联

合培养全日制学

生。

1．无违反法律法规

和校纪校规的行

为；

2．身心健康、学业

成绩良好；

3．对网络新媒体专

业具有浓厚兴趣；

4.通过城市文化学

院考核。

1.面试时必须提供

高考各科成绩单和

在校期间成绩单（学

校教务系统的打印

件）；

2.若申请转入的学

生人数超过计划转

入人数，则按面试成

绩由高到低排序，排

序靠前的优先录取。

（二）学生报名咨询、受理、报名资格审核负责人

负责人 丘小英老师

办公电话 0757-86687976

办公地址 南海校区城市文化学院 202 办公室

电子邮箱 409682336@qq.com

（三）考核方案

（1）考核方式及占比：考核总分：100，考核方式：面试。

（2）考核内容：

1．对文化产业管理/网络与新媒体专业的理解及专业兴趣（40 分）

2．德智体美等方面的综合素质（30 分）

3．原专业的学习情况及表现（10 分）

4．学习规划以及个人专业发展目标（10 分）

5．思维方式和表达能力（10 分）

（四）特殊情况说明

（一）根据华南师范大学 2021 年夏季高考招生章程中第五章第三十条，金融学(中

外合作办学)、人工智能（中外合作办学）、软件工程（中外合作办学）、信息管

理与信息系统（中外合作办学）等中外合作办学专业及财务管理、金融工程、电子

商务、法语、网络与新媒体、软件工程等中外联合培养专业单独安排招生专业组，

学生入学后如需申请转专业，只限在本招生专业组的各专业间进行。

（二）转入 2021 级网络与新媒体（中外联合培养）专业，在国内学习期间，学生

需缴纳专业学费 6060 元/生·学年，另需缴纳中外联合培养专业培训费 18000 元/

生·学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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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国际商学院

（一）接收计划

专业 年级 名额 接收对象 接收条件或要求 备注

法语（中

法 联 合

培养）

2020 10

2020 级中

外联合培

养专业本

科生

1、综合素质表现良好，没有违反法律

法规和校纪校规的行为；

2、按照培养方案要求已修完规定的课

程和实践教学内容，本专业排名前

50%；

3、对法语专业、法语国家及地区的文

化、留学深造及涉外事务感兴趣；

4、法语水平达到 TEF、TCF 或 DELF 考

试 B1 级以上。

1.原则上法语需

有一定基础。根据

其法语水平，分到

相应的年级，但需

在转入后的两年

内补修完课程方

案内规定的专业

必修课程，并考试

合格；2. 语言专

业背景的学生在

申请转入本专业

时将优先考虑。

法语（中

外 联 合

培养）

2021 10

2020 级中

外联合培

养 本 科

生、2021

级中外联

合培养专

业组本科

生

1、综合素质表现良好，没有违反法律

法规和校纪校规的行为；

2、按照培养方案要求已修完规定的课

程和实践教学内容，本专业排名前

50%；

3、对法语专业、法语国家及地区的文

化、留学深造及涉外事务感兴趣；

4、法语水平达到 TEF、TCF 或 DELF 考

试 A2 级以上。

1.若无法语基础，

则降级从大一读

起，若有法语基

础，可根据其法语

水平，分到相应的

年级，但需在转入

后的两年内补修

完课程方案内规

定的专业必修课

程，并考试合格；

2. 语言专业背景

的学生在申请转

入本专业时将优

先考虑。

法语（中

外 联 合

培养）

2022 5

2021 级中

外联合培

养专业组

本科生

1、综合素质表现良好，没有违反法律

法规和校纪校规的行为；

2、按照培养方案要求已修完规定的课

程和实践教学内容，本专业排名前

50%；

3、对法语专业、法语国家及地区的文

化、留学深造及涉外事务感兴趣。

1.对法语水平无

要求。

2.语言专业背景

的学生在申请转

入本专业时将优

先考虑。

财 务 管

理（中美

联 合 培

养）

2020 20

2020 级中

外联合培

养本科生

1、身心健康，思想道德素质良好，

无不良记录；

2、符合华师（2017）183 号文《华南

师范大学全日制本科生转专业实施办

法（2017 年修订）》，无重修记录；

英语和数学成绩

优异者优先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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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已征得父母或主要监护人的同意；

