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上海电机学院各二级学院学生转专业工作实施细则 

材料学院学生转专业工作实施细则 

为维护教育公平，同时给予学生更大的专业选择自主权，激励学生学习的积

极性和主动性，材料学院根据《上海电机学院本科生学籍管理条例（修订）》（沪

电机院教〔2017〕230号）和《上海电机学院全日制本（专）科生转专业、转学

实施细则》（沪电机院教〔2017〕288 号）的文件精神，结合我院实际情况制定

材料学院转专业工作实施细则，对转专业学生的转入条件、工作流程和学分认定

工作作出如下规定： 

一、申请条件 

（1）就读期间的全部课程平均绩点排名在本专业前 20%。 

（2）品行表现优良，无任何违法违纪受处分记录。 

二、工作流程 

（1）申请者需按照要求提交《上海电机学院学生转专业申请审批表》、成绩

单和绩点排名等相关材料。 

（2）各专业在专业负责人组织下对拟申请转入的学生进行面试考核。面试

成绩按百分制计，折算为总成绩的 60%。依据《上海电机学院学生手册》第四章

第十四条的课程考核成绩与绩点换算方式，就读期间的全部课程平均绩点折算为

百分制，计为总成绩的 40%，转入学生按总成绩排名择优入选。 

（3）学院转专业工作小组审核并确定转入我院学生名单，上报学校教务处。 

三、学分认定 

学生转入新专业后必须修满该专业人才培养方案规定的全部课程学分，并达

到转入专业的毕业要求，才能毕业。对于学生在学籍变动前已经修读的课程学分，

以及变动后需要补修的课程（名称或学分与新专业人才培养方案不一致的课程）

需要判断其是否适合于变动后的人才培养方案的要求。对转专业学生已修读的课

程进行成绩及学分认定的具体办法如下： 

（1）人文社科通识课程：理工科类专业全校一致，无需认定； 

（2）数学与自然科学课程：理工科类专业同类课程学分大于等于本专业课

程学分，可以直接替代。同类课程学分低于本专业课程学分，可部分替代，替代



后需要补足所差学分； 

（3）在原专业未修过转入专业的专业基础类课程的，需在后续学期补修这

些课程及学分； 

（4）在原专业已取得学分的课程其学时、教学内容与转入专业培养计划中

设置的课程完全相同，能满足本专业的毕业要求，可承认该课程学分及成绩； 

（5）在原专业已取得学分但在转入专业培养计划中未设置的课程，承认其

取得的学分和成绩，但视为选修课学分； 

（6）转入专业培养计划中属于必修但尚未修读的课程，应当补修，补修由

学生本人申请，学院安排； 

（7）学生取得课程的学分后，方可办理课程学分认定手续； 

（8）本规定自公布之日起试行，由材料学院负责解释。 

咨询电话 021-38226035 

电气学院学生转专业工作实施细则 

为了深化教育教学改革，坚持体现“以学生为本”的教育理念，充分调动和

发挥学生学习的主动性和积极性，体现教育公平性原则，进一步加强全日制本科

生学籍管理，继续推动二级教学管理，进一步规范转专业流程，根据《上海电机

学院全日制本（专）科生转专业、转学实施细则》（沪电机院教〔2017〕288号）

的规定，结合我院教学工作实际,特制定本实施细则。 

一、组织机构 

按照学校通知要求，成立电气学院转专业工作小组。 

组 长：陈国初 

副组长：李梦达、卿海龙 

成 员：迟长春、张延迟、李萍、任晓明、李皎洁、卫福娟 

二、基本原则 

1.转专业工作由学院统一组织，坚持“公开、公平、公正”和“转出无门槛、

转入有要求”的原则，本着学生自愿、转出转入双向选择、转入学院择优录取、

宁缺毋滥的原则； 

2.学生应对所申请转入的专业具有浓厚的兴趣和扎实的基础，转专业后更能

发挥所长的原则; 



3.学生转专业工作必须在满足学校转专业有关规定条件的情况下，转入学生

服从学院安排，参加学院组织的面试测试，按照择优录取的原则进行; 

