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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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 20 2015 级-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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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 级相应

专业学习；

4. 本院学生可以

转至原年级相应

专 业 学 习 , 但

2015 级学生至少

需要转入 2016 级

就读；

5.通过文学院组

织的考核。

汉语言文学（师范） 2016-2018 10

2015 级-2018 级文学院编辑出

版、汉语言、中英文秘书专业学

生

编辑出版学 2019 2 2015 级-2018 级非文学院学生

编辑出版学 2016-2018 2

2015 级-2018 级文学院汉语言

文学（师范）、汉语言、中英文

秘书专业学生

汉语言 2019 2 2015 级-2018 级非文学院学生

汉语言 2016-2018 1

2015 级-2018 级文学院汉语言

文学（师范）、编辑出版、中英

文秘书专业学生

汉语言文学（中英

文秘书）
2019 2 2015 级-2018 级非文学院学生

汉语言文学（中英

文秘书）
2016-2018 1

2015 级-2018 级文学院汉语言

文学（师范）、编辑出版、汉语

言专业学生

二、报名材料受理联系人

联系人 黄彩霞、张震

联系电话 39310282/39310009

地址 大学城文一栋 312 文学院教务办

收取材料具体时间 3月 4日-3 月 11 日 8:30-12:00,14:00-17:00（节假日休息）

三、考核方案

（一）考核时间及地点：

具体时间、地点、通过资格审核学生名单将在文学院主页（网址

http://wxy.scnu.edu.cn/）公布，请报名学生特别关注。

（二）考核方式及占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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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成绩=笔试（50%）+面试（5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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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考核内容：

（1）笔试内容：文学与语言基础知识（30分）、阅读分析（30分）、作文（40
分），共 100分。

（2）面试内容：综合素质（50分）、专业知识（50分），共 100分。

四、学院转专业工作小组

组长 段吉方、王政忠

副组长 李金涛

成员 练春招、申洁玲、张然

工作秘书
黄彩霞

电子邮箱：hswxyjwb@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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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国语言文化学院

一、接收计划

专业 年级 名额 接收对象 接收条件或要求 备注

英语（师

范）
2018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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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须提供打印版成绩单）；

3. 在校期间无违法违纪记录；

4. 本学院英语相关专业学生在英语

（师范）、翻译和英语（非师）之

间互转，经学院考核通过后转入

2018 级相应的班级；

5. 非本院英语相关专业学生如近 2

年来雅思总成绩达到 6.5 分（且单

项不低于 6分）或托福总成绩达到

92 分（且单项不低于 18 分）经学

院考核通过后可转入 2018 级英语

相关专业；

6. 其他未符合第4和5所述要求的学

生经学院考核通过后均需转入

2019 级就读；

7. 每位同学在报名时须提供一份个

人简历，具体要求见学院网站相关

通知。

8. 学院会根据笔试、面试成绩和个人

简历进行择优录取。

英语（师

范）
2019 10

非英语、翻译专业

学生

翻译 2018 4 非翻译专业学生

翻译 2019 4 非翻译专业学生

英语（非

师范）
2018 3

英语（非师范）外

的其他专业学生

英语（非

师范）
2019 3

英语（非师范）外

的其他专业学生

日语 2019 6 非日语专业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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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须提供打印版成绩单）；

3. 在校期间无违法违纪记录；

4. 经学院考核通过后均需转入 2019

级就读。

5. 学院会根据面试和个人简历进行

择优录取。

俄语 2019 4 非俄语专业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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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报名材料受理联系人

联系人 李少南老师

联系电话 85211746

地址 华南师范大学石牌校区文科楼外国语言文化学院 703 教务室

收取材料具体时间 3月 4日-3 月 11 日 8:00-12:00、14:30-17:30（节假日休息）

三、考核方案

（一）考核时间及地点：

考核时间：2019 年 3 月 12 日-3 月 21 日（具体时间待定）、考核地点：石牌校

区文科楼（具体地点待定）、通过资格审核学生名单将在学院主页（网址：

sfs.scnu.edu.cn）公布，请报名学生特别关注。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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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比例确定第二阶段的考核人

选，第二阶段进行综合面试，按总成绩（笔试 50%+综合面试 50%）从高分到低分排

名，结合个人简历进行择优录取，最终录取权由学院转专业工作小组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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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终录取权由学院转专业工作小组确

定。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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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专业工作小组

组长 谷红丽

成员 许益锋、徐曼菲、杨文坤、刘晓斌、黄晓佳、朱涛、李雁南、李少南、

李翠婷

工作秘书
李少南老师

电子邮箱：410378727@qq.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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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与行政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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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

10

2018

1．高考选考科目必须为政治的文科综

合或政治科。

2.高考总分不低于我院相关专业最低

录取分。

3.无违纪记录

4.平均绩点不低于 3.0

5.每专业每年只接受同一位学生一次

申请

政治学与行政学 2

社会工作 2

思想政治教育

2017

1

2017政治学与行政学 1

社会工作 1

二、报名材料受理联系人

联系人 张新丽

联系电话 85211311

地址 石牌校区文科楼 203

收取材料具体时间 3 月 4 日-3 月 11 日 8:30-12:00,14:30-17:30（节假日休息）

三、考核方案

（一）考核时间及地点：3 月 21 日 ，文科楼 107。通过资格审核的学生名单将在

学院主页（网址：http://zhx.scnu.edu.cn）公布，请报名学生关注。

（二）考核方式及占比： 面试 100%

（三）考核内容：综合知识 50%，背景知识 50%

四、转专业工作小组

组长 赵艺

成员 陈琳 江雪莲 龙向阳 蓝宇蕴

工作秘书
张新丽

电子邮箱：157062583@qq.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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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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 级 60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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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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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 级学生根

