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华南农业大学2021年接收本科生转专业工作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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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农学院

农学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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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受降级转专业（学生自愿原则）。

面试
咨询地点：农学院院楼307                                         
时间：2021年2月23日-3月3日                            
联系老师：沈汉洲老师85283797

2021年3月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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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子科学与工程 4

园艺学院

茶学 7 不要挂科，理科优先

免笔试，参加面试
园艺学院109-B，王老师，联系电话：
85288263

建群通知 建群通知设施农业科学与工程 5 不要挂科，只招收理科

园艺 10 不要挂科，只招收理科

兽医学院

动物医学 22 1、不接受高考文科类学生；
2、必修课不及格门数≤2门；
3、接收2020级、201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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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6室，贾老师，办公
电话：38882727

3月10日前，具体笔试
、面试时间另行通知

笔试：兽医科技楼101
报告厅
面试：兽医办公楼302
会议室。

请学生携带校园卡、
身份证参加考核。 

动物药学 8

动物科学学院

动物科学 34
1.2020级必修课不及格门数≤2门，2019
级以上必修课不及格门数≤3门； 
2.2020级转入学生编入2020级，201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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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参加学院的转专业考核，成绩合格；
4.无学科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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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艺嘉老师
办公电话：85281547

转专业考核时间另行
通知。

转专业考核地点另行通
知

蚕学 3

海洋学院

水产养殖学 7

1、参加学院的转专业面试，成绩优良；
2、2020级转入学生编入2020级，2019级
以上（含2019级）做相应降级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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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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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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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绩优良；
2、2020级转入学生编入2020级，2019级
以上（含2019级）做相应降级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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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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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命科学学院 生物科学类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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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级的学生转专业需降级就读，不
接受2018级转专业学生。

面试
生科楼南211室，                      
董老师，办公电话：020-38297700

面试时间另行通知 生科楼南213室

资源环境学院

测绘工程 3
必修课程首次考核无不及格情况；成绩排
名专业前50％；高数Ⅰ≥80、英语Ⅰ≥80
。不接受学生降级就读。

面试

数学与信息学院237室。              
时间：2021年1月25日-3月3日。      
张老师13660280475

面试时间另行通知
面试地点： 资环学院
125会议室

转入学生统一编入
2020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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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一有学习高等数学与计算
机编程课程，不接受学生降级就读。

地点：资环学院123学生工作办公室；
时间：2021年1月25日-3月3日。    
电话：85280291；联系老师：李老师

环境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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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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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态学 3

必修课首次考核无不及格情况。成绩排名
在专业前50%。学科要求：高考为理科生
。转入学生将编入2020级。不接受学生降
级就读。

资源环境科学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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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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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受降级转专业（学生自愿原则）。

面试
咨询地点：资环学院院楼230                                         
时间：2021年2月23日-3月3日                            
联系老师：刘翔老师85286091

2021年3月9日上午9：
00

资环楼2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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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学与风景园林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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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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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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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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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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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册报道时间详见学院网站通知

学院统一安排 学院统一安排

城乡规划（乡村振兴
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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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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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参加学院统一的转专业面试林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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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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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学与风景园林学院

中药资源与开发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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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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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院统一安排野生动物与自然保护
区管理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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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程学院

农业机械化及其自动
化（机电一体化）

9
1、不接收2018级学生；                 
2、接收201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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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年3月7日-3月13
日。另行通知，详见
工程学院官网转专业
通知

工程学院北楼209B注
意：考生请携带学生证
、身份证参加考试。

自动化 14
1、不接收2018级学生；                
2、接收201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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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漆老师 工程北楼211B室           
电话：85285023

工程学院北楼211B注
意：考生请携带学生证
、身份证参加考试。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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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级学生                 
3、接收201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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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程学院北楼211B注
意：考生请携带学生证
、身份证参加考试。

车辆工程 12
1、不接收2018级学生；                  
2、接收201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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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老师 工程北楼210B室                 
电话：85280752

工程学院北楼210B注
意：考生请携带学生证
、身份证参加考试。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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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级学生；                
3、接收201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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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程学院北楼210A注
意：考生请携带学生证
、身份证参加考试。

工业设计 8
1、不接收2018级学生；                      
2、接收201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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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程学院北楼209A注
意：考生请携带学生证
、身份证参加考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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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电子工程学院

