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学院 招收专业 招收人数 招收学生条件 考试方式 咨询地点、时间、联系老师 面试时间 面试地点 备注

农学 20

种子科学与工程 8

植物保护学院 植物保护 27
1、无被处分记录；
2、平均绩点2.5以上，每学期挂科不超过2门课；
3、参加学院转专业面试

面试
咨询地点：资环学院院楼230
时间：2022年3月7日-3月18日
联系老师：刘翔老师85286091

面试时间另行通
知

资环楼229

1、面向的学生：高
考选科科目为理科或
化学；
2、考生请带学生证
、身份证参加面试，
面试开始前请交一份
个人简历，内容自定
。

风景园林 6

1、必修课程首次考核无不及格情况，成绩排名专业前
10％，无学科限制；
2、参加学院的转专业考试( 笔试和面试），成绩优
良，并按综合得分从高到低录取；
3、接受降级转专业。

风景园林（国际班） 5

1、必修课程首次考核无不及格情况，成绩排名专业前
10％，大学英语I≥80分，无学科限制；
2、参加学院的转专业考试( 笔试和面试），成绩优
良，并按综合得分从高到低录取；
3、不接受2018级降级转专业。

园林 10

1、必修课程首次考核无不及格情况，成绩排名专业前
50％，无学科限制；
2、参加学院的转专业考试( 笔试和面试），成绩优
良，并按综合得分从高到低录取；
3、接受降级转专业。

城乡规划 4

1、必修课程首次考核无不及格情况，成绩排名专业前
50％，无学科限制；
2、参加学院的转专业考试( 笔试和面试），成绩优
良，并按综合得分从高到低录取
3、接受降级转专业。

城乡规划
（乡村振兴）

2

1、必修课程首次考核无不及格情况，成绩排名专业前
50％，无学科限制；
2、参加学院的转专业考试( 笔试和面试），成绩优
良，并按综合得分从高到低录取；
3、接受降级转专业。

华南农业大学2022年接收本科生转专业工作方案

农学院

1、无被处分记录；
2、平均绩点2.5以上，挂科不超过2门课；
3、接受降级转专业（学生自愿原则）；
4、只接收2020级、2021级学生，且高考科目选考物理
、化学。

面试
咨询地点：农学院院楼307
时间：2022年2月21日-3月4日
联系老师：连帅利老师85283797

2022年3月11日上
午9：00

农学院院楼323室

考生请带学生证、身
份证参加面试，面试
开始前请交一份个人
简历，内容自定。

咨询地点：林学与风景园林学院
609
咨询时间：工作日
8:00-12:00,14:30-17:30
谭老师（85280767）
注册报到时间详见学院网站通知

学院统一安排 学院统一安排

林学与风景园林
学院

参加学院统一的转专业笔试和面试，笔试内容：专业美
术基础（3小时的现场美术基础测试）

咨询地点：林学与风景园林学院
609
咨询时间：工作日
8:00-12:00,14:30-17:30
谭老师（85280767）
注册报到时间详见学院网站通知

学院统一安排 学院统一安排

注意：考生请携带学
生证、身份证、铅笔
、钢笔、彩铅和其它
画图工具参加考试，
画图纸考场提供。

参加学院统一的转专业笔试和面试，笔试内容及要求详
见学院网站通知



森林保护 3

1、必修课程首次考核无不及格情况，无学科限制；
2、参加学院的转专业考试成绩优良，并按综合得分从
高到低录取。
3、接受降级转专业。

林学 9

1、必修课程首次考核无不及格情况，无学科限制；
2、参加学院的转专业考试成绩优良，并按综合得分从
高到低录取；
3、接受降级转专业。

旅游管理 8

1、必修课程首次考核无不及格情况，无学科限制；
2、参加学院的转专业考试成绩优良，并按综合得分从
高到低录取。
3、接受降级转专业。

中药资源与开发 4

1、必修课程首次考核无不及格情况，无学科限制；
2、参加学院的转专业考试成绩优良，并按综合得分从
高到低录取；
3、接受降级转专业。

野生动物与自然保护区
管理

4

1、必修课程首次考核无不及格情况，无学科限制；
2、参加学院的转专业考试成绩优良，并按综合得分从
高到低录取；
3、接受降级转专业。

草业科学 3

1、必修课程首次考核无不及格情况，无学科限制；
2、参加学院的转专业考试成绩优良，并按综合得分从
高到低录取；
3、接受降级转专业。

园艺 10

1、必修课程首次考核无不及格情况；成绩绩点2.5以
上；
2、不接受2019级学生转入；
3、2020，2021级茶学，园艺专业限农科学生转入且
2021级学生高考选考化学科目,2020级不降级。