据考核结果，

决定在哪一年

级就读
历史学 2018 级 60

2016 级、2017

级、2018 级

二、报名材料受理联系人

联系人 刘金英

联系电话 85215523

地址 石牌校区文科楼 407

收取材料具体时间 2019 年 3 月 4 日至 3月 11 日

三、考核方案

（一）考核时间及地点： 2019 年 3 月 12 日至 3月 21 日，石牌校区文科楼 4楼

（二）考核方式及占比： 笔试，占 50%；面试，占 50%

（三）考核内容：历史专业基础知识、综合素质表现

四、转专业工作小组

组长 张庆海

成员 陈文海、黄嗣殷、肖自力、张淑一、陈果

工作秘书

刘金英

联系电话：85215523

电子邮箱：lsjy2018@qq.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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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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殊教育 2018 2 2015-2018

1、富有同理心、具有合作意识与能

力；

2、有爱心，能理解差异、尊重差异；

3、综合素质表现良好，沟通能力较强，

有吃苦耐劳精神；

4、成绩绩点排名在本专业前 50%

小学教育 2018 20 2015-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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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前教育 2018 3 2015-2018

1、综合素质表现良好，性格开朗活泼，

有吃苦耐劳精神；

2、有一定的音乐、舞蹈基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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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

教育学 2018 3 2015-2018
综合成绩排名专业前 8%、综合素质表

现良好。

二、报名材料受理联系人

联系人 林森鸿

联系电话 85217728 13169725417

地址 教育科学学院 108 室

收取材料具体时间 2019 年 3 月 4 日至 2019 年 3 月 11 日

三、考核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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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考核时间及地点：

2019 年 3 月 21 日前 教育科学学院（参加考核学生名单、具体时间、地点电话

通知，并在学院主页公布）

（二）考核方式：

面试

（三）考核内容：

专业基础知识，综合素质表现

四、转专业工作小组

组长 郑航 潘国雄

成员 黄甫全，董标，张博，李闻戈，曾文婕

工作秘书
林森鸿

电子邮箱：1165698536@qq.com

五、特殊情况说明

（一）本学院不得转专业的情况

《华南师范大学 2018 年普通高等学校招生章程》第二十四条规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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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经济与管理学院

一、接收计划

转入专业 转入年级 名额 接收对象 接收条件或要求 备注

经济学

2018

10

我 校 2017 、

2018 级全日制

学生。

以 下 情 况 除

外：不接受曾

申请转专业且

已成功转入的

学生申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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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修读过高等

数学课程。

1.2017 级学生需降级修

读。

2.课程修读说明：学生转

入后，必须补修该专业大

一开设课程，补修课程不

得与正常学期开设课程

时间冲突。不接受任何理

由的免听申请。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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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打印《转专业承诺书》，

亲笔签名，与报名材料一

起提交。

金融学 10

国际经济与

贸易
5

会计学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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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

5

我校201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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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须提供打印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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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专业承诺书》，

亲笔签名，与报名材料一

起提交。

金融学 5

会计学 5

财务管理 5

二、报名材料受理联系人

联系人 徐欣萌、张燕霏

联系电话 39311159、39310138

地址 大学城华南师范大学文二栋 211 办公室

收取材料具体时间 2019年 3月 4日至 3月 11日 8:30-12:00,14:00-17:00（节假日休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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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考核方案

（一）考核时间及地点：

具体考试时间、考核地点、通过资格审核学生名单将在经济与管理学院主页“通

知-教务”栏目（网址：http://em.scnu.edu.cn/xueyuantongzhi/jiaowu/）公布，

请报名学生特别关注。

（二）考核方式及占比：

总成绩=笔试（占 40%）+面试（占 60%），按总成绩从高分到低分排名，如出现

同分情况，平均学分绩点高者优先。

（三）考核内容：学科基础素养与培养综合潜质测评。

1.笔试：经济学、金融学、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考核经济学基础知识；会计学、

人力资源管理、财务管理、电子商务、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物流管理专业考核管

理学基础知识；试题全部为客观题，满分 100 分。

2.面试：主要考核专业素养、表达能力及综合素质。

四、转专业工作小组

组长 彭璧玉、陈雄辉

副组长 徐向龙、申云同

成员 经济系主任、金融系主任、国际贸易系主任、工商管理系主任、信息

管理系主任、会计系主任、电子商务系主任、人力资源管理系主任、

学工办主任

工作秘书
徐欣萌

电子邮箱：emjwb@126.com

五、转专业承诺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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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专业承诺书

我自愿申请转入经济与管理学院____________专业学习，郑重承诺

以下内容：

1、我已充分知晓学校、经济与管理学院关于转专业的相关规定；

2、我承诺所提供的个人信息和证明材料均真实有效；

3、我承诺在学校规定的最长毕业时限内完成学业。

4、我承诺如被申请转入专业接收，不会以任何理由放弃转入资格。

以上内容为本人真实意愿表达，愿为其真实性承担相应责任。

学生签名：_____________

日期：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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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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
根 据