电子信息科学与技术 7

1.学生目前在读专业为理工类专业或高考
时为理科考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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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020级学生大学数学1或高等数学1期末
考核成绩不低于80分，2018、2019级学生
大学物理A或大学物理B期末考核成绩不低
于80分。          

面试：主要考核学生数理基本知识、
综合能力。学院将根据原专业成绩及
面试成绩择优录取。

咨询地点：2号楼202室；           
咨询时间：待定；                
联系人：张老师；                
办公电话：85285066                                  
转专业学生QQ群，群号:733202594

根据本科生院具体工
作安排另行通知

根据本科生院具体工作
安排另行通知

1. 各专业接收2018、
201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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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2019级转专
业学生视情况决定是
否降级。                
3、电子信息类工科专 
业、通信工程专业已
于2020年停止招 生，
此专业只招收 2018、
2019级学生， 2019级
学生如视情况需降
级，只能降至 2020级
电子信息工程专业。

光电信息科学与工程 7

电子科学与技术 7

电子信息工程 9

人工智能 3

电子信息类工科（含
电子信息工程、通信
工程专业）

8

食品学院

食品质量与安全 13

1、必修课程首次考核无不及格情况；成

绩排名专业前50％；英语Ⅰ≥70；
2、非理、工、农科学生不能转入；

3、参加学院的转专业考试(面试)，成绩优

良；
4、可接受2018、2019级降级转专业。

面试

王曾惠老师
办公电话：85280265
手机：15017530890
食品学院楼31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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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食品科学与工程 15

1、必修课程首次考核无不及格情况；成
绩排名专业前40％； 
2、参加学院的转专业考试(面试)，成绩
优良；
3、可接受2018、2019级降级转专业。

包装工程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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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接受理、
工、农、医、管理学科生源；具有正常的
辨色能力（即无色盲、色弱现象）；
2、参加学院的转专业考试(面试)，成绩
优良；
3、可接受2018、2019级降级转专业。

生物工程 14

1、必修课程首次考核无不及格情况；成

绩排名专业前60％；

2、参加学院的转专业考试(面试)，成绩优

良；
3、原则上接受降级转专业。



水利与土木工程学院

水利水电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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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级或201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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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水利工程系505室
2月23日－2月26日
刘老师，电话：13430278537
姜老师，电话：13580390827

2021年3月9日
15:00-17:00

教二301     
注意：考生请携带学生
证/校园卡/身份证参加
考试

土木工程 33 笔试+面试

土木工程系206室
2月23日－2月26日
文老师，电话：15815810195
李老师，电话：13570481674

2021年3月9日
15:00-17:00

教二301  
注意：考生请携带学生
证/校园卡/身份证参加
考试

建筑学 14 笔试+面试

37号楼201室
2月23日－2月26日
吴老师，电话：13802524410
陈老师，电话：13380061506

2021年3月9日
15:00-1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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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文与法学学院

历史学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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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级正常转入，2019、2018级降级
转至20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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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室
熊老师：  
85280249

笔试时间：
初定2021年3月7日

面试时间：
初定2021年3月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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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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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汉语言文学 10

法学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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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级正常转入，2019、2018级降级
转至20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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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共管理学院

社会工作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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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级、2018级转入学生需编入2020
级,不接收201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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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室                           
2月22日－3月3日                       
吴老师，办公电话：85283159              
梁老师，办公电话：85283768

2020年3月5日下午
（具体时间请留意学

院网站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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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视当时的疫情决定是
面试还是腾讯视频面
试）

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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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共管理类 71

土地资源管理 9

房地产开发与管理 10



材料与能源学院

木材科学与工程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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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院统一组织面试，面试成绩按专业
统计排名，择优录取。具体面试时间
留意材料与能源学院院网上的通知。

材料与能源学院305，              
张老师，QQ群：564196211（通过转出
学院审核后，加入该群）

无 无

       
注意：考生请携带学
生证、身份证参加面
试

家具设计与工程（索
菲亚班）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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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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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材料化学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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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机化学及基
础化学实验课程者优先；
4、参加学院的转专业面试，成绩优良。 
5、没有色弱、色盲。