4.未尽事宜均须符合学校本科生转专业工作的基本条件和要求。 

三、实施细则 

1.学生有下列情况之一的，可以申请转专业： 

（一）就读期间的全部课程平均绩点排名在本专业前 20%者；其中，电气工

程及其自动化、自动化专业优先转入平均绩点排名在本专业前 5%者。 

（二）学校根据社会对人才需求情况的发展变化，需要适当调整专业的； 

（三）确有专长，或对拟转入专业有特殊志趣和才能，转专业更能发挥其专

长； 

（四）所学高等数学、大学物理的学习要求应与拟转入专业一致，英语、计

算机基础良好。 

2.学生有下列情况之一的，不得申请转专业： 

（一）已有转学经历的学生； 

（二）以特殊招生形式录取的学生，国家有相关规定或者录取前与学校有明

确约定的学生； 

（三）正在休学或保留学籍的学生； 

（四）艺体类与非艺体类互转者； 

（五）再次转专业者； 

（六）应予退学的学生； 

（七）在校期间受过违纪处分的学生； 

（八）无正当转专业理由者。 

3.转专业受理时间及程序 

（一）每年 4-5月学校在校园网上公布各专业拟接受的名额、考核形式及相

关要求等; 

（二）学生向所在二级学院提出书面转专业申请，并填写《上海电机学院学

生转专业申请审批表》，所在二级学院审核后将结果报教务处核准; 

（三）学院转专业工作小组对拟转入的学生进行面试，按学生综合评价成绩

高低进行遴选，并将遴选结果报教务处; 

（四）教务处将二级学院遴选结果报学校学籍管理工作组，经审核批准后，



将同意转专业学生信息在学校进行公示，公示无异议，教务处负责将转专业学生

信息进行上报; 

（五）获批准转专业的学生于当年秋季学期开学转入新专业就读。 

4.转专业学分的认定与补修 

（一）经批准转专业的学生，应修满转入专业人才培养方案规定的学分，考

试合格，准予毕业。符合申请学士学位条件者，授予该专业相应的学士学位。 

（二）学院应对该生已经修习的课程进行认定，并将结果报学校教务处审核

备案。 

5.选拔方式 

（一）综合评价成绩由平均绩点和转专业面试成绩两部分组成，平均绩点折

算为 100 分，面试成绩为 100分： 

综合评价成绩=平均绩点（占 60%）+面试成绩（占 40%） 

（二）面试成绩须达到 60分，不及格者不予录取。 

（三）如两名或两名以上学生总成绩相等，依下列顺序排列名次：a.总成绩

相同，面试成绩高者，名次列前；b.总成绩相同、面试成绩相同，则通过大学英

语四、六级考试的成绩更好者，名次列前；c.总成绩相同、面试成绩相同、大学

英语四、六级情况相同，则高等数学成绩高者，名次列前；d.总成绩相同、面试

成绩相同、大学英语四、六级情况相同、高等数学成绩相同，则大学物理成绩高

者，名次列前。 

四、咨询及联系方式 

电气学院教务办公室，电话 38226275；联系人:卫福娟。 

机械学院学生转专业工作实施细则 

一、转专业工作领导小组 

组长：辛绍杰 

成员：赵爽、刘国军、王廷军、杨洪刚、阮观强、印松、邵兵、陈田 

秘书：刘展 

二、转专业条件 

凡要求转入、转出我院的学生均应符合《上海电机学院全日制本（专）科生



转专业、转学实施细则》规定的条件，且同一学生只能提出一次转专业申请。其

中，凡要求转入我院的学生还应符合如下条件： 

（一）身心健康; 

（二）在原专业学习期间未受过学籍处理和纪律处分; 