该 专

业 最

终 人

数 限

定 名

额

2015-2018 级美

术学院在读本

科生

无违纪记录

该专业总人数最终在 120

人以内

视觉传达 2018 视觉传达、环境设计、数

字媒体各专业总人数最终

不得低于 20 人，不得高于

30 人；产品设计专业总人

数最终不得低于 35 人（该

专业第二学期末按成绩完

成分方向的工作）

环境艺术 2018

产品设计 2018

数字媒体 2018

二、报名材料受理联系人

联系人 欧阳岚

联系电话 85213041

地址 美术学院院楼 C座 303（请交年级学委汇总后上交）

收取材料具体时间 2019 年 3 月 4 日至 3月 11 日

三、考核方案

（一）考核时间及地点：

如符合条件转专业的人数在名额限定以内，则不需要组织考核，如若超出名额

限定，则组织专业术科考试。具体考试时间、考试地点、通过资格审核学生名单将

在学院主页公布，请报名学生特别关注。

（二）考核方式及占比：

总成绩=术科考试（满分 100 分）*0.3 +平均绩点*20*0.7，按总成绩从高分到

低分排名，如出现同分情况，平均绩点高者优先。

（三）考核内容：

术科考试：基础素描或基础色彩 ,时间三小时。

四、转专业工作小组

组长 方少华、余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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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员
罗广、郭维绵、刘子川、程新浩、周耀威、盛恩养、范宝龙

石磊、谢少威、蔡江宇、甘小二、陈翰

工作秘书 欧阳岚、周畅、曾小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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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 15 面向 2018 级学生
平均学分绩点不低于

3.0，无违纪记录

酒店管理 2018 15 面向 2018 级学生
平均学分绩点不低于

3.0，无违纪记录

会展经济

与管理
2018 15 面向 2018 级学生

平均学分绩点不低于

3.0，无违纪记录

旅游管理 2017 15 面向 2017 级学生
平均学分绩点不低于

3.0，无违纪记录

酒店管理 2017 15 面向 2017 级学生
平均学分绩点不低于

3.0，无违纪记录

会展经济

与管理
2017 15 面向 2017 级学生

平均学分绩点不低于

3.0，无违纪记录

二、报名材料受理联系人

联系人 麦源升

联系电话 020-85210862

地址 大学城校区行政楼 B308 旅游管理学院学工办

收取材料具体时间 2019 年 3月 4日至 3月 11日 8:00-12:00,14:30-17:30（节

假日休息）

三、考核方案

（一）考核时间及地点：

具体考核时间：2019 年 3月 12 日至 3月 2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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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核地点：大学城行政楼 B302 会议室

通过资格审核学生名单将在学院主页（网址：stm.scnu.edu.cn）公布，

请报名学生特别关注。

（二）考核方式及占比：

面试，按成绩从高分到低分排名择优接收。

在同等条件下，优先接收院内转专业同学。

（三）考核内容：

面试：综合素质 50分、专业基础知识 50分，共 100 分。

四、转专业工作小组

组长 刘俊 林创家

成员 黄楚文、方远平、李军、吴颖、吕明、秦宁

工作秘书

麦源升

联系电话：020-85210862

电子邮箱：947725158@qq.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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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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 和

2019 级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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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报名材料受理联系人

联系人 陈老师

联系电话 020-39310505

地址 华师大学城校区文 1栋 212

收取材料具体时间 2019 年 3 月 6-11 日

三、考核方案

（一）考核时间及地点：

1.考核时间：

笔试：2019 年 3 月 14 日 10:30-11:30；

面试：2019 年 3 月 14 日 14:00-17:00。

2.考核地点：华师大学城校区文 1栋 208。

（二）考核方式及占比

1.笔试：40% 2.面试：60%

（三）考核内容

1.法律常识； 2.案例分析； 3.热点事件评析。

四、转专业工作小组

组长 孔繁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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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员 张永忠、杨晓生、刘笋、黄立、丛中笑、

周贤日、伍劲松、张芳芳、曹旅宁、莫逊男

工作秘书
陈令耘

电子邮箱：fxy01@scnu.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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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政管理 17 30 16、17 级 参见备注 1
院内转专业接受

人数为 15 人

公 共 事 业

管理
17 30 16、17 级 参见备注 1 同上

管理科学 17 30 16、17 级 参见备注 1 同上

行政管理 18 30 16、17、18 级 参见备注 1 同上

公 共 事 业

管理
18 30 16、17、18 级 参见备注 1 同上

管理科学 18 30 16、17、18 级 参见备注 1 同上

行政管理 19 30 16、17、18 级 参见备注 1 同上

公 共 事 业

管理
19 30 16、17、18 级 参见备注 1 同上

管理科学 19 30 16、17、18 级 参见备注 1 同上

备注 1：接受条件或要求

除符合《华南师范大学全日制本科生转专业实施办法（2017 年修订）》第三条、

第四条外，还需满足以下条件：

1、不存在因违纪而受学校、学院处分现象。

2、凡转入同一年级新专业者，需补修的必修课程学分不得超过 6 学分，否则

转入低年级，转入哪一年级，结合学生的意愿，由各专业考核小组确定。

3、凡申请院内转专业者，只要不存在违纪行为，可以不受条件 2 的限制，且

无需参加各专业的考核，采取由转专业工作小组组长直接审批方式；但是院内 16

级学生不得转入同一级，需转入低年级，转入哪一年级，结合学生的意愿，由各专

业考核小组确定。

二、报名材料受理联系人

联系人 董伟

联系电话 39310319 152614671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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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址 大学城文 3栋公共管理学院办公室

收取材料具体时间 第一轮：3月 4-11 日，第二轮：4月 8-15 日；上班时间接收

三、考核方案

（一）考核时间及地点：

第一轮：3 月 14 日，第二轮：4 月 18 日；转专业考核的具体时间、地点由学

院具体通知到人。

（二）考核方式及占比：

1、采用面试考核方式。由各专业组织考核，考核小组的人数不得少于 3 人。

考核过程需全程录音。2、考核采用百分制。如果申请转入人数超过计划人数，按

照考核分数由高到低予以接收。

（三）考核内容：

包括专业兴趣、专业学习潜力、专业学习基础。

四、转专业工作小组

组长 范冬萍

成员 杨爱平、陈友芳、刘冬梅、赵敏、薛捷、曾令发

工作秘书
董伟

电子邮箱：38698525@qq.com

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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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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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凡是未在新专业被认定必修学分的课程，一律可以认定为新专业选修学分。