应用化学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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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机化学、基
础化学实验课程者优先；
3、 绩点在本专业排名前50%；
4、 参加学院的转专业面试，成绩优良  
5、没有色弱、色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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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加学院的转专业面试，成绩优良；       
4、没有色弱、色盲。

制药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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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没有色弱、色盲。 



经济管理学院

工商管理类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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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沒有重修记录；               
3、申请转入学生大学一年级必修数学课
程；                                
4、接受201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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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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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9                        
2月23日-3日3日；                    

上班时间，                        
陈老师：85287313

1、心理测试：2021-3-7上午9：30-12：00，
地点：经管院楼302机房；                     
2、笔试：2021-3-7  下午14：00—18：00，
地点：经管院楼202室；                         
3、面试：2021-3-8，14：3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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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1：1.5比例参加
笔试和面试。

国际经济与贸易 3

会计学(ACCA班) 15

金融学 6

金融学(CFA班) 35

经济学 3

农林经济管理 4

外国语学院

英语 53

英语：
1.各学期英语期末总评成绩均在85分以
上；绩点3.0以上；
2.转入学生无学科限制，可接收18、19、
20级学生，转入学生编入20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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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须参加学院统一组织心理测试

英语：笔试＋面试（各占50%）：          
【笔试】英语综合水平测试，难度大
致相当于英语专业学生修满两个学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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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评学生思想政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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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心理测试时间：2021
年3月7日（周日）

笔试时间：2021年3月
8日（周一）9:00-
11:00

面试时间：2021年3月
8日（周一）下午

英语笔试地点：第五教
学楼5A116

心理测试、面试具体时
间和地点等安排请务必
留意外国语学院网页通
知。 日语专业学生第二外

语课程语种为英语
（必修）。

注意：考生请携带学
生证、身份证参加考
试

日语 6

日语：
1.无挂科情况
2.有一定日语基础，掌握日语基本语法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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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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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级就读。
4.须参加学院统一组织心理测试

日语：笔试＋面试（各占50%）：                                                                     
根据成绩择优录取最多6人。   
【笔试】笔试成绩前10名进入面试环
节。笔试出题参考范围：《新编日语
》第1册（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与
2020级日语专业“基础日语Ⅰ”第一
学期期末考题型相同。
【面试】考评学生思想政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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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老师15920515851，第五教学
楼5A205

日语笔试地点：
第五教学楼5A205

心理测试、面试具体时
间和地点等安排请务必
留意外国语学院网页通
知。       



艺术学院 

服装设计与工程 2

1. 只招收高考时普通类理工科学生。
2. 第一学期平均绩点3.2以上；必修课
程首次考核无不及格情况；成绩排名专
业前10％。
3. 参加学院的转专业面试，成绩优良
。
4. 不接受降级转专业。

面试+专用考试

1. 请提交个人简历和MBTI性格类型
测试报告。
2. 介绍自己对服装设计与工程专业
的认识。
3. 请带作品集或者特长证明。

按照面试、考试成绩择优录取。

地点：
艺术学院24号楼 209室。
联系人：
马宏林老师
联系电话：13697489255

初定2021年3月8日上
午9:00时

艺术学院24号楼 209
室。

注意事项：请携带制
图工具、学生证、身
份证参加面试。

服装与服饰设计 4

1、只接收高考美术类的学生；                     
2、第一学期平均绩点3.8以上；必修课
程首次考核无不及格情况；成绩排名专
业前10％；                                
3、参加学院的专业考试，择优录取；
4、 参加学院的转专业面试，成绩优
良；
5、 原则上接受学生降级转专业；                       
6、省级比赛获奖者优先录取。

面试+专用考试

1. 请提交个人简历和MBTI性格类型
测试报告。
2. 介绍自己对服装与服饰设计专业
的认识。
3. 请带作品集或者特长证明。

按照面试、考试成绩择优录取。

地点：
艺术学院24号楼 208室。
联系人：
周兮老师13760661485
杨翠钰老师
15013273309

初定2021年3月8日上
午9:00

艺术学院24号楼 208
室。

注意事项：请携带制
图工具、学生证、身
份证参加面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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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加学院的专业考试，择优录取；                     
4、参加学院的转专业面试，成绩优
良；
5、原则上不接受降级转专业；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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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初定2021年3月8日上
午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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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视觉传达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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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加学院的专业考试，择优录取；        
4、参加学院组织的专业面试；
5、原则上不接受降级转专业；                    
6、省级比赛获奖者优先录取

