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教务处[2018]99 号 

 

湖南女子学院关于 2018-2019 学年 

第一学期转专业方案及计划数的公示 
 

根据《湖南女子学院普通全日制学生转专业管理办法》
（湘女院通字〔2017〕123 号）要求，现将各相关系部上报
的转专业方案进行汇总并整理后进行公示，公示期为 2018
年 12 月 25 日至 31 日，符合转专业条件的学生可以根据各
专业方案进行报名等相关工作。 
 

附件： 
1.经济与管理系 2018-2019学年第一学期本科生转专业

方案 
2.教育与法学系 2018-2019学年第一学期本科生转专业

方案 
3.文学与传媒系 2018-2019学年第一学期本科生转专业

方案 
4.艺术设计系 2018-2019学年第一学期本科生转专业方

案 
5.外语系 2018-2019 学年第一学期本科生转专业方案 
6.信息技术系 2018-2019学年第一学期本科生转专业方

案 
7.会计系 2018-2019 年第一学期学生转专业方案 
8.旅游系 2018-2019 学年第一学期本科生转专业方案 

 
教务处 

2018 年 12 月 25日 



附件 1： 

经济与管理系 2018-2019 学年第一学期 
本科生转专业方案 

根据《湖南女子学院普通全日制转专业管理办法》（湘
女院通字【2017】123 号）文件，经济与管理系特做出以下
转专业方案。 

一、成立转专业领导小组 
小组成员由向延平、林运清、樊珍云、刘安长组成，负

责学校转专业政策的解释、系专业方案的指导、系转专业措
施的决策与转专业名单的终审。 

二、成立转专业执行小组 
小组成员由王雪羽、吴泽宇、黄灵芝组成，负责转专业

文件宣传、转专业申请书的收集与资格初审、转专业名单的
成绩再审以及转专业名单的公示与上报。 

三、经济与管理系 2018 年转专业具体安排： 
1．规划并报教务处； 
2．1 月 6-15 日，系里做好转专业工作的宣传，并受理

转专业的申请； 
3．1 月 16 日-17 日，系里做好转专业申请的资格初审

工作； 
4．1 月 18-25 日，系里对转专业名单进行成绩再审； 
5．3 月 3日-5日，系里对转专业名单进行资格终审； 
6．3 月 6日-12日，系里对转专业名单进行公示； 
7．3 月 13 日，系里将转专业名单报给教务处与相关系

部。 
四、学生转专业情况汇总表 
专  业 年级 允许转出数 允许转入数 

国际经济与贸易 2017 8 / 

市场营销 2017 8 / 

物流管理 2017 7 / 

人力资源管理 2017 8 / 

国际经济与贸易 2018 8 / 

市场营销 2018 8 / 

物流管理 2018 7 / 

人力资源管理 2018 8 / 

注：该表及对申请专业调整的学生的要求和测试方案一并上

报教务处。“/”表示不限数量。 



附件 2： 

教育与法学系 2018-2019 学年第一学期 

本科生转专业方案 
 

根据《湖南女子学院普通全日制学生转专业管理办法》
（湘女院通字〔2017〕123 号）（以下简称办法）和《关于我
院 2018-2019 学年第一学期转专业工作安排的通知》精神，
特制定教育与法学系转专业方案。 

一、组织领导 
组  长：邵汉清  周少四；副组长：廖鸿冰  罗丽 
成  员：欧阳林舟  周美玉  周山东  胡桂香   

欧  漾  白  玲 
办公室主任：牟双艳   联系电话：82953885 
拟申请转出学生须对照《管理办法》第五条、第六条提

交转出申请说明书和证明材料，分别由班级辅导员、专业教
研室（教研室主任组织）、系（教学副主任组织）逐级审核
并签字，最后由系教科办主任收集全部申请材料，报系党政
联席（扩大）会审议通过。 

二、进程安排 
1.2018 年 12月 18 日至 20日 
根据各专业学生人数、教学资源和教学条件，上报《管

理办法》中附表 1，并附转专业工作方案（含对转入学生的
考核要求与考核方式等）。 

2.2018 年 12月 21 日至 23日 
教务处汇总并公示。 
3.2018 年 12月 24 日至 28日 
需转专业的学生向教育与法学系提出转专业申请，并填