（二）本院在读学生转专业获批以后一概不得放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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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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

5
2017 级及以上

年级在校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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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考为理科考生；

3.已经修读的大学课程

中，无不及格记录；

4.对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或者网络工程专业感兴

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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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

网络工程 10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师范）
2018

10
2018 级及以上

年级在校学生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40

网络工程 40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师范）
2019

5
2018 级及以上

年级在校学生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30

网络工程 20

二、报名材料受理联系人

联系人 陈若北

联系电话 020-85211353-116（陈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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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收取材料具体时间 2019 年 3 月 4 日-3 月 11 日 8:30-12:00,14:30-17:30（节假日休息）

三、考核方案

（一）考核时间及地点：

具体考试时间、考核地点以及通过资格审核学生名单将于 2019 年 3 月 12 日-3

月 21 日在计算机学院网站（网址：http://cs.scnu.edu.cn/）公布，请报名学生

关注。

（二）考核方式及占比：

总成绩=笔试（50%）+面试（50%）。按总成绩由高到低择优录取，如出现同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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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况，笔试成绩高者优先。

（三）考核内容：

计算机学科基础素养与培养综合潜质测评。其中：

1、笔试

内容：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师范）和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网络工程均需考核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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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

（1）对申请转入 2017 级学生，需要考核面向对象编程、数据结构等专业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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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参考书目[①②③三选一、④⑤二选一]：

①谭浩强 编著.《C++程序设计（第 3版）》，清华大学出版社。

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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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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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④殷人昆 主编. 《数据结构》（用面向对象方法与 C++语言描述）（第 2版），

清华大学出版社。

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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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 级的学生，需要考核学生程序设计基础知识。

考核内容：①C语言程序设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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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计算机基础知识。试题全部为客观题，

共 100 分。

参考书目[二选一]：

①李含光、郑关胜编著.《C语言程序设计教程》（第 1-5 章），清华大学出版社。

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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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6 章）。

（3）对申请转入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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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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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考核学生专业素养、表达能力及综合素质，共 100 分。

四、转专业工作小组

组长 汤庸 卓雄辉

成员 蒋运承 黄平江 陈卫东 葛红 肖菁 朱定局 陈寅 刘海 沈映珊 陈若北

工作秘书
孙红娜

电子邮箱：1305448358@qq.com

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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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ilto:1305448358@qq.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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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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 1
2017级数学科学学

院学生

无违纪记录

2018 5
2018级数学科学学

院学生

无违纪记录

2019 5
2016-2018 级非数

学科学学院学生

1、高考选考理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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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 5
2017级数学科学学

院学生

无违纪记录

2018 5
2018级数学科学学

院学生

无违纪记录

2019 5
2016-2018 级非数

学科学学院学生

1、高考选考理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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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 5
2017级数学科学学

院学生

无违纪记录

2018 5
2018级数学科学学

院学生

无违纪记录

2019 5
2016-2018 级非数

学科学学院学生

1、高考选考理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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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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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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报名材料受理联系人

联系人 黄冬兰

联系电话 85216658

地址 石牌校区 数学科学学院

收取材料具体时间 3 月 4 日-3 月 11 日 9:00-11:30,15:00-17:00

三、考核方案

（一）考核时间及地点：

2019 年 3 月 14 日；数学科学学院院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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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考核方式及占比：

总成绩=笔试（80%）+面试（20%），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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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考核内容：

（1）笔试：数学分析（一）、解析几何，共计 100 分；

（2）面试：综合素质（50 分）、专业知识（50 分），共计 100 分。

四、转专业工作小组

组长 冯伟贞

成员 陈相光、徐志庭、金华、李乡儒、陈奇斌

工作秘书
黄冬兰

电子邮箱：641812765@qq.com

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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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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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

12

2017 级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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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违纪记录；

4.当年已有一次转专业（全校各

专业）申请的，不予接收；

5.为保证完成学业，转入 2018 级

新专业后补修课程不能够超过 7

个必修学分，否则请选择 2019 级

相关专业。

课 程 名

称、代码

和 学 分

不 相 同

的 课 程

都 必 须

补修。

科学教育（师范） 2018

材料物理 2018

通信工程 2018

5电子信息科学与技术 2018

电子信息工程 2018

物理学(师范) 2019

16

2016 级

2017 级

2018 级

1. 高考选考科目必须为含物理

的理科综合或物理科；

2.无违纪记录；

3.当年已有一次转专业（全校各

专业）申请的，不予接收；

4.为保证完成学业，转入新专业

后课程名称、代码和学分不相同

的课程都必须补修。

科学教育（师范） 2019

材料物理 2019

通信工程 2019

5电子信息科学与技术 2019

电子信息工程 2019

二、报名材料受理联系人

联系人 2018 级年级辅导员

联系电话 020-39310307

地址 大学城理 6栋 410

收取材料时间 2019 年 3 月 4 日-11 日下午 17：00 截止（周六日不接收）

三、考核方案

（一）考核时间及地点



―25―

考核时间：3月 12 日-3 月 21 日（具体时间待定）

考核地点：理 6栋 320

具体考核时间及考核名单将在学院网站 http://physics.scnu.edu.cn/公布，

请报名学生关注。

温馨提示：为了转入学生顺利完成学业，请申请者认真阅读上述转专业基本要

求，与该要求有出入的学生请先咨询再申报。

（二）考核方式及占比

考核方式：面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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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须提供高考各科成绩单和在校成绩单（学校教务系统打印