1、专业考试。                   
2、面试： （1）面试学生必须带作
品集（内容包括：摄影、插画、图
形创意、海报、广告、包装等日常
练习和创作，也可以是设计评论或
论文）；（2）专业素养的面试；
（3）学院遴选办法：按照考试成绩
和面试成绩择优录取。

艺术学院 511室
2021年3月2日下午
2:30-5:00
黄老师
13826452143

初定2021年3月9日下
午12:30-15:00

艺术学院24号楼511室
注意事项：请携带学
生证、身份证参加考
试。

环境设计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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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3月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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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动画 5

1、必修课程首次考核允许有1门不及
格；成绩排名专业前50％；转入学生编
入同年级。只能高考美术类招生专业学
生参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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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展示个人创作作品。2、
现场绘制手稿。）

艺术学院楼605室。上班时间。   
辛老师，电话：13560471081

3月8日中午12:30 艺术学院楼605室。       
注意：考生请携带学
生证、身份证参加考
试



数学与信息学院

数学与应用数学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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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学平均分≥80分（包括高等数学
A1和高等数学A2的平均分，或高等数学B1
和高等数学B2的平均分，或大学数学1和
大学数学2的平均分，或高等数学1（经济
类）。对2020级学生只看第一学期的数学
成绩）；
（4）英语平均分≥75分。 
2、参加学院的转专业笔试、面试，择优
录取，2020级转专业的学生编入2020级；
3、2019级转专业的学生原则上要接受降
级处理。

1、方式：笔试、面试。              
2、笔试说明：报名人数（含应数、信
科、统计、统计国际班4个专业）如超
过40人进行笔试，不足40人的不笔试
。笔试内容为数学分析和高等代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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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咨询时间：2020年3月5日；              
联系人：张老师；                   
联系电话：13416186508

3月7-9日，具体另行
通知

数学与信息学院数学系
713

重要提示：请学生在3
月3日前在教务系统中
报名并交表到现就读
学院，我院考核或录
取通知届时将在院网
公布。

信息与计算科学 9

统计学 3 

统计学(国际班) 3

1、学习成绩要求：
(1) 必修课程首次考核无不及格现象
(2) 成绩排名专业前15%            
(3) 数学平均成绩在80分以上    （包括
高等数学A1和高等数学A2的平均分，或高
等数学B1和高等数学B2的平均分，或大学
数学1和大学数学2的平均分，或高等数学
1（经济类）。对2020级学生只看第一学
期的数学成绩）
(4) 英语I要在80分以上
2、参加学院的转专业考试，择优录取，
2020级转专业的学生编入2020级；
3、2019级转专业的学生原则上要转入
2020级。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6 

1、学习成绩要求：
(1) 必修课程首次考核无不及格现象
(2) 成绩排名专业前30%              
(3) 高等数学平均成绩在85分以上（包括
高等数学A1和高等数学A2的平均分，或高
等数学B1和高等数学B2的平均分，或大学
数学1和大学数学2的平均分，或高等数学
1（经济类）。对2020级学生只看第一学
期的数学成绩）       
(4) 英语成绩在80分以上  
2、参加学院的转专业考试
3、2019级转专业的学生原则上要转入
2020级。

1、机试说明
申请转入20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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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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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录取说明
总成绩=机试成绩*50%+面试成绩*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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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5
咨询时间：2021年3月5日
联系人：曹老师
联系电话：85280320-505

3月7日，                  
具体另行通知

另行                 
通知

网络工程 3

数据科学与大数据技
术

3

软件工程[软件学院] 9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国际班)

3

1、学习成绩要求：
(1) 必修课程首次考核无不及格现象
(2) 成绩排名专业前10%            
(3) 高等数学需修读高等数学A，且平均
成绩在85分以上    
(4) 英语I要在80分以上
2、参加学院的转专业考试
3、2019级转专业的学生原则上要转入
2020级。



数学与信息学院 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 18

1、学习成绩要求：
(1) 必修课程首次考核无不及格现象
(2) 成绩排名专业前30%            (3) 
数学课程平均成绩在85分以上（包括高等
数学A1和高等数学A2的平均分，或高等数
学B1和高等数学B2的平均分，或大学数学
1和大学数学2的平均分，或高等数学1
（经济类）。对2020级学生只看第一学期
的数学成绩）       
(4) 英语课程平均成绩在80分以上  
2、参加学院的转专业考试
3、2019级转专业的学生原则上要转入
2020级。

1、机试说明
申请转入20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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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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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录取说明
总成绩=机试成绩*50%+面试成绩*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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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3月5日
联系人：余老师
联系电话：15322073452

3月7日，具体另行通
知

 数学与信息学院楼406
室。                     
注意：考生请携带学生
证、身份证参加面试.