报《管理办法》中附表 2。 
4.2018 年 12月 24 日至 28日 
对申请转出学生的申请进行初审，将拟同意转出学生的

转专业材料签字盖章确认后送达转入系。 
5.2018 年 12月 29 日至 2019 年 1月 7 日 
对申请转入学生的材料进行审核后，填报《管理办法》

中附表 3 并形成书面总结，一并交教务处。 
6.教务处汇总各转入系上报的附表 3 和书面总结材料，

提交学校教学指导委员会审议和校长办公会议通过后，进行
公示并发文。 



7.根据学校文件通知学生办理到转入系报到等相关手
续。 

三、社会工作、家政学、女性学、学前教育专业本科生
转专业考核方案 

（一）转入考核办法 
1．所修课程成绩必须符合《湖南女子学院普通全日制

学生转专业管理办法》（湘女院通字〔2017〕123 号）（以下
简称《办法》）第五条要求且无第六条规定情况。 

2．有较强的语言表达能力，没有受过系级及以上处分。 
3．考核方式：转入申请学生需携带上述申请材料，经

过各专业教研室组织教师进行现场面试，合格者方可转入。 
4．考核内容包括 
（1）自我介绍，时间 5分钟；专家提问，时间 10分钟。 
（2）选题讲演，时间 10分钟，题目当场随机抽取。准

备时间 10分钟。 
5．拟转入专业学生须符合《办法》规定。 
6．原则上，转入名额每年不超过当年专业人数 15%。当

申请人数超过允许转入人数时，按同年级同专业综合测评排
名顺序确定转入学生资格和人数。 

（二）转出考核办法 
1.拟申请转出学生须提交转出申请说明书和证明材料，

分别由班级辅导员、专业教研室（教研室主任组织）、系（教
学副主任组织）逐级审核，最后报系党政联席（扩大）会审
议通过。 

2.拟转出名额不超过 10%。当申请人数超过允许转出人
数时，按同年级同专业综合测评排名顺序确定转出学生资格
和人数。 

四、湖南女子学院学生转专业情况汇总表 

专  业 年级 允许转出数 允许转入数 

学前教育 2018 级 10 14 

社会工作 2018 级 4 6 

家政学 2018 级 10 15 

女性学 2018 级 3 4 

 



附件 3： 

文学与传媒系 2018-2019 学年第一学期 

本科生转专业方案 
根据《湖南女子学院普通全日制学生转专业管理办法》

（湘女院通字〔2017〕123号）和《 湖南女子学院 2018-2019
学年第二学期关于转专业的工作安排 》，特制定文学与传媒
系转专业方案。 

一、组织领导 
组  长：彭江虹  刘琼； 
副组长：林彬晖  严双 
成  员： 彭红亮  罗晓林  谢鹏  池青  王佳毅 李艺

晨 龚展 
办公室主任：卿建英   联系电话：82825089 
拟申请转出学生须对照《管理办法》第五条提交转出申

请说明书和证明材料，分别由班级辅导员、专业教研室（教
研室主任组织）、系（教学副主任组织）逐级审核并签字，
最后由系教科办主任收集全部申请材料，报系党政联席（扩
大）会审议通过。 

二、进程安排 
1.2018 年 12月 15 日至 19日 
根据各专业学生人数、教学资源和教学条件，上报《管

理办法》中附表 1，并附转专业工作方案（含对转入学生的
考核要求与考核方式等）。 

2.2018 年 12月 20 日至 24日 
教务处汇总并公示。 
3.2018 年 12月 24 日至 28日 
需转专业的学生向文学与传媒系提出转专业申请，并填