件）。

录取规则：根据面试考核情况，综合绩点高低和转入新专业后补修必修学分多

少排序，择优录取，额满为止。

（三）考核内容

考核内容：自我介绍、专业认知、专业基础知识、综合素质表现

四、转专业工作小组

组长 组长：唐志列

成员
吴先球、沈强旺、李铭、钟清华、张涵、侯贤华、周新兰、孙旭炜、

蔡寒菁、李染梦

工作秘书
2018 级年级辅导员

电子邮箱：80553539@qq.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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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学与环境学院

一、接收计划

专业 年级 名额 接收对象 接收条件或要求 备注

化学（师范） 2018 20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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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素质、道德情操和敬业要求。

3、平均学分绩点不低于 2.85，且无重修记录。

4、为保证完成学业，除来自材料化学专业及新能源

材料与器件专业的学生，其他转入学生均需从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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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获得转

入资格

学生，

已修读

原专业

课程可

按照学

校规定

进行学

分转换

认定为

公共选

修课；

如果已

修读课

程与申

请转入

大类学

科基础

课名称

相同并

且课程

学分大

于或等

于该大

类学科

基础课

学分，

可以申

请认定

成绩和

学分；

其他已

修读课

程不能

申请从

教务系

统中删

除。

化学（师范） 2017 5

2017 级材

料化学、新

能源材料

与器件专

业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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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素质、道德情操和敬业要

求。

3、平均学分绩点不低于 3.2，且无重修记录。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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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 6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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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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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入新专业后补修课程不超过

8 个学分，否则降级修读。

5、化学、新能源材料与器件专业转入时，无绩点及

其他限制，面试后可直接转入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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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 4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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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物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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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入新专业后补修课程不超过

8 个学分，否则降级修读。

5、化学、新能源材料与器件专业转入时，无绩点及

其他限制，面试后可直接转入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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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 5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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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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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则降级修读。

5、化学、材料化学专业转入时，无绩点及其他限制，

面试后可直接转入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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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 4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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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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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则降级修读。

5、化环学院其他各专业转入时，无绩点及其他限制，

面试后可直接转入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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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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科学 2018 5
2018 级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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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环学院其他各专业转入时，无绩点限制，面试

合格后可以直接进入相应班级就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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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环境科学 2017 2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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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环学院其他各专业转入时，无绩点限制，面试

合格后可以直接进入相应班级就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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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环境工程 2018 5

2018 级各

类专业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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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均学分绩点不低于 2.85，且无重修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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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环学院其他各专业转入时，无绩点限制，面试

合格后可以直接进入相应班级就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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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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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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工程 2017 2

2017 级理

科、工科专

业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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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均绩点 3.0 以上，且无重修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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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环学院其他各专业转入时，无绩点限制，面试

合格后可以直接进入相应班级就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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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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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报名材料受理联系人

联系人 2018 级：卜姝华；2017 级：吴楠；2016 级：张舒瑜

联系电话 卜姝华：15800008948；吴楠：15800013110；张舒瑜：13925055527

地址 广州大学城华南师范大学化学与环境学院理 1-209

收取材料具体时间 2019 年 3 月 4 日-3 月 11 日 8:00-12:00,14:30-17:30（节假日休息）

三、考核方案

（一）考核时间及地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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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e.scnu.edu.cn/）公布，请报名学生特别关注。

（二）考核方式及占比：

面试总成绩（100 分） = 综合素质（50 分)+ 专业知识(50 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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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考核内容：

面试：综合素质（50 分)+ 专业知识(50 分)

四、转专业工作小组

组长 俞英

成员 万日融，石光，陈巧年，舒东，汪朝阳，曾丽璇，马立军，李满霞

工作秘书
卜姝华

电子邮箱：ffsx007@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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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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 6 2016、2017 级学生
1. 高考理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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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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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门的学生，转

入 2019 级就读。

7. 未修读转入专业的必修

课程数≤5 门的学生，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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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 10
2016、2017、2018

级学生

2019 10
2016、2017、2018

级学生

生物技术

2017 2 2016、2017 级学生

2018 2
2016、2017、2018

级学生

2019 5
2016、2017、2018

级学生

生物工程

2017 5 2016、2017 级学生

工学2018 6
2016、2017、2018

级学生

2019 5
2016、2017、2018

级学生

二、报名材料受理联系人

联系人 张 幸 老师

联系电话 020-85217905

地址 生科院 118 室

收取材料具体时间 第一轮：待定； 第二轮：待定。

三、考核方案

（一）考核时间及地点：

待定；生科院 133 室，时间和地点如有变动，以临时电话通知为准。

（二）考核方式及占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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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试，由学院转专业工作小组成员采用匿名方式给出考核成绩，经讨论后根

据综合排名顺序择优录取。

（三）考核内容：

学业情况、专业兴趣、职业规划、思维方式和表达能力等。

四、转专业工作小组

组长 高 峰 副组长 詹清光

成员 肖 智、李雪峰、黄儒强、官党娟、冯翊果、张 幸

工作秘书
张 幸

电子邮箱：ppxzhang@qq.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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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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 6

本院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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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成绩优良，无重修记录；

④为保证完成学业，不允许补修课

程与正常学期课程冲突。

⑤如果申请转入的学生人数过多，

则按经测算后的绩点由高到低排序

确定参加考核的学生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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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一个专业，

不 在专 业间

调剂。

自然地理

与资源环

境

2018 3

人文地理

与城乡规

划

2018 3

地理信息

科学
2018 3

地理科学 2019 6

外院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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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考总分不低于我院相关专业最

低录取线；

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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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④ 学习成绩优良，无重修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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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申请转入的学生人数过多，