4、按照原专业培养方案修完该修课

程，平均绩点原则上不低于 3.0，同

等条件下按照平均分高低排序接纳

转入；

5、对财务管理专业感兴趣，若已经

修完基础会计/宏观经济学/高等数

学课程，考试成绩需要在 75 分以上；

如若没有修过该三门课程，则必须在

入学后补修完此三门课程，且考试合

格；

6.理科背景专业的学生在申请转入

本专业时将优先考虑。

财 务 管

理（中澳

联 合 培

养）

2020 20

2020 级中

外联合培

养本科生

1、身心健康，思想道德素质良好，

无不良记录；

2、符合华师（2017）183 号文《华南

师范大学全日制本科生转专业实施办

法（2017 年修订）》，无重修记录；

3、已征得父母或主要监护人的同意；

4、按照原专业培养方案修完该修课

程，平均绩点原则上不低于 3.0，同

等条件下按照平均分高低排序接纳

转入；

5、对财务管理专业感兴趣，若已经

修完基础会计/宏观经济学/高等数

学课程，考试成绩需要在 75 分以上；

如若没有修过该三门课程，则必须在

入学后补修完此三门课程，且考试合

格；

6.理科背景专业的学生在申请转入

本专业时将优先考虑。

英语和数学成绩

优异者优先考虑

财 务 管

理（中外

联 合 培

养）

2021 50

2021 级中

外联合培

养专业组

本科生

1、身心健康，思想道德素质良好，

无不良记录；

2、符合华师（2017）183 号文《华南

师范大学全日制本科生转专业实施办

法（2017 年修订）》，无重修记录；

3、已征得父母或主要监护人的同意；

4、按照原专业培养方案修完该修课

程，平均绩点原则上不低于 3.0，同

等条件下按照平均分高低排序接纳

转入；

5、对财务管理专业感兴趣，若已经

修完基础会计/宏观经济学/高等数

英语和数学成绩

优异者优先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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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课程，考试成绩需要在 75 分以上；

如若没有修过该三门课程，则必须在

入学后补修完此三门课程，且考试合

格；

6.理科背景专业的学生在申请转入

本专业时将优先考虑。

（二）学生报名咨询、受理、报名资格审核负责人

负责人 王学平

办公电话 0757-86687180

办公地址 佛山南海区狮山软件科技园 华南师范大学南海校区国际商学院

电子邮箱 Arthur@ibc.scnu.edu.cn

（三）考核方案

1.考核方式及占比：（1）考核总分：100，及格分数要求： 60 。

财务管理（中美联合培养）：笔试，占比 30 %； 面试，占比 70 %；

财务管理（中澳联合培养）：笔试，占比 30 %； 面试，占比 70 %；

财务管理（中外联合培养）：笔试，占比 30 %； 面试，占比 70 %；

法语（中法联合培养）： 笔试，占比 %； 面试，占比 100 %；

法语（中外联合培养）： 笔试，占比 %； 面试，占比 100 %；

2.考核内容：

（1）财务管理（中美联合培养）、财务管理（中澳联合培养）、财务管理（中外

联合培养）

1）结构化面试内容（70%）

①陈述转专业的原因；

②考核对财务管理专业的了解情况；

③介绍转入新专业后的学习发展规划；

④综合素质考察。

2）笔试试题为开放性问题，主要考察学生的专业素养和潜质。（30%）

（2）法语（中法联合培养）、法语（中外联合培养）

考察拟转入学生的综合素养、专业特长、学习动机、职业规划、语言能力等。

其中语言能力包括已具备的英（法）语水平及文化知识。学生可提供已具备的相关

外语考试证书作为参考。

（四）特殊情况说明

1.根据粤教考函[2018]73 号文件通知，单独编设院校代码招生专业录取的考生，入

学后不得转入非单独编设院校代码招生专业。

根据华南师范大学 2021 年夏季高考招生章程中第五章第三十条，金融学(中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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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办学)、人工智能（中外合作办学）、软件工程（中外合作办学）、信息管理