报《管理办法》中附表 2。 
4.2018 年 12月 28 日至 2019 年 1月 5 日 
转出系对申请转出学生的申请进行初审，将拟同意转出

学生的转专业材料签字盖章确认后送达转入系。 
5.2019 年 1 月 6日至 12日 
拟转入系对申请转入学生的材料进行审核后，填报《管

理办法》中附表 3 并形成书面总结，一并交教务处。 
6.教务处汇总各转入系上报的附表 3 和书面总结材料，

提交学校教学指导委员会审议和校长办公会议通过后，进行
公示并发文。 



7.根据学校文件通知学生办理到转入系报到等相关手
续。 

三、汉语言文学专业本科生转专业考核方案 
（一）转入考核办法 
1．入学期间所修课程成绩必须全部为及格以上。 
2．没有受过校级及以上处分。 
3．考核方式：转入申请学生需携带上述申请材料，经

过专业教师小组现场面试，合格者方可转入。 
4．普通话水平达到一乙以上（含一乙），或具有写作等

相关特长者可优先考虑。 
5．考核内容包括 
（1）自我介绍，时间 5分钟；专家提问，时间 10分钟。 
（2）习题讲演，时间 10分钟，题目当场随机抽取。准

备时间 20分钟。 
6．拟转入专业不限。 
7．原则上，转入名额每年不超过 10%，即 4个。当申请

人数超过允许转入人数时，按照不超过申请数量的三分之二
的比例确定拟转入数量。具体考核根据学生的原专业学习成
绩、平时表现、高考成绩、面试成绩等进行综合考察排序，
确定拟转入学生。 

（二）转出考核办法 
1．拟申请转出学生须提交转出申请说明书和证明材料，

分别由班级辅导员、专业教研室（教研室主任组织）、系（教
学副主任组织）逐级审核，最后报系党政联席（扩大）会审
议通过。 

2．拟转出名额不超过 10%，即 5个。当申请人数超过允
许转出人数时，按学生所在专业综合成绩进行排序，确定转
出学生资格。 
 

四、汉语言文学（师范）专业本科生转专业考核方案 
（一）转入考核办法 
1．入学期间所修课程成绩必须全部为及格以上。 
2．没有受过校级及以上处分。 
3．考核方式：转入申请学生需携带上述申请材料，经

过专业教师小组现场面试，合格者方可转入。 
4．普通话水平达到一乙以上（含一乙），或具有写作等

相关特长者可优先考虑。 
5．考核内容包括 
（1）自我介绍，时间 5分钟；专家提问，时间 10分钟。 



（2）习题讲演，时间 10分钟，题目当场随机抽取。准
备时间 20分钟。 

6．拟转入专业不限。 
7．原则上，转入名额每年不超过 10%，即 4个。当申请

人数超过允许转入人数时，按照不超过申请数量的三分之二
的比例确定拟转入数量。具体考核根据学生的原专业学习成
绩、平时表现、高考成绩、面试成绩等进行综合考察排序，
确定拟转入学生。 

（二）转出考核办法 
1．拟申请转出学生须提交转出申请说明书和证明材料，

分别由班导师、专业教研室（教研室主任组织）、系（教学
副主任组织）逐级审核，最后报系党政联席（扩大）会审议
通过。 

2．拟转出名额不超过 10%，即 5个。当申请人数超过允
许转出人数时，按学生所在专业综合成绩进行排序，确定转
出学生资格。 

五、汉语国际教育专业本科生转专业考核方案 
（一）转入考核办法 
1．入学期间所修课程成绩必须全部为及格以上。 
2．没有受过校级及以上处分。 
3．考核方式：转入申请学生需携带上述申请材料，经

过专业教师小组现场面试，合格者方可转入。 
4．普通话水平达到一乙以上（含一乙），或具有写作等

相关特长者可优先考虑。 
5．考核内容包括 
（1）自我介绍，时间 5分钟；专家提问，时间 10分钟。 
（2）习题讲演，时间 10分钟，题目当场随机抽取。准

备时间 20分钟。 
6．拟转入专业不限。 
7．原则上，转入名额每年不超过 10%，即 4个。当申请

人数超过允许转入人数时，按照不超过申请数量的三分之二
的比例确定拟转入数量。具体考核根据学生的原专业学习成
绩、平时表现、高考成绩、面试成绩等进行综合考察排序，
确定拟转入学生。 