茶学 14

1、必修课程首次考核无不及格情况；成绩绩点2.5以
上；
2、不接受2019级学生转入。
3、2020，2021级茶学，园艺专业限农科学生转入且
2021级学生高考选考化学科目,2020级不降级

设施农业科学与工程 2

1、必修课程首次考核无不及格情况；成绩绩点2.5以
上；
2、不接受2019级学生转入；
3、2021级学生转设施专业选考物理，2020级学生转设
施修读过大学物理课程及格以上。2020级不降级。

动物医学 20

动物药学 4

参加学院统一的转专业面试

咨询地点：林学与风景园林学院
609
咨询时间：工作日
8:00-12:00,14:30-17:30
谭老师（85280767）
注册报到时间详见学院网站通知

学院统一安排 学院统一安排

园艺学院 参加学院的转专业面试考试，成绩优良。

地点：园艺学院109-B；
时间：开学后2022年3月10日前
上班时间；
联系老师：
王老师，85288263；
刘老师，13631341725

另行通知请考生
关注园艺学院网
站

园艺院楼101-B

林学与风景园林
学院

请学生携带校园卡、
身份证参加考核。

兽医学院

1、2020级：不接受高考文科类学生
2021级：高考首选科目物理或理科类学生；
2、必修课不及格门数≤1门；
3、接收2021级、2020级学生转专业；
4、参加学院的转专业考核（笔试、面试），成绩优良
。

1、笔试：生物、化学等基础知识。
2、以笔试成绩（30%）、平均学分绩点（50%）、大学英
语成绩（20%）折算，按排名先后，以1:1.5的人数比例
进入面试。
3、按面试成绩排名，各专业择优录取。

兽医学院办公楼304室
贾老师
办公电话：38882727

2022年3月13日
前，具体笔试、
面试时间另行通
知。

另行通知



动物科学 31

蚕学 4

水产养殖学 7
1、参加学院的转专业面试，面试成绩不低于85；
2、2021级转入学生编入2021级，2020级以上（含2020
级）降级转至2021级。

面试主要考核学生综合知识和专业素养，学院根据拟转
入学生成绩排名情况择优录取，低于85分不录取。

转入学生应已修读或
补修水产养殖学专业
人才培养方案（2020
版）中规定的必修课
程。

海洋科学 5
1、参加学院的转专业面试，面试成绩不低于85；
2、2021级转入学生编入2021级，2020级以上（含2020
级）降级转至2021级。

面试主要考核学生综合知识和专业素养，学院根据拟转
入学生成绩排名情况择优录取，低于85分不录取。

转入学生应已修读或
补修海洋科学专业人
才培养方案（2020
版）中规定的必修课
程。

测绘工程 3
必修课首次考核无不及格情况。成绩排名专业前50％。
学科要求：高考为理科生。大一有学习高等数学与计算
机编程课程，相近专业优先。不接受学生降级就读。

地理信息科学 5
必修课首次考核无不及格情况。成绩排名专业前50％。
学科要求：高考为理科生。大一有学习高等数学与计算
机编程课程，相近专业优先。不接受学生降级就读。