则按经测算后的绩点由高到低排序

确定参加考核的学生名单。

自然地理

与资源环

境

2019 3

人文地理

与城乡规

划

2019 3

地理信息

科学
2019 3

二、报名材料受理联系人

联系人 陈敏

联系电话 020-85215910,15521139435

地址 地理科学学院

收取材料具体时间 2018 年 3 月 4 日至 3月 11 日（具体时间待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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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考核方案

（一）考核时间及地点：2019 年 3 月 12 日至 3月 21 日（具体时间待定）。

地点：地理科学学院

（二）考核方式及占比： 笔试 50%+面试 50%。

（三）考核内容：

笔试（闭卷）：地理科学基本概念、原理和应用等相关内容。

面试：（1）对地理科学学院所设专业及课程设置了解情况；（2）学生转入专业后的学习发

展规划；（3）地理学科相关特长与爱好；（4）高中地理基础知识；（5）综合素质考察。

（6）学生前来面试，请自行带上简历。

四、转专业工作小组

组长 刘洪杰

成员 吴祖兴、李卫红、许刘兵、何雪梅、陈霞、冯梓明、陈自英、陈敏

工作秘书

陈敏

联系电话：020-85215910

电子邮箱：chenmiiii@qq.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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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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范与

非师范）

2015

2016 0 不接收

2015 级不接收、2016、17 年级其它专业同学

如需转至本学院的各专业，需降级至 2018 级

重修。

新闻学

传播学

2015

2016 0 不接收

2015 级不接收、2016、17 年级其它专业同学

如需转至本学院的各专业，需降级至 2018 级

重修。

教 育 技 术

学

2017

5

2017 级

教育技术

学（非师

范）

1、只接收 2017 级教育技术学（非师范）转至

教育技术学（师范）专业

2、根据实际情况酌情认定专业课。

教 育 技 术

学 （ 非 师

范）

2017

5

2017 级

教育技术

学（师范）

1、只接收 2017 级教育技术学（师范）转至教

育技术学（非师范）专业

2、根据实际情况酌情认定专业课。

教 育 技 术

学

2018

不限

2016 级、

2017 级、

2018 级

1、无违纪记录。

2、如第一轮转专业申请考核不通过，不得再

申请对相同专业的第二轮申请。

3、上述名额包括学院内部专业之间的转专业

名额。

4、跨系转专业同学原则上须重修本学院各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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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则上只认定为相关选修课的学

分。

5、学院各系内相近专业的转专业情况（教育

技术学师范与非师范互转、新闻学与传播学互

换），根据实际情况酌情认定专业必修课和选

修课。

6、按考核成绩优先录取、低年级优先录取、

高考分数优先录取、专业相近相关性等情况优

先录取。

教育技术

学（非师

范）

2018

不限

2016 级、

2017 级、

2018 级

新闻学 2018

5

2016 级、

2017 级、

2018 级

传播学 2018

15

2016 级、

2017 级、

2018 级

二、报名材料受理联系人

联系人 袁梅梅

联系电话 020-85216757

地址 教信学院 2楼教务室

收取材料具体时间 3月 4日-3 月 11 日 8:00-12:00,14:30-17:30（节假日休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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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考核方案

（一）考核时间及地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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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ite.scnu.edu.cn）公布，请报名学生特别关注。

（二）考核方式及占比：

总成绩=笔试（50%）+面试（5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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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考核内容：

（1）笔试：各转入专业的基础知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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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转专业工作小组

组长 黄慕雄

成员 胡小勇、王莉、刘兢、唐佳希、穆肃、况姗芸、卢昀、陈茵茵

工作秘书 卢昀



―36―

心理学院

一、接收计划

专业
转入

年级
名额 接收对象 报名条件或要求 备注

心理学（师范） 2018 4-5

2017、2018 级非

心理学院学生

1. 符合学校转专业有关规定

的 2017、2018 级学生；

2. 高考为理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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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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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心理学

基地班

不接收

转入学

生应用心理学 2018 4-5

心理学（师范） 2018 10
2018 级心理学

院学生 1.无违纪记录；

2.无重修科目。应用心理学 2018 10

心理学（师范） 2017 5
2017 级心理学

院学生
应用心理学 2017 5

二、报名材料受理联系人

联系人 贾艳蕾、王寅寅

联系电话 85216822

地址 华南师范大学石牌校区心理学院 101 教务室

收取材料具体时间 2019年 3月 4日至 3月 11日 8:00-12:00,14:30-17:30（节假日休息）

三、考核方案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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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sy.scnu.edu.cn/）公布，请报名学生特别关注。

（二）考核方式：

学院根据报名学生情况进行初审，选拔一定比例学生进行面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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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考核内容：

学生综合素质（50 分），心理学基础知识（50 分）

四、转专业工作小组

组长 何先友，刘科荣

成员 刘学兰、叶苑秀、陈俊、田丽丽、贾艳蕾、田良苏、孙广宇、王寅寅

工作秘书
王寅寅

电子邮箱：747697062@qq.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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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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光电信息科

学与工程

2018 5
2015-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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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光电信息科学与工程专业感兴趣的理工

科学生；

3、自入学至 18-19（1）学期的平均绩点 2.8

及以上；修读过“数学分析(含数学分析（1

或Ⅰ）、数学分析（2或Ⅱ）和数学分析（3

或Ⅲ）)”、“高等数学(含高等数学（Ⅰ-1）和

高等数学（Ⅰ-2）)”、“高等数学(含高等数学

（Ⅱ-1）和高等数学（Ⅱ-2）)”或“高等数

学(含高等数学（Ⅲ-1）和高等数学（Ⅲ-2）)”

之一，且所有已修的数学课程的成绩不低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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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 2
2015-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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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光电信息科学与工程专业感兴趣的理工