（二）转出考核办法 
1．拟申请转出学生须提交转出申请说明书和证明材料，

分别由班导师、专业教研室（教研室主任组织）、系（教学
副主任组织）逐级审核，最后报系党政联席（扩大）会审议
通过。 



2．拟转出名额不超过 10%，即 5个。当申请人数超过允
许转出人数时，按学生所在专业综合成绩进行排序，确定转
出学生资格。 

六、湖南女子学院学生转专业情况汇总表 

 

专  业 年级 允许转出数 允许转入数 

汉语言文学 2018 4 4 

汉语言文学（师范） 2018 4 4 

汉语国际教育 2018 4 4 

 

 

 

 

 

 

 

 

 

 

 

 

 

 

 



附件 4： 

艺术设计系 2018-2019 学年第一学期 

本科生转专业方案 
为充分调动和发挥学生学习的主动性和积极性，根据

《湖南女子学院普通全日制学生转专业管理办法》《关于我
院 2018-2019学年第一学期转专业工作安排的通知》及学校
相关文件精神，结合艺术设计系实际，经党政联席会议研究，
特制订 2018-2019 学年第一学期转专业工作实施方案如下： 

一、申请转专业条件 
（一）学生在学习期间对某一学科方面有特长，且在拟

转入专业或专业大类的学科领域取得下列成绩之一的： 
（1）在省级及以上教育行政主管部门举办的学科竞赛 
中获奖（省级一、二、三等奖，国家级优秀奖及以上）。 
（2）在省级及以上正式期刊以第一作者身份正式发表

专业论文（需提供期刊原件，不含会议论文）。 
（3）以成果第一完成人身份在省级及以上正式刊物发

表作品（或全国性、国际作品展中展览作品）。 
（4）在相关专业领域自主创业、成立技术公司，并取

得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二）学生已修课程学习成绩在本年级本专业排名前 50%

且没有不及格的科目者； 
（三）有下列特殊情况，经学校批准，可以转专业： 
（1）因身体有某种疾病或生理缺陷（不含隐瞒既往病

史入学者）等身体健康特殊原因，不能在原专业学习，但在
上级和学院政策允许的范围内，尚能在本院其他专业学习者。 

（2）学生休学、保留入学资格或退役后复学，因特殊
原因或学校已无学生原所学专业或无原录取专业者。 

（四）学院或所在系部根据需要调整专业时，学生也可
提出转专业要求。 

有下列情况之一者，不予转专业： 
（一）本科三年级（含三年级）以上的学生； 
（二）从外校转入我校的学生； 
（三）专科升入本科的学生； 
（四）在校期间已转过专业的学生； 
（五）正在休学、保留学籍的学生或其他情况转入下一

年级的学生； 
（六）已达到退学条件的学生； 
（七）有违规违纪记录未解除的学生； 



（八）艺术类、体育类等特殊专业不能与其它普通专业
互转，文、理科专业原则上不得互转（文理兼招专业除外）；
招生时确定为定向、委托培养的或属于提前批招生专业（以
当年招生计划为准，下同）的学生。 

（九）无正当理由的学生； 
（十）上级主管部门相关文件规定不予转专业的学生。 
二、转专业流程 
1、转出：学生本人提出申请，提交到辅导员处进行资

格审查， 审核后由分管学生工作的系领导签字，最后统一
交系领导签批后上报教务处。 

2、转入：转入学生向本系提出申请，本系进行资格审
查；通知申请转入学生审查结果；组织资格审查合格学生进
行笔试、综合面试；将转入学生录取结果上报教务处进行。 

三、接收转专业的考核办法 
面试与笔试相结合，面试及笔试成绩各占 50%，具体考

核内容如下： 

专业 笔试 面试 

服装与服饰设计 服装创意草图表现 

突出对学生思想品质、学习态度、

专业兴趣与特长、心理素质和综合

素养的考查。 

视觉传达设计 创意草图表现 

美术学 素描（石膏） 

产品设计 创意草图表现 

 