环境工程 4
必修课首次考核无不及格情况。成绩排名专业前50％。
学科要求：高考为理科生，相近专业优先。不接受学生
降级就读。

环境科学 3
必修课首次考核无不及格情况。成绩排名专业前50％。
学科要求：高考为理科生，相近专业优先。不接受学生
降级就读。

环境科学（国际班） 2
必修课首次考核无不及格情况。成绩排名专业前50％，
英语Ⅰ≥85。学科要求：高考为理科生，相近专业优先
。不接受学生降级就读。

农业资源与环境 3
必修课首次考核无不及格情况。成绩排名专业前50％。
学科要求：高考为理科生。不接受学生降级就读。

生态学 3
必修课首次考核无不及格情况。成绩排名专业前50％。
学科要求：高考为理科生。不接受学生降级就读。

动物科学学院

1、2021级必修课不及格门数≤2门，2020级以上必修课
不及格门数≤3门；
2、参加学院的转专业考核，成绩合格。

转专业考核含心理素质测试和面试两个部分。面试内容
包括：专业背景知识、个人综合能力等。
学院根据拟转入学生成绩排名情况择优录取。

动科温氏楼102
付晓兰老师
办公电话：85280273
动科温氏楼209
安娜老师
办公电话：85281547

心理素质测试：3
月14日（周一）
下午15:00;
面试：3月15日
（周二）上午
8:30。

动科温氏楼105会
议室。
注意：考生请携带
学生证、身份证参
加考核。

1、2021级转入学生
编入2021级，2020级
以上视转入专业人才
培养方案完成情况做
相应降级处理；
2、无学科限制

转入学生统一编入
2021级，不接受学生
降级就读。

海洋学院
第一教学大楼海洋学院208
黄老师87577543
请于工作时间联系咨询

面试时间另行通
知

面试地点另行通知
。
注意：考生请携带
学生证、身份证参
加面试

资源环境学院 面试

地点：资环学院123学生工作办
公室；
时间：2022年1月4日-2月28日。
电话：85280291；
联系老师：钟老师

面试时间另行通
知

面试地点： 资环
学院125会议室



水利水电工程 14

1、无被处分记录；
2、学生原专业成绩及排名作为择优录取条件；
3、参加学院的转专业面试，成绩优良，择优录取；
4、只接受2020级转专业

面试

水利工程系教二505室
2022年3月1日－3月4日
刘老师，电话：13430278537
姜老师，电话：13580390827

2022年3月15日
9:30-11:30

教二505
注意：考生请携带
学生证/校园卡/身
份证参加面试

土木工程 25

1、无被处分记录；
2、学生原专业成绩及排名作为择优录取条件；
3、参加学院的转专业面试，成绩优良，择优录取；
4、只接受2020级转专业

面试

土木工程系36号楼206室
2022年3月1日－3月4日
张老师，电话：13922426657
李老师，电话：13570481674

2022年3月15日
9:30-11:30

36号楼206室
注意：考生请携带
学生证/校园卡/身
份证参加面试

建筑学 9

1、无被处分记录；
2、学生原专业成绩及排名作为择优录取条件；
3、参加学院的转专业考试（笔试、面试），成绩优
良，择优录取；
4、接受2020级或2019级学生转专业，有需要接受降级
转专业（学生自愿原则）

笔试+面试

建筑学系37号楼201室
2022年3月1日－3月4日
闫老师，电话：13808876969
陈老师，电话：13380061506

2022年3月15日
9:30-11:30

37号楼201室，
注意：考生请携带
学生证/校园卡/身
份证，2把42cm三
角尺，彩笔若干参
加考试

农业机械化及其自动化
(机电一体化)

4
1、不接收2019级学生；
2、接收2020级学生，根据学生掌握的专业基础知识情
况，以确定是否降级接收。

面试：考查学生心理素质、思想品德和专业综合运用能
力等方面。

贾老师
工程北楼209B室
电话：85285036

机器人工程 9

1、必修课程首次考核无不及格情况；成绩排名专业前
40％；
2、不接收2019级学生；
3、接收2020级学生，根据学生掌握的专业基础知识情
况，以确定是否降级接收。

面试：考查学生心理素质、思想品德和专业综合运用能
力等方面。

孙老师、漆老师
工程北楼211B室
电话：85285023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10

1、必修课程首次考核无不及格情况；成绩排名专业前
40％；
2、不接收2019级学生；
3、接收2020级学生，根据学生掌握的专业基础知识情
况，以确定是否降级接收。

面试：考查学生心理素质、思想品德和专业综合运用能
力等方面。

孙老师、漆老师
工程北楼211B室
电话：85285023

车辆工程 10

1、不接收2019级学生；
2、接收2020级学生，根据学生掌握的专业基础知识情
况，以确定是否降级接收；
3、必修课程首次考核无不及格情况；成绩排名专业前
50％。