（三）必须是高考选考物理。 

三、转专业比例 

根据我院的师资力量、培养条件及学院事业发展规划确定的本科生发展规模，

各专业转入学生人数（含学院内部转专业或方向）比例原则上不超过现有学生总

数的 10%。 

四、转专业程序 

（一）凡申请转入我院的学生须按《上海电机学院转专业管理办法》规定的

程序进行，并如实提交申请材料； 

（二）对申请转专业学生进行综合面试； 

（三）按申请者在原专业学习课程的平均成绩（50%）和面试成绩（50%）综

合排序，从高到低择优选拔，报学校审批。 

（四）同等情况下，具备以下条件之一者，将优先录取： 

1.学科门类相近专业学生； 

2.获得校级先进个人称号； 

3.校级以上各类竞赛获奖者； 

4.校级以上奖学金获得者。 

五、学籍管理相关问题 

（一）学生转入新的专业后，必须完成转入专业的教学计划规定课程并获得

相应学分方能毕业； 

（二）转专业学生的在校修业年限(含休学)，按照《上海电机学院学籍管理

条例》执行； 

（三）转专业前已修读合格的课程，根据学校规定，由机械学院进行相关学

分认定。 

六、说明与要求 

（一）学生转专业的其他事项按《上海电机学院转专业管理办法》规定办理； 

（二）学生转专业工作坚持公平、公正、公开原则。凡申请转专业学生名单



及相关材料、成绩排名及经学院党政联席会议研究拟定转入、转出的学生名单均

在一定范围内公示，接受师生和家长监督； 

（三）转专业管理人员要严格执行工作程序、遵守工作纪律，凡工作失职、

失范造成工作失误和违反工作纪律产生不良影响的，严格追究责任； 

（四）申请转专业学生要诚实守信，严格遵守相关规定，凡弄虚作假、无理

取闹，一律取消转专业资格，并按照学校相关规定给予纪律处分。 

七、转专业咨询方式 

联 系 人：刘老师 

咨询电话: 021-38223626 

地    点：机械学院 303室 

商学院学生转专业工作实施细则 

为进一步加强全日制本（专）科生学籍管理，根据《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

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令第 41号），结合《上海电机学院学籍管理条例》

（沪电机院教〔2017〕230 号）和《上海电机学院全日制本（专）科生转专业、

转学实施细则》（沪电机院教〔2017〕288 号），制定本实施细则。 

第一条 成立转专业工作小组（以下简称“工作小组”） 

工作小组组长由院长担任，成员包括分管教学工作的副院长、分管学生工作

的副院长（副书记）、相关专业负责人等。 

第二条  学生有下列情况之一的，可以申请转专业： 

（一）就读期间的全部课程平均绩点排名在本专业前 20%者； 

（二）学校根据社会对人才需求情况的发展变化，需要适当调整专业的； 

（三）确有专长，或对拟转入专业有特殊志趣和才能，转专业更能发挥其专

长； 

（四）因特殊原因不宜在原专业学习者； 

（五）经学校认可，具有其他可以进行转专业的正当理由。 

第三条  学生有下列情况之一的，不得申请转专业： 

（一）已有转学经历的学生； 

（二）以特殊招生形式录取的学生，国家有相关规定或者录取前与学校有明



确约定的学生； 

（三）正在休学或保留学籍的学生； 

（四）再次转专业者； 

（五）应予退学的学生； 

（六）在校期间受过违纪处分的学生； 

（七）无正当转专业理由者； 

（八）平均绩点为 C及以下者，可以不予受理。 

第四条  转专业受理时间及程序 

（一）每年 4-5月，学校将在校园网上公布各专业拟接受的名额、考核形式

及相关要求等； 

（二）学生向所在二级学院提出书面转专业申请，并填写《上海电机学院学

生转专业申请审批表》； 

（三）商学院将对拟转入的学生进行审核（由工作小组或工作小组指派相应

的专业负责人进行审核）； 

（四）经商学院工作小组审核通过后，报学校教务处审批。 

第五条 选拔方式 

（一）综合评价成绩由学业成绩和转专业面试成绩两部分组成，具体评分折

算标准参照下表： 

上海电机学院百分制、等级制和绩点评价的参考标准 

百分制 等级制 绩点 

96-100 A+ 4.5 

91-95 A 4.2 

86-90 A- 3.9 

81-85 B+ 3.4 

76-80 B 3.1 

71-75 B- 2.8 

68-70 C+ 2.3 

66-67 C 2 

63-65 C- 1.5 



60-62 D 1 

<60 F 0 

综合评价成绩 平均绩点（占 50%）+面试成绩绩点（占 50%） 

（二）平均绩点和面试成绩中任一一项为 C及以下者，不予录取； 

（三）如两名或两名以上学生综合评价成绩相同，在名额受限的情况下，依

下列顺序排列名次： 

a. 综合评价成绩相同，面试成绩高者，名次列前； 

b. 综合评价成绩相同、面试成绩相同，大学英语四、六级考试的成绩高者，