四、工作流程 
1．转专业申请时间：2018年 12月 24～28日 
2．转出资料提交地点：乐学楼 307（艺术设计系教科办

公室） （9：00～17：00） 
3．转入资料提交地点：乐学楼 307（艺术设计系教科办

公室） （9：00～17：00） 
4．系部考核：2019 年 1 月 4～6日，具体考核时间、地

点请听另行安排通知； 
5．结果上报：2019 年 1 月 12日前系部将拟专业学生名

单及相关材料上报学校教务处； 
6．学校审批：学校对系部提交的转专业学生名单及相

关材料进行复核审批，于 2019 年 3 月上旬向全校公示各系
部转专业学生名单。公示 1周后，由学校发文公布转专业学
生名单。 

五、组织机构 



系部成立转专业工作领导小组，负责转专业全过程的组
织管理与监控。 

组长：李伟、胡学群 
副组长：易中华、李辉 
成员：廖珍、李俊、沈名杰、钟苡君、黄雯莉 
六、其他说明 
艺术设计系所有开设专业均为艺术（美术）类，不存在

跨系转出转入问题，不确定接收计划指标数，不开展二次选
拔工作。 

如有不清楚事宜，请打（0731）82825079到艺术设计系
教科办公室咨询。艺术设计系接受投诉的联系电话 0731）
82825090。 

 

 

 

 

 

 

 

 

 

 

 

 

 

 

 

 

 

 

 

 

 

 



附件 5： 

外语系 2018-2019 学年第一学期 

本科生转专业方案 

 
根据《湖南女子学院普通全日制学生转专业管理办法》

（湘女院通字〔2017〕123 号）和《关于我院 2018-2019 学
年第一学期转专业工作的安排通知》，特制定外语系转专业
方案。 

一、组织领导 
组  长：柳星  朱建军； 
副组长：章晓宇  周京成 
成  员：李芳  甘蔚  白蓝   
办公室主任：张立   联系电话：82825083 
拟申请转出学生须对照《管理办法》第五条提交转出申

请说明书和证明材料，分别由班级辅导员、专业教研室、系
逐级审核并签字，最后由系教科办主任收集全部申请材料，
报系党政联席（扩大）会审议通过。 

二、进程安排 
1.2018 年 12月 20 日 
根据各专业学生人数、教学资源和教学条件，上报《管

理办法》中附表 1，并附转专业工作方案（含对转入学生的
考核要求与考核方式等）。教务处统一公示。 

2. 2018 年 12 月 24 日至 2018年 12 月 28 日 
需转专业的学生向外语系提出转专业申请，并填报《管

理办法》中附表 2。 
3.2018 年 12月 31 日至 2019 年 1月 4 日 
外语系对申请转出学生的申请进行初审，将拟同意转出

学生的转专业材料签字盖章确认后送达转入系。 
4.2019 年 1 月 7日至 2019 年 1月 9 日 
外语系对申请转入学生的材料进行审核后，填报《管理

办法》中附表 3并形成书面总结，一并交教务处。 
三、英语专业本科生转专业考核方案 
（一）转入考核办法 
1．入学期间所修课程成绩必须全部为及格以上。 
2．有较强的语言表达能力，没有受过校级及以上处分。 
3．考核方式：转入申请学生需携带上述申请材料，经

过专业教师小组现场面试，合格者方可转入。 
4．考核内容包括 



（1）英文自我介绍，时间 3 分钟；专家提问，时间 5
分钟。 

（2）综合笔试，时间 90分钟，题目由教研室出具。 
5．拟转入专业不限。 
6．原则上，转入名额每年不超过 10%。当申请人数超过

允许转入人数时，按照不超过申请数量的三分之二的比例确
定拟转入数量。具体考核根据学生的原专业学习绩点、平时
表现、高考成绩、面试成绩等进行综合考察排序，确定拟转
入学生。 

（二）转出考核办法 
1．拟申请转出学生须提交转出申请说明书和证明材料，

分别由班级辅导员、专业教研室（教研室主任组织）、系（教
学副主任组织）逐级审核，最后报系党政联席（扩大）会审
议通过。 

2．拟转出名额不超过 10%。当申请人数超过允许转出人
数时，按学生所在专业综合成绩进行排序，确定转出学生资
格。 

四、商务英语专业本科生转专业考核方案 
（一）转入考核办法 
1．入学期间所修课程成绩必须全部为及格以上。 
2．有较强的语言表达能力，没有受过校级及以上处分。 
3．考核方式：转入申请学生需携带上述申请材料，经