面试：考查学生心理素质、思想品德和专业综合运用能
力等方面。

李老师
工程北楼210B室
电话：85280752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
化

9

1、必修课程首次考核无不及格情况，成绩排名专业前
40％；
2、不接收2019级学生；
3、接收2020级学生，根据学生掌握的专业基础知识情
况，以确定是否降级接收。

面试：考查学生心理素质、思想品德和专业综合运用能
力等方面。

王老师
工程北楼210A室
电话：85280632

工业设计 7

1、必修课程考核无不及格情况；
2、不接收2019级学生；
3、接收2020级学生，根据学生掌握的专业基础知识情
况，以确定是否降级接收。

面试：考查学生心理素质、思想品德和专业综合运用能
力等方面。

汪老师
工程北楼209A室
电话：85285035

水利与土木工程
学院

工程学院

2022年3月11日－
3月16日
学院组织考核。
具体日期请关注
工程学院官网转
专业通知。

面试在各专业系办
（工程院楼北楼二
楼），考生请携带
学生证、身份证参
加考试。

学生在2022年3月7日
-3月9日12：00前报
名。申请工业设计专
业的考生，面试时须
提交一幅手绘作品
（题目自拟）。



生物技术 11

生物科学 9

食品质量与安全 9

1、必修课程首次考核无不及格情况；成绩排名专业前
40％；英语Ⅰ≥70；
2、非理、工、农、管理类学科学生不能转入；具有正
常的辨色能力（即无色盲、色弱现象）；
3、参加学院的转专业考核，成绩优良；
4、可接受2019、2020级降级转专业；
5、2021级学生的高考选考科目为化学或生物。

食品科学与工程 11

1、必修课程首次考核无不及格情况；成绩排名专业前
40％；
2、非理、工、农科学生不能转入；具有正常的辨色能
力（即无色盲、色弱现象）；
3、参加学院的转专业考核，成绩优良；
4、可接受2019、2020级降级转专业。

包装工程 7

1、必修课程首次考核无不及格情况；综合测评成绩排
名专业前80％；
2、可接受理、工、农、医、管理类、设计类学科生
源；具有正常的辨色能力（即无色盲、色弱现象）；
3、参加学院的转专业考核，成绩优良；
4、可接受2019、2020级降级转专业。

生物工程 13

1、必修课程首次考核无不及格情况；成绩排名专业前
60％；
2、非理、工、农科学生不能转入；具有正常的辨色能
力（即无色盲、色弱现象）；
3、参加学院的转专业考核，成绩优良；
4、可接受2019级、2020级降级转专业；
5、2021级学生的高考选考科目为生物。

电子信息科学与技术 5

光电信息科学与工程 5

电子科学与技术 5

电子信息工程 6

人工智能 5

食品学院 面试

宋政老师
办公电话：852803762
手机：13889904968
食品学院楼310室

详见食品学院网
站通知

详见食品学院网站
通知。
注意：考生请携带
学生证、身份证参
加考试

生命科学学院

1、必修课程首次考核无不及格情况；成绩排名专业前
60％；
2、参加学院的转专业面试；
3、2021级的学生转专业需高考化学科目；
4、2020级的学生转专业需为高考理科生，且降级就
读，不接受2019级转专业学生。

面试
生科楼南208室
梁老师
办公电话：020-38297710

面试时间另行通
知

生科楼南213室
注意：考生请携带
学生证、身份证参
加考试

1、各专业接收2019
、2020级学生总人数
均不超过本专业招收
人数的40%，其中本
学院学生人数不超过
3人。
2、2019、2020级转
专业学生视情况决定
是否降级。
3、申请转入2019级
电子信息工程专业的
学生，第六学期只能
跟2019级电子信息类
工科（大类）专业修
读，第七学期才分流
至电子信息工程专业
。

电子工程学院

1、学生目前在读专业属理工科，且高考有选考物理科
目。
2、必修课程首次考核无不及格情况，绩点排名位于专
业前40%。
3、2021级学生大学数学1或高等数学1期末考核成绩不
低于85分；2019、2020级学生大学物理A或大学物理B期
末考核成绩不低于85分、
4.因培养方案设置等原因，大一上学期未修大学数学或
高等数学、大二上学期未修大学物理的学生，高考数学
（大一学生）成绩或高考物理（大二及以上年级学生）
成绩不低于85分（均按百分制折算）。