科学生；

3、自入学至 18-19（1）学期的平均绩点 2.8

及以上；修读过“数学分析(含数学分析（1

或Ⅰ）、数学分析（2或Ⅱ）和数学分析（3

或Ⅲ）)”、“高等数学(含高等数学（Ⅰ-1）和

高等数学（Ⅰ-2）)”、“高等数学(含高等数学

（Ⅱ-1）和高等数学（Ⅱ-2）)”或“高等数

学(含高等数学（Ⅲ-1）和高等数学（Ⅲ-2）)”

之一，且所有已修的数学课程的成绩不低于

80 分。

信息工程 2018 5
2015-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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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信息工程专业感兴趣的理工科学生；

3、自入学至 18-19（1）学期的平均绩点 2.8

及以上；修读过“数学分析(含数学分析（1

或Ⅰ）、数学分析（2或Ⅱ）和数学分析（3

或Ⅲ）)”、“高等数学(含高等数学（Ⅰ-1）和

高等数学（Ⅰ-2）)”、“高等数学(含高等数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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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Ⅱ-1）和高等数学（Ⅱ-2）)”或“高等数

学(含高等数学（Ⅲ-1）和高等数学（Ⅲ-2）)”

之一，且所有已修的数学课程的成绩不低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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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 2
2015-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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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信息工程专业感兴趣的理工科学生；

3、自入学至 18-19（1）学期的平均绩点 2.8

及以上；修读过“数学分析(含数学分析（1

或Ⅰ）、数学分析（2或Ⅱ）和数学分析（3

或Ⅲ）)”、“高等数学(含高等数学（Ⅰ-1）和

高等数学（Ⅰ-2）)”、“高等数学(含高等数学

（Ⅱ-1）和高等数学（Ⅱ-2）)”或“高等数

学(含高等数学（Ⅲ-1）和高等数学（Ⅲ-2）)”

之一，且所有已修的数学课程的成绩不低于

80 分。

二、报名材料受理联系人

联系人 刘忠民

联系电话 39310348

地址 华南师范大学大学城校区理 4栋 223 办公室

收取材料具体时间 19 年 3月 4日-3 月 11 日 8:00-12:00,14:30-17:00（节假日休息）

三、考核方案

（一）考核时间及地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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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考核方式及占比：

总成绩=实验技能考核（30%）+面试（7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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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考核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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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实验技能考核：

内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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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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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专业工作小组

组长 水玲玲

成员 李卫东、王金东、钟丽云、戴峭峰、郭亮、王光辉、张准

工作秘书
刘忠民

电子邮箱：814127309@qq.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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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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6 5

2015 级、2016 级

理工类各专业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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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级、2017 级、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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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 20
2016 级、2017 级

在读学生

软件工程 2018 20
2017 级、2018 级

在读学生

软件工程 2019 10 2018 级在读学生

二、报名材料受理联系人

联系人 郑钰洁（南海校区软件学院）

联系电话 0757-86687822

电子邮箱 69773257@qq.com

地址 南海校区软件学院 404 办公室；

收取材料具体时间 3 月 4 日-3 月 11 日 8:30-12:00、14:30-17:00（节假日休息）

三、考核方案

（一）考核时间及地点：

考核时间、考核地点以及通过资格审核学生名单将于 2018 年 3 月 12 日-3 月

17 日在软件学院主页（网址：http://ss.scnu.edu.cn）公布，请报名学生特别关

注。

（二）考核方式及成绩构成：

总成绩=笔试（50%）+面试（5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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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考核内容：

1、笔试考核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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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对于拟转入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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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郑莉 等 编著. 《C++语言程序设计(第 4版)》，清华大学出版社

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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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 级的学生，考核内容：①C语言程序设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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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计算

机基础知识。试题全部为客观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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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对于拟转入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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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分）

（2）考察学生对软件工程专业的兴趣与学习潜力（2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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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分）

（4）考察学生对软件工程专业及基本专业知识的了解与理解程度。（40 分）

四、转专业工作小组

组长 曾碧卿

成员 潘家辉 王心旭 余松森 梁艳 苏海 李小亚 焦新涛 陈壹华 杨文金

工作秘书 郑钰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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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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 级 10

2018 级学生\ 2017

级学生\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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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文化产业管理专

业具有浓厚兴趣；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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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通过城市文化学院

考核。

1、原则上不接受

2016 级 和 2015

级学生，但是本

人若对本专业有

浓厚兴趣，愿意

根据其专业掌握

程度降低年级入

读并保证完成学

业可以接受；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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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 化 产

业管理
2017 级 5

2017 级学生\ 2016

级学生\2015 级学

生

文 化 产

业管理
2016 级 0

文 化 产

业管理
2015 级 0

二、报名材料受理联系人

联系人 丘小英老师

联系电话 0757-86687976

地址 城市文化学院 202 办公室

收取材料具体时间 2019 年 3 月 4 日至 3月 11 日

三、考核方案

（一）考核时间及地点：

2019 年 3 月 12 日（星期二）城市文化学院三楼会议室

（二）考核方式及占比：

面试（100%）

（三）考核内容：

1、对文化产业管理专业的理解及专业兴趣；（4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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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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专业工作小组

组长 朱鮀华

成员 李建国、方孝坤、邓慧、郭守运

工作秘书 马学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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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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融