过专业教师小组现场面试，合格者方可转入。 
4．考核内容包括 
（1）英文自我介绍，时间 3 分钟；专家提问，时间 5

分钟。 
（2）综合笔试，时间 90分钟，题目由教研室出具。 
5．拟转入专业不限。 
6．原则上，转入名额每年不超过 10%。当申请人数超过

允许转入人数时，按照不超过申请数量的三分之二的比例确
定拟转入数量。具体考核根据学生的原专业学习绩点、平时
表现、高考成绩、面试成绩等进行综合考察排序，确定拟转
入学生。 

（二）转出考核办法 
1．拟申请转出学生须提交转出申请说明书和证明材料，

分别由班级辅导员、专业教研室（教研室主任组织）、系（教
学副主任组织）逐级审核，最后报系党政联席（扩大）会审
议通过。 



2．拟转出名额不超过 10%。当申请人数超过允许转出人
数时，按学生所在专业综合成绩进行排序，确定转出学生资
格。 

五、湖南女子学院学生转专业情况汇总表 

专  业 年级 允许转出数 允许转入数 

英语 2018 4 4 

商务英语 2018 8 8 

英语 2017 6 6 

商务英语 2017 9 9 

 

 

 

 

 

 

 

 

 

 

 

 

 

 

 

 

 

 

 

 



附件 6： 

信息技术系 2018-2019 学年第一学期 
本科生转专业方案 

信息技术系转专业工作方案依据湘女院通字〔2017〕123 
号《关于印发《湖南女子学院普通全日制学生转专业管理办
法》的通知》文件精神制定，具体如下： 

一、成立转专业工作领导小组 
成立以系主任为组长，书记、副主任、副书记、教研室

主任、教科办主任、学工办主任为成员的转专业领导小组。 
二、接收转入学生的专业及接收人数 
1．我系下列专业接收转专业学生 
本科专业：计算机科学与技术、数字媒体技术、电子商

务； 
2．本科专业接收转入学生人数 
年级 专业 接收人数 转出人数 

2018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8 1 

数字媒体技术 4 0 

电子商务 8 7 

考虑到修业年限限制，其他年级专业不接收转入学生。 
4．关于接收人数的调整 
在申请转入人数多于计划数、且申请转入学生符合我系

转入条件的情况下，结合我系转出学生人数情况，经我系转
专业工作领导小组讨论后，可适当追加转入计划人数。 

三、申请转入条件 
1．基本条件：申请学生须符合《湖南女子学院学生转

专业管理办法》的申请条件。 
2．学业条件：申请学生须符合转入专业对已修课程成

绩要求，具体如下表所示。 

年级 专业 学业条件 

2018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录取时为理科；高等数学、大学信息技术课程成

绩高于 70 分；其他课程成绩及格 

数字媒体技术 
录取时为理科；高等数学、大学信息技术课程成

绩高于 70 分；其他课程成绩及格 

电子商务 课程成绩及格 

四、工作程序与录取办法 



1．2018年 12 月 24 日 2018 年 12月 28 日前，学生提交
转专业申请表（纸质）到我系学工办（乐学楼 502 房间）戴
邵英老师。 

2．本学期放假前至下学期开学两天内进行学业条件审
核。由我系教科办在教务系统中查询学生的学业情况。 

3．综合素质审核：在学业审核后，由我系学工办通知
学生，由专业教研室进行简单面试，核实该学生对申请专业
是否确有专长或兴趣、入校后有无违纪现象。2019 年 1 月 3
日完成。 

4．当学业审核和综合素质审核均合格的学生人数超过
可接收人数时，将依据学业条件择优录取。 

5．2019 年 1 月 4 日—10 日，在我系网站上公示转入学
生名单。 

6．2019年 1 月 12 日，向学校教务处报送转专业学生名
单，经学校审核批准后接收转专业学生入班。 

  

 

 

 

 

 

 

 

 

 

 

 

 

 

 

 

 