面试：主要考核学生数理基本知识、综合能力等。
学院将根据原专业加权平均成绩及面试成绩（各占50%）
择优录取。

咨询地点：2号楼202室
咨询时间：工作日上午8:00-
12:00，下午2:30-5:30
转专业咨询群：756761242
联系人：张老师
办公电话：85285066

2022年3月11日
-3月16日（具体
时间另行通知）

另行通知



材料化学 2

1、必修课程首次考核无不及格情况；
2、绩点在本专业排名前50%；
3、修过无机及分析化学、基础化学实验课程者优先；
4、高考选考科目含有化学者优先；
5、参加学院的转专业面试，成绩优良；
6、没有色弱、色盲；
7、原则上不接收降级转专业。

材料科学与工程 8

1、必修课程首次考核无不及格情况；
2、 绩点在本专业排名前50%；
3、高考选考科目含有化学者优先；
4、参加学院的转专业面试，成绩优良；
5、没有色弱、色盲。

家具设计与工程
(索菲亚班)

9

1、必修课程首次考核无不及格情况；
2、成绩排名专业前50%；
3、转入后编入相应年级；
4、选择索菲亚班有美术基础优先，建议带作品参加面
试；
5、原则上不接收降级转专业；
6、没有色弱、色盲。

木材科学与工程 9

1、必修课程首次考核无不及格情况；
2、成绩排名专业前50%；
3、转入后编入相应年级；
4、原则上不接收降级转专业；
5、没有色弱、色盲。

能源与环境系统工程 5

1、必修课程首次考核无不及格情况：成绩排名专业前
50%；转入学生编入相应的年级；
2、参加学院的转专业面试，成绩优良；
3、原则上不接收降级转专业。

应用化学 10

1、必修课程首次考核无不及格情况；
2、修过无机及分析化学、基础化学实验课程者优先；
3、高考选考科目含有化学者优先；
4、绩点在本专业排名前50%；
5、参加学院的转专业面试，成绩优良；
6、没有色弱、色盲；
7、原则上不接收降级转专业。

制药工程 6

1、必修课程首次考核无不及格情况：成绩排名专业前
50%；转入学生编入相应的年级；
2、参加学院的转专业面试，成绩优良；
3、没有色弱、色盲；
4、高考选考科目含有化学者优先；
5、原则上不接收降级转专业。

材料与能源学院
学院统一组织面试，面试成绩按专业统计排名，择优录
取。

材料与能源学院305，张老师，
QQ群：538272522（通过转出学
院审核后，加入该群）

具体面试时间留
意材料与能源学
院院网上的通知
。

具体面试地点留意
材料与能源学院院
网上的通知。

 
注意：考生请携带学
生证、身份证参加面
试



数学与应用数学 8

信息与计算科学 12

统计学 4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9

数据科学与大数据
技术

3

软件工程
[软件]

12

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 8

大数据管理与应用 8

数学与信息学院

1、学习成绩要求：
(1)必修课程首次考核无不及格情况；
(2)成绩排名专业前15%；
(3)数学课程平均成绩≥80分，数学课程是指高等数学A
或高等数学B或大学数学或高等数学（经济类）；对
2021级学生只取第一学期的数学成绩；
(4)英语平均成绩≥75分。
2、参加学院的转专业考试，择优录取；
3、转入学生编入接收专业2021级。

1、方式：笔试和面试。
2、笔试说明：报名人数（含数学与应用数学、信息与计
算科学、统计学3个专业）如超过40人进行笔试，不足40
人直接面试。笔试科目为数学分析和高等代数。
科目1：数学分析
教材：数学分析（上册）
作者：华东师范大学数学科学学院
出版社：高等教育出版社
ISBN：9787040506945
科目2：高等代数
教材：高等代数
作者： 北京大学数学系
出版社：高等教育出版社
ISBN：9787040507331
3、面试说明：如果进行笔试，则笔试合格，按笔试成绩
排名前“接收人数*1.2”进入面试；如果不进行笔试，
则所有报名者进入面试。
4、录取说明：如果进行笔试，则总成绩=笔试成绩*50%+
面试成绩*50%，总成绩合格者，按总成绩从高到低录取
。如果不进行笔试，则根据面试成绩确定总成绩，总成
绩合格者，按总成绩从高到低录取。