重要提示：请学生在3
月3日前在教务系统中
报名并交表到现就读
学院，我院考核或录
取通知届时将在院网
公布。

国际教育学院

金融学 13
1、必修课程无不及格情况；英语成绩良

好；转入学生编入2020级；

2、参加学院的转专业考试，成绩优良；

3、接受降级转专业。

笔试、面试
第六教学楼318室；工作时间咨询； 
陈老师、魏老师，办公电话：
85280037、85280035

关注学院转专业通知
（国际教育学院院

网：
https://cie.scau.ed

u.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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商管理类(含会计学

、市场营销、人力资
源管理、工商管理专
业)

11



 























2021年各学院转专业工作小组统计表

学院名称 组长 副组长

农学院   马启彬、林轩东

林风学院   张展基、彭昌操    陆永超、林同、何茜

园艺学院      吴振先  

兽医学院      孙永学

动物科学学院      江青艳

资源环境学院      蔡昆争 

海洋学院   辛其兴、秦启伟  

生命科学学院      陈乐天 

工程学院      闫国琦

食品学院      钟青萍  陈晓梅  

水利与土木工程学院 丛沛桐

材料与能源学院      胡传双

数学与信息学院   谢韶锋 、黄琼

电子工程学院      兰玉彬      钱立雄       

经济管理学院      米运生

公共管理学院  史传林、戴育滨 

人文与法学学院    张晖、杨乃良 赵艳萍 肖华

外国语学院  黄国文、 陈文艺

艺术学院      金  憓

植物保护学院      李云锋  

国际教育学院  冯立新、罗军



2021年各学院转专业工作小组统计表

组员

沈汉洲、郭梓亮、冯发强、王小龙、周玉亮

秦新生、高伟、刘小蓓、佘美萱、张巨明、李奕震、林敏慧 

马强，曹藩荣，刘厚诚，黄旭明，方芳，张烨，王剑

易晖、陈建新、马勇江、傅叶琪、陈坤钰、梁雯霏、贾谏

吴银宝、何冬梅、习欠云、安娜、邓小娟、李耀坤、付晓兰、张艺嘉

蔡燕飞、余光伟、邓兰生、舒迎花、包世泰、张瑞

杨慧荣、但学明、赵会宏、苏婉、黄嘉琪、林春余 

王汝干 朱国辉 李发强 文继开 

杨丹彤 贾瑞昌  李庆 吕盛坪 王红军 王慰祖 漆海霞 孙振刚 高锐涛 汪隽

王曾惠、陈忠正、宋明月、黎攀、岳淑丽

韦未、刘远、文建华、吴运江、邵家声

徐正春 陈建 雷炳富  汤日元 孙理超 王磊 刘英菊 董汉武 张声森 简秀梅 陈佳虹 张芳  

方育阗  肖磊  张昕  周裕中  王金凤  余平祥  倪慧娜  黄经纬

汪路勇 李海 刘洪山  刘勇 孙道宗  邓小玲  张君斓

谭莹  王丽萍 陈风波 杨学儒  汪凤桂  陈艳艳 喻美辞 李琴 刘仁和  李鎏、陈洋

周正、杨正喜、武玉坤、刘光盛、朱汉平、徐强、陈玉生、程启军、梁廷君、余祥、吴艳玲  

郑庭义、高列过、苏冠贤、江保国、刘玲娣、傅修海、熊强、陈志容  

詹文理 陈旸 张健 邓飞 张秀娟 毕敏娜 骆乐  

刘红斌、苏镇松、曾智林、赵英姿、李俊良、郑璀颖、黄兰、陈薇薇、辛珏、米平平、马宏林

刘翔、杨哲宇、刘家莉、张彤、王兴民  

赵黎红、郝刚、魏旭娇、陈镠、吴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