 

 

 



附件 7： 

会计系 2018-2019 年第一学期 

学生转专业方案 
根据《湖南女子学院普通全日制学生转专业管理办法》

（湘女院通字[2017]123 号）和《湖南女子学院 2017 年下学
期关于转专业的工作安排》（教务处[2017]52 号）精神，特
制订会计系转专业方案。 

一、组织领导 
组  长：廖新媛、陈铸千 
副组长：吕敏蓉、张  娟 
成  员：佘卫平、鲁  芳、舒  敏、夏  静、董丽娜 
办公室主任：赵绮雨        联系电话：82826537 
二、工作要求 
1.会计系转专业方案坚持宽出严进的工作方针，认真把

关，科学筛选，严格执行学校的相关规定。 
2.根据《湖南女子学院普通全日制学生转专业管理办法》

要求和我系 2018级和 2017级班级学生人数，并结合系部生
师比要求和以往转专业管理经验，确定会计系转入学生人数
计划为本系 2018 级会计学及财务管理专业现有学生总人数
的 10%，转出学生人数计划为班级总人数的 20%。具体转专
业学生人数计划，见附件 1。 

三、进程安排 
1、2018 年 12 月 20 日 
根据各专业学生人数、教学资源和教学条件，上报《管

理办法》中附表 1，并附转专业工作方案（含对转入学生的
考核要求与考核方式等），交由教务处汇总并公示。 

2、12月 24日-28 日， 
需转出专业的学生向会计系提出转专业申请，并填报

《管理办法》中附表 2。 
对申请转出学生的申请进行初审，将拟同意转出学生的

转专业材料签字盖章确认后送达转入系。 
3、2019 年 3月 1 日至 10日 
对申请转入会计系学生的材料进行审核，并按照考核方

案对其进行考核后，填报《湖南女子学院专业调整学生名单》
（附表 3）并形成书面总结，上报教务处复审。 

4、教务处于下学期开学后进行复审，将复审合格的学
生信息汇总后上报学校的相关会议，会议通过后再发文。 



5、根据学校文件通知学生办理到转入系报到等相关手
续。 

四、考核方案 
（一）转入考核办法 
1.资格审查 
严格按照《湖南女子学院普通全日制学生转专业管理办

法》要求，符合转专业条件第三条至第六条，并经由转出系
部审核批准转出。 

2.考核 
考核方式：笔试、闭卷。 
考核内容：《基础会计》和《数学》（高中阶段数学）。 
考核时间安排：3 月上旬（具体时间另行通知）。 
3.录取方式  
根据两科总分从高到低排名，会计学专业录取前 16名，

财管专业录取前 8 名。 
（二）转出考核办法 
1.拟申请转出学生须提交转出申请说明书和证明材料，

分别由班级辅导员、专业教研室（教研室主任组织）、系（教
学副主任组织）逐级审核，最后报系党政联席（扩大）会审
议通过。 

2．拟转出名额不超过 20%（具体转出人数计划见附表 1）。
当申请人数超过允许转出人数时，按学生所在专业绩点成绩
进行排序，确定转出学生资格。（绩点成绩计算参照教务处
系统计算方法） 

五、学生转专业情况汇总表 

专  业 年级 允许转出数 允许转入数 

会计学 2018 级 32 16 

会计学 2017 级 36 0 

财务管理 2018 级 16 8 

财务管理 2017 级 18 0 

 

 
 
 
 



附件 8： 

旅游系 2018-2019 学年第一学期 

本科生转专业方案 

 
根据《湖南女子学院普通全日制学生转专业管理办法》

（湘女院通字〔2017〕123 号）和《湖南女子学院 2018-2019
学年第二学期关于转专业的工作安排 》（教务处 2018 年 12
月 17 日）》精神，特制定旅游系转专业方案。 

一、组织领导 
组  长：伏六明   李钰清；副组长：李先跃   刘利华 
成  员：王春梅   陈琦    刘增  周侃 谢康 陈琳 
办公室主任：姜利化   联系电话：82825086 
拟申请转出学生须对照《管理办法》第五条提交转出申