学

（中

英合

作）

2016 8

2015 级或 2016

级经济学类或

管理学类本科

专业学生

身体健康、思想积极、对金融学具有浓厚兴

趣且立志在金融经济领域发展的优秀学生：

1、原专业规定已修读课程全部合格且修够

规定的最低学分；

2、大学英语 6 级考试成绩达到 425 分合格

线或雅思总分达到 5.5 分以上或托福成绩

总分不少于 80 分；

3 无违法、违纪记录

4、参加转入专业考核且每门课程总成绩达

到 60 分及以上。

转入 2016 级的学

生如果有赴阿伯

丁大学交流学习

意愿并达到阿伯

丁大学录取条件

的可赴阿伯丁大

学留学完成学业

并获得中外双学

位（留学期间国内

国外学费按照转

入年级的标准执

行）

金融

学

（中

英合

作）

2017 10

2016 级或 2017

级学生，不限专

业

身体健康、思想积极、对金融学具有浓厚兴

趣且立志在金融经济领域发展的优秀学生：

1、原专业规定已修读课程全部合格且修够

规定的最低学分；

2、无违法、违纪记录

3、参加转入专业考核且每门课程总成绩达

到 60 分及以上。

欢迎计划赴阿伯

丁大学留学并获

得中外双学位学

生转入（留学阿伯

丁计划获得双学

位需具备一定的

条件.具体请咨询

材料受理联系人）

金融

学

（中

英合

作）

2018 0 无 不接受

财务

管理
2016 10

2015 级或 2016

级经济学类或

管理学类本科

专业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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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经修完基

础会计/宏观经济学/高等数学课程，原专

业规定已修读课程全部合格且修够原专业

规定相应的学分；

英语和数学成绩

优异者优先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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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务

管理
2017 15

2016 级或 2017

级经济学类或

管理学类本科

专业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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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经修完基

础会计/宏观经济学/高等数学课程，原专

业规定已修读课程全部合格且修够原专业

规定相应的学分；

英语和数学成绩

优异者优先考虑

财务

管理
2018 25

2017 级或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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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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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 30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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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英语和数学成绩

优异者优先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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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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理科背景专业的学生在申请转入本专

业时将优先考虑。

法语 2016 0 无 不接收

法语 2017 2
2017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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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权平均成绩本专业排名前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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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2

级以上。

原则上降级读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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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 2
2018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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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权平均成绩本专业排名前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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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则上降级读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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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报名材料受理联系人

联系人 王学平（负责财务管理专业和法语专业），吴幸莼（负责金融学专业）

联系电话 0757-86687180、0757-866871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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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收取材料具体时间 2018 年 3 月 4 日至 2018 年 3 月 1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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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考核方案

（一）考核时间及地点：

2018 年 3 月 12 日-2018 年 3 月 21 日，第 3-4 周，地点待定

（二）考核方式及占比：

1、金融学专业：

考核成绩=面试 50%+笔试 50%

2、财务管理专业：

考核成绩=面试 70%+笔试 30%

录取规则：考核成绩由高分到低分排序，择优录取，额满为止。

3、法语专业：

学院面试考核小组以及相应的专业老师采用面试的方式进行择优录取。面试用

中、外文（英语、法语）双语进行。学生面试得分将进行排名，由高分到低分按顺

序录取。

（三）考核内容：

1. 金融学专业

1) 面试主要考察基本礼仪及人际沟通和学习能力，时长 30 分钟，其中 15 分钟中

文交流、15 分钟英语交流（成绩各占面试成绩的 50%）

2) 笔试，计划转入本专业 2017 级的学生考试科目为《经济学和管理学综合》；计

划转入本专业 2015 级和 2016 级的学生考试科目两门，分别是《经济学和管理学综

合》（占笔试成绩 50%）《金融学综合（含货币、银行、投资、财务管理）》（占笔试

成绩 50%）。每门课程考试时长均为 120 分钟，试卷及作答均为英文，可携带纸质版

通用英语或英汉双解词典。笔试内容以考察学生的基本知识结构为目的，不指定复

习参考书，不安排考前辅导。

2. 财务管理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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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法语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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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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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转专业工作小组

组长 庄慧娟

成员 曾微雨、马赞军、毛荣坤、梁敏仪、刘春婵

工作秘书

王学平、吴幸莼

联系电话：0757-86687180/0757-86687182

电子邮箱：Arthur@ibc.scnu.edu.cn（财务管理专业和法语专业）

xcwu@ibc.scnu.edu.cn（金融学专业）

五、特殊情况说明

（一）本学院不得转专业的情况，请附相关证明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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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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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业教育学院

一、接收计划

专业 年级 名额 接收对象 接收条件或要求 备注

电子商务

（ 职 业 教

育师范）

2017

级
不限

2016 级学生、2017

级学生

1、热爱中职学校教师教育；

2、无违纪记录、无重修记录；

3、修读过《高等数学 II》；

4、参加职业教育学院组织的

面试，获得通过。

网 络 工

程

（ 职 业 教

育师范）

2017

级
不限

2016 级学生、2017

级学生

1、热爱中职学校教师教育；

2、无违纪记录、无重修记录；

3、修读过《高等数学 I》；

4、参加职业教育学院组织的

面试，获得通过。

教育学（职

业 教 育 师

范）

2018

级
不限

2016 级学生、2017

级学生、2018 级学

生

1、热爱中职学校教师教育；

2、无违纪记录、无重修记录；

2、参加职业教育学院组织的

面试，获得通过。

二、报名材料受理联系人

联系人 包 兰

联系电话 0757-86687324

地址 南海校区综合楼东 A202 职业教育学院教学管理办公室

收取材料具体时间 3月 11 日-13 日

三、考核方案

（一）考核时间及地点：

2019 年 3 月 14 日-15 日，南海校区综合楼四楼职业教育学院会议室

（二）考核方式及占比：

学院组织面试占 100%

（三）考核内容：

1、对专业的了解程度；

2、专业相关特长、兴趣与爱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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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对职教教师教育的认知、基础教育理论等相关知识的考察；

4、综合素质考察。

四、转专业工作小组

组长 陈 伟、 黄佳明

成员 蔡俊兰、李娅玲、何 东、刘大军、左彦鹏

工作秘书 余开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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