与信息系统（中外合作办学）等中外合作办学专业及财务管理、金融工程、电子商

务、法语、网络与新媒体、软件工程等中外联合培养专业单独安排招生专业组，学

生入学后如需申请转专业，只限在本招生专业组的各专业间进行。

2.其他特殊情况/要求说明。

（1）2020 级中外联合培养专业收费标准

转入 2020 级财务管理（中澳联合培养）、财务管理（中美联合培养）专业，在

国内学习期间，学生需缴纳专业学费 6060 元/生·学年，另需缴纳中外联合培养专

业培训费 18000 元/生·学年；转入 2020 级法语（中法联合培养）专业，在国内学

习期间，学生需缴纳专业学费 6850 元/生·学年，另需缴纳中外联合培养专业培训

费 18000 元/生·学年。

（2）2021 级中外联合培养专业收费标准

转入 2021 级财务管理（中外联合培养）专业，在国内学习期间，学生需缴纳专

业学费 6060 元/生·学年，另需缴纳中外联合培养专业培训费 18000 元/生·学年；

转入 2021 级法语（中外联合培养）专业，在国内学习期间，学生需缴纳专业学费

6850 元/生·学年，另需缴纳中外联合培养专业培训费 18000 元/生·学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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汕尾校区

一、材料与新能源学院

（一）接收计划

专业 年级 名额 接收对象 接收条件或要求 备注

材料物理 2021 5
2021 级数据科学

与大数据技术、物

联网工程

1. 政治思想表现好，没有违反

法律法规和校纪校规的行为；

2. 高考理科生

3. 符合《华南师范大学全日制

本科生转专业实施办法（2017
年修订）》（华师〔2017〕183
号）的规定；

4. 现修读专业的全部课程成

绩及格，无违纪记录。

（二）学生报名咨询、受理、报名资格审核负责人

负责人 章从根

办公电话 0660-3808140

办公地址 华南师范大学汕尾校区材料与新能源学院 308 办公室

电子邮箱 13822186610@139.com

（三）考核方案

（一）考核方式及占比：（1）考核总分：100，及格分数要求： 60 。

（2）考核方式：笔试+面试

（3）各考核方式占比：笔试占比 50 %，面试占比 50%

（二）考核内容：

（1）笔试内容：专业基础知识（具体以试卷内容为准）。（2）面试内容：自我介

绍、专业认知、综合素质表现。

（四）特殊情况说明

（一）1.按《华南师范大学全日制本科生转专业实施办法（2017 年修订）》（华

师〔2017〕183 号） 文件规定。

2.汕尾校区单独编设院校代码招生，学生入学后如需申请转专业，只限在单独

编设院校代码的招生专业间进行。

（二）其他特殊情况/要求说明。

转专业获批以后一概不得放弃，建议学生与家长协商后填报转入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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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数据科学与工程学院

（一）接收计划

专业 年级 名额 接收对象 接收条件或要求 备注

大数据科学

与技术 2021 2

2021 级材

料物理、物

联网工程

学生在达到《华南师范大学全日制本科

生转专业实施办法(2017 年修订)》所规

定条件的前提下，还必须具备满足下列

条件：

1．学业成绩良好，所学课程考试全部

合格，无重修补考记录，学位课程、必

修课程平均学分绩点在 3.5 及以上，并

且学位课程平均学分绩点专业排名在

前 10%以内者；

2．原所学专业必须属于理工类；

3、在校期间未受过任何纪律处分；

4、必须与所申请专业属于同一批次。

物联网工程
2021 2

2021 级材

料物理、大

数据科学

与技术

学生在达到《华南师范大学全日制本科

生转专业实施办法(2017 年修订)》所规

定条件的前提下，还必须具备满足下列

条件：

1．学业成绩良好，所学课程考试全部

合格，无重修补考记录，学位课程、必

修课程平均学分绩点在 3.5 及以上，并

且学位课程平均学分绩点专业排名在

前 10%以内者；

2．原所学专业必须属于理工类；

3、在校期间未受过任何纪律处分；

4、必须与所申请专业属于同一批次。

（二）学生报名咨询、受理、报名资格审核负责人

负责人 穆洁尘

办公电话 0660-3808167

办公地址 广东省汕尾市城区香江大道西 55 号华南师范大学汕尾校区南 2栋

422

电子邮箱 13754791551@163.com

（三）考核方案

1.考核方式及占比：（1）考核总分：100，及格分数要求： 60 。

（2）考核方式： 笔试和面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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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各考核方式占比：笔试 60%，面试 40%

2.考核内容：

（四）特殊情况说明

汕尾校区单独编设院校代码招生，学生入学后如需申请转专业，只限在单独编

设院校代码的招生专业间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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