咨询地点：数学与信息学院楼西
数学系714
咨询时间：2022年3月7日
联系人：李老师
联系电话：13826096462

2022年3月13日，
具体时间另行通
知

另行通知

1、学习成绩要求：
(1) 必修课程首次考核无不及格情况；
(2) 成绩排名专业前30%；
(3) 数学课程平均成绩≥85分，数学课程是指高等数学
A或高等数学B或大学数学或高等数学（经济类）或数学
分析。对2021级学生只取第一学期的数学成绩；
(4) 英语平均成绩≥80分；
2、参加学院的转专业考试，择优录取；
3、转入学生编入接收专业2021级。

1、方式：机试和面试。
2、机试说明
申请转入2021级的学生：
科目：高级语言程序设计
形式：机试
教材：C语言程序设计教程
作者：肖磊 陈湘骥
出版社：中国农业出版社
ISBN：978-7-109-20509-3
3、面试说明
笔试合格，按机试成绩排名前“接收人数*1.2”进入面
试。
4、录取说明
总成绩=机试成绩*50%+面试成绩*50%
总成绩合格者按总成绩从高到低录取。

咨询地点：数学与信息学院515
咨询时间：2022年3月7日
联系人：陈老师
联系电话：13380057210

2022年3月13日，
具体另行通知

另行通知

1、学习成绩要求：
(1) 必修课程首次考核无不及格情况；
(2) 成绩排名专业前30%；
(3) 数学课程平均成绩≥85分，数学课程是指高等数学
A、高等数学B、大学数学或高等数学（经济类）。对
2021级学生只取第一学期的数学成绩；
(4) 英语平均成绩≥80分；
2、参加学院的转专业考试，择优录取；
3、转入学生编入接收专业2021级。

1、方式：笔试和面试。
2、笔试说明：报名人数（含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大数
据管理与应用2个专业）如超过20人进行笔试，不足20人
的直接进入面试。
科目：管理学
形式：闭卷考试
教材：管理学
出版社：高等教育出版社
ISBN：978-7-04-045832-9
3、面试说明：如果进行笔试，则笔试合格，按笔试成绩
排名前“接收人数*1.2”进入面试。
4、录取说明：如果进行笔试，则总成绩=笔试成绩*50%+
面试成绩*50%，总成绩合格者，按总成绩从高到低录取
。如果不进行笔试，则根据面试成绩确定总成绩，总成
绩合格者，按总成绩从高到低录取。

咨询地点：数学与信息学院楼
403室。
咨询时间：2022年3月7日
联系人：余老师
联系电话：15322073452

2022年3月13日，
具体另行通知

 另行通知



英语 44

1、各学期英语期末总评成绩的平均分在85分以上（含
85分）；绩点3.0以上；
2、转入学生无学科限制，可接收19、20、21级学生，
转入学生编入2021级；
3、 参加外国语学院的转专业考试( 笔试和面试)，成
绩优良。考试成绩不合格者不予录取。

笔试＋面试。
笔试为英语综合水平测试，难度大致相当于英语专业学
生修满一个学期时应达到的水平；测评学生阅读、写作
、语法、词汇、综合运用及基础英语文化知识。
面试测评学生的英语听说能力和一般口头交流能力，考
察学生英语表达的准确性、得体性和流利程度，同时评
判学生对语法、句式的掌握程度和发音准确性。英语专
业面试包括一般性问题4-5个。学院在笔试、面试基础上
择优录取。

英语：邓老师13798019546

笔试时间：2022
年3月12日（周
六）9:00-11:00

面试时间：2022
年3月12日（周
六）14：00-17：
30。

英语：教5A116
（笔试）；教五
A607（面试）
注意：考生请携带
学生证、身份证参
加考试

日语 4

1、必修课程首次考核无不及格情况；
2、有一定日语基础，掌握日语基本语法、至少掌握
1500个日语基本词汇，掌握日常生活中常用会话，能够
阅读及书写简单的文章。
3、原则上转入学生编入2021级；通过N1级新日本语能
力考试的学生，经系部综合判断可申请进入2020级就读
。
4、高考外语语种为英语