请说明书和证明材料，分别由班级辅导员、专业教研室（教
研室主任组织）、系（教学副主任组织）逐级审核并签字，
最后由系教科办主任收集全部申请材料，报系党政联席（扩
大）会审议通过。 

二、进程安排 
1.2018 年 12月 20 日之前 
根据各专业学生人数、教学资源和教学条件，上报《管

理办法》中附表 1，并附转专业工作方案（含对转入学生的
考核要求与考核方式等）。 

2.2018 年 12 月 24 日-26 日 
需转专业的学生向旅游系提出转专业申请，并填报《管

理办法》中附表 2。 
3.2018 年 12月 26 日-28日 
转出系对申请转出学生的申请进行初审，将拟同意转出

学生的转专业材料签字盖章确认后送达转入系。 
4.2019 年 1 月 4日-8日 
拟转入系对申请转入学生的材料进行审核后，填报《管

理办法》中附表 3 并形成书面总结，一并交教务处。 
5.教务处汇总各转入系上报的附表 3 和书面总结材料，

提交学校教学指导委员会审议和校长办公会议通过后，进行
公示并发文。 

6.根据学校文件通知学生办理到转入系报到等相关手
续。 

三、旅游管理专业本科生转专业考核方案 
（一）转入考核办法 



1．入学期间所修课程成绩必须全部为及格以上。 
2．有较强的语言表达能力，没有受过校级及以上处分。 
3．获得导游证或导游资格证者优先考虑。 
4．考核方式：转入申请学生需携带上述申请材料，经

过专业教师小组现场面试，合格者方可转入。 
5．考核内容包括 
（1）自我介绍，时间 5分钟；专家提问，时间 10分钟。 
（2）习题讲演，时间 10分钟，题目当场随机抽取。准

备时间 20分钟。 
6．拟转入专业不限。 
7．原则上，转入名额每年不超过 10%，即 9个。当申请

人数超过允许转入人数时，按照不超过申请数量的三分之二
的比例确定拟转入数量。具体考核根据学生的原专业学习绩
点、平时表现、高考成绩、面试成绩等进行综合考察排序，
确定拟转入学生。 

（二）转出考核办法 
1．拟申请转出学生须提交转出申请说明书和证明材料，

分别由班级辅导员、专业教研室（教研室主任组织）、系（教
学副主任组织）逐级审核，最后报系党政联席（扩大）会审
议通过。 

2．拟转出名额不超过 10%，即 9个。当申请人数超过允
许转出人数时，按学生所在专业综合成绩进行排序，确定转
出学生资格。 

四、酒店管理专业本科生转专业考核方案 
（一）转入考核办法 
1、入学期间所修课程成绩必须全部为及格以上。 
2、有较强的语言表达能力，没有受过校级及以上处分。 
3、获得酒店技能考试等级证者优先考虑。 
4、考核方式：转入申请学生需携带上述申请材料，经

过专业教师小组现场面试，合格者方可转入。 
5、考核内容包括 
（1）自我介绍，时间 5分钟；专家提问，时间 10分钟。 
（2）习题讲演，时间 10分钟，题目当场随机抽取。准

备时间 20分钟。 
6、拟转入专业不限。 
7、原则上，转入名额每年不超过 10%，即 9个。当申请

人数超过允许转入人数时，按照不超过申请数量的三分之二
的比例确定拟转入数量。具体考核根据学生的原专业学习绩



点、平时表现、高考成绩、面试成绩等进行综合考察排序，
确定拟转入学生。 

（二）转出考核办法 
1、拟申请转出学生须提交转出申请说明书和证明材料，

分别由班导师、专业教研室（教研室主任组织）、系（教学
副主任组织）逐级审核，最后报系党政联席（扩大）会审议
通过。 

2、拟转出名额不超过 10%，即 9个。当申请人数超过允
许转出人数时，按学生所在专业综合成绩进行排序，确定转
出学生资格。 

五、湖南女子学院学生转专业情况汇总表 

专  业 年级 允许转出数 允许转入数 

旅游管理 2018 3 3 

酒店管理 2018 3 3 

酒店管理 2017 3 3 

旅游管理 2017 3 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