日语：笔试＋面试：
根据成绩择优录取最多4人。
【笔试】笔试成绩70分以上者进入面试环节。笔试出题
参考范围：《新编日语》第1、2册。
【面试】：综合测评学生的日语理解能力、语音面貌、
与日本相关的知识背景。

日语：赵老师18802006524
第五教学楼5A204

笔试时间：2022
年3月12日（周
六）9:00-11:00

面试时间：2022
年3月12日（周
六）14：00-17：
30。

第五教学楼5A204
注意：考生请携带
学生证、身份证参
加考试

根据人才培养方案，
日语专业第二外语为
英语。

工商管理类 10

国际经济与贸易 3

会计学 1

会计学(ACCA班) 8

金融学 1

金融学(CFA班) 9

经济学 3

农林经济管理 2

外国语学院

经济管理学院

1、自然科学类专业的学生不低于80%，人文社科类专业
的学生不高于20%；                        2、申请
转专业的学生平均学分绩点不低于3.2，且已修课程首
次考核无不及格情况；
3、申请转入学生已修课程必修数学；
4、接受2020级学生转专业；
5、参加学院的心理测试；
6、参加学院的转专业考试(笔试和面试)，成绩优良；
7、所有转入学生编入2021级。

笔试内容：
一、专业课：
 1、管理学原理（参考教材：《管理学》，斯蒂芬.P.罗
宾斯主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微观经济学（参考教材：《西方经济学（微观部
分）》，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教材，高等教
育出版社）
两科成绩各占50%。
二、基础课：
高等数学（参考教材：《高等数学》（经、管类）郭军
、房少梅总主编，科学出版社）

经管院楼308
2022年3月7日-3月9日
上班时间
倪老师：85280215

1、心理测试：
2022-3-11晚上
19：00-20：00，
地点：经管院楼
302机房；
2、笔试：2022-
3-12  下午8：00
—12：30，地
点：经管院楼202
室；
3、面试：2022-
3-14，14：30—
17：30，经管院
楼602室。

注意：
1、考生请携带学生
证、身份证参加考试
。
2、金融学(CFA方向)
、会计学(ACCA方向)
的专业介绍详见学院
网页；        3、
所有经有效报名并通
过转专业报名资格审
核的学生可参加笔
试，根据笔试成绩按
1：1.5的比例进入面
试。



社会工作 16

公共管理类 64

土地资源管理 8

房地产开发与管理 6

历史学 9

汉语言文学 22

法学 30

1、必修课不及格门数≤1门，最低绩点要求：3.2； 2
、依据原专业绩点，结合在申报转入专业方面的特长与
潜力，择优录取；
3、具有较强的学习能力、良好的沟通与表达能力；
4、参加学院的转专业考试（笔试、面试），成绩优
良；
5、2021级正常转入，2020、2019级降级转至2021级。

笔试：基础知识。笔试后按1:1.5比例进入面试。
面试：综合素质考核。
学院根据拟转入学生成绩排名情况择优录取，学生成绩
绩点占60%，笔试成绩占20%，面试成绩占20%。

产品设计 5

1、必修课程首次考核无不及格情况；
2、只接收高考美术类的学生；
3、参加学院的转专业面试，择优录取；
4、原则上不接受降级转专业；
5、省级比赛获奖者优先录取。

面试：
（1） 请提交个人简历。
（2） 介绍自己对产品设计专业的认识。
（3） 如有作品集或者特长证明请一并带来。
（4）学院遴选办法：按照面试成绩择优录取。

地点：
艺术学院24号楼504室。
联系人：
郑老师，13711529426
薛老师，13710897176

初定2022年3月1
日（周二上午9
点）

艺术学院24号楼
504室。

注意事项：请携带学
生证、身份证参加面
试。

动画 5

1、必修课程首次考核允许有1门不及格；成绩排名专业
80％；限美术考生。
2、参加学院的转专业考试( 面试)，成绩优良。
3、接受降级转专业。

面试（带作品）
艺术学院605
辛老师
办公电话：13560471081

初定3月1日中午
13：00

艺术学院605室。
注意：考生请携带
学生证、身份证参
加考试

服装与服饰设计 4

1、必修课程首次考核无不及格情况,只接收高考美术类
的学生；
2、符合学校本科生申请转专业的基本条件，关于转专
业的基本情况。
3、具有一定的绘画基础和设计基础，参加学院的转专
业考试( 笔试和面试)，成绩优良。

 1、笔试：按照要求完成一系列设计效果图及款式结构
图。
 2、面试。

杨老师：15013273309 学院统一安排
考试地点：学院办
公室。

环境设计 5

1、必修课程首次考核无不及格情况；且只接受高考美
术类招生的学生。
2、参加学院转专业考试及面试，成绩优良；
3、具有较强的学习能力，以及良好的沟通与表达能
力；
4、原则上接受降级转专业。

1、专业考试：
相关专业设计考试，绘制空间效果图。
2、面试：
（1）面试必须提交个人简历；（2）介绍自己对环境设
计专业的认识；（3）面试请携带设计作品集
3、按考试及面试成绩排名遴选，择优录取面试成绩不及
格者不予考虑

地点：
艺术学院24号楼 510室。
联系人：
冯老师 15899971670

初定2022年3月12
日上午9:00——
11:30

艺术学院   510室
环境设计系办公室

注意：考生请携带学
生证、身份证参加考
试

公共管理学院

1、公共必修课程考核无不及格情况；
2、成绩排名专业前50％或平均绩点3.0以上；
3、高数Ⅰ或文科数学≥60、英语Ⅰ≥60；
4、2020级、2019级转入学生需编入2021级,不接收2018
级转专业学生。
5、参加学院的转专业面试及心理测试。

综合面试        心理测试

公共管理学院17号楼115室
2022年2月21日－3月6日
吴老师
办公电话：85283159；
徐老师、周老师
办公电话：85287573。

1、2022年3月11
日上午9:00-
11:00心理测试，
地点：17号楼四
缕会议室，请
8:30报到；
2、2022年3月14
日下午15:00面
试，地点：17号
楼208，请14:30
报到。

公共管理学院17楼
208室
注意：考生请携带
学生证、身份证参
加考试。

21级大类专业在第三
学期进行专业分流，
具体细则请参照《公
共管理学院本科生专
业分流暂行办法》。

笔试结束后，将按招
收人数1:1.5 的比例
确定面试人员，名单
将在笔试后第二天在
人文学院网页公布，
请考生自行查看，如
有缺考，则视为弃权
。
为了不影响学生上
课，需提前在系统审
核资料，请学生在教
务系统报名，报名时
填写清楚现在使用的
电话号码，不接收过
期补报者。具体请关
注人文学院网页转专
业通知。

艺术学院

人文与法学学院

1、必修课不及格门数≤1门，最低绩点要求：3.0；  2
、依据原专业绩点，结合在申报转入专业方面的特长与
潜力，择优录取；
3、具有较强的学习能力、良好的沟通与表达能力； 4
、参加学院的转专业面试，成绩优良；
5、2021级正常转入，2020、2019级降级转至2021级。

面试：综合素质考核。
学院根据拟转入学生成绩排名情况择优录取，学生成绩
绩点占70%，面试成绩占30%。

人文与法学学院7号楼206室
陈老师
85280250

笔试时间：
初定2022年3月11
日

面试时间：
初定2022年3月14
日

人文与法学学院7
号楼101室。
注意：考生请携带
学生证、身份证参
加考试



金融学（国际班） 15

工商管理类(国际班) 15

国际教育学院

1、必修课程无不及格情况；英语成绩良好；转入学生
编入2021级；
2、参加学院的转专业考试，成绩优良；
3、接受2019、2020级降级转专业。

笔试、面试

第六教学楼320室；
工作时间咨询；
陈老师、魏老师
办公电话：85280305

关注学院转专业
通知（国际教育
学院院网：
https://cie.sca
u.edu.cn/、公众
号：SCAU-CIE）

关注学院转专业通
知（国际教育学院
院网：
https://cie.scau
.edu.cn/、公众
号：SCAU-CI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