名次列前； 

c. 综合评价成绩相同、面试成绩相同、大学英语四、六级成绩相同，高等

数学成绩高者，名次列前； 

d. 综合评价成绩相同、面试成绩相同、大学英语四、六级成绩相同、高等

数学成绩相同，大学物理成绩高者，名次列前。 

咨询及联系方式 

地点：商学院教务 413办公室 

电话：38223125 

联系人：邴绍倩 

设计与艺术学院学生转专业工作实施细则 

为了深化教育教学改革，坚持体现“以学生为本”的教育理念，充分调动和

发挥学生学习的主动性和积极性，体现教育公平性原则，进一步加强全日制本科

生学籍管理，继续推动二级教学管理，进一步规范转专业流程，根据《上海电机

学院全日制本（专）科生转专业、转学实施细则》（沪电机院教〔2017〕288号）

的规定，结合我院教学工作实际,特制定本实施细则。 

一、组织机构 

按照学校通知要求，成立设计与艺术学院转专业工作小组。 

组  长：汤学华  刘博敏 

副组长：陈怡 

成  员：夏敏燕、周志勇、苏恒、张婷、郑家义 



二、基本原则 

1.转专业工作由学院统一组织，坚持“公开、公平、公正”和“转出无门槛、

转入有要求”的原则，本着学生自愿、转出转入双向选择、转入学院择优录取、

宁缺毋滥的原则； 

2.学生应对所申请转入的专业具有浓厚的兴趣和扎实的基础，转专业后更能

发挥所长的原则; 

3.学生转专业工作必须在满足学校转专业有关规定条件的情况下，转入学生

服从学院安排，参加学院组织的测试，按照择优录取的原则进行; 

4.未尽事宜均须符合学校本科生转专业工作的基本条件和要求。 

三、实施细则 

1.学生有下列情况之一的，可以申请转专业： 

（一）就读期间的全部课程平均绩点排名在本专业前 20%者； 

（二）学校根据社会对人才需求情况的发展变化，需要适当调整专业的； 

（三）确有专长，或对拟转入专业有特殊志趣和才能，转专业更能发挥其专

长； 

（四）非艺术类专业拟转入我院工业设计专业，需有一点绘画基础并参加学

院绘画加试。 

2.学生有下列情况之一的，不得申请转专业： 

（一）已有转学经历的学生； 

（二）以特殊招生形式录取的学生，国家有相关规定或者录取前与学校有明

确约定的学生； 

（三）正在休学或保留学籍的学生； 

（四）再次转专业者； 

（五）应予退学的学生； 

（六）在校期间受过违纪处分的学生； 

（七）无正当转专业理由者。 

3.转专业受理时间及程序 

（一）每年 4-5月学校在校园网上公布各专业拟接受的名额、考核形式及相

关要求等; 

（二）学生向所在二级学院提出书面转专业申请，并填写《上海电机学院学



生转专业申请审批表》，所在二级学院审核后将结果报教务处核准; 

（三）学院转专业工作小组对拟转入的学生进行面试，按学生综合评价成绩

高低进行遴选，并将遴选结果报教务处; 

（四）教务处将二级学院遴选结果报学校学籍管理工作组，经审核批准后，

将同意转专业学生信息在学校进行公示，公示无异议，教务处负责将转专业学生

信息进行上报; 

（五）获批准转专业的学生于当年秋季学期开学转入新专业就读。 

4.转专业学分的认定与补修 

（一）经批准转专业的学生，应修满转入专业人才培养方案规定的学分，考

试合格，准予毕业。符合申请学士学位条件者，授予该专业相应的学士学位。 

（二）学院应对该生已经修习的课程进行认定，并将结果报学校教务处审核

备案。 

5.选拔方式 

（一）综合评价成绩由平均绩点和转专业面试成绩两部分组成，平均绩点折

算为 100 分，面试成绩为 100分： 

综合评价成绩=平均绩点（占 60%）+面试成绩（占 40%） 

（二）面试成绩须达到 60分，不及格者不予录取。 

（三）如两名或两名以上学生总成绩相等，依下列顺序排列名次：a.总成绩

相同，面试成绩高者，名次列前；b.总成绩相同、面试成绩相同，则通过大学英

语四、六级考试的成绩更好者，名次列前； 

四、咨询及联系方式 

设计与艺术学院教务办公室闵行技术中心 B515 

咨询电话：021-64307023 

联 系 人: 郑老师 

外国语学院学生转专业工作实施细则 

为进一步加强外国语学院全日制本科生学籍管理，规范外国语学院转专业工

作的正常开展，在学校《上海电机学院全日制本（专）科生转专业、转学实施细

则》的基础上，学院制定外国语学院转专业实施办法。    



一、组织机构： 

外国语学院成立转专业专门工作小组，工作小组组长由院长担任，成员包括

分管教学工作的领导、分管学生工作的领导、相关系部负责人及专业负责人等。

具体名单如下： 

组长：外国语学院院长 

成员：教学副院长 学生工作副书记 英语（德语）系主任 英语（德语）专

业负责人  大学英语教学部主任 教学办公室主任 行政办公室主任 

二、申请条件： 

学生有以下情况之一的，可以申请转入外国语学院专业： 

1.就读期间德育评价在合格及以上，就读期间的全部课程平均绩点排名在本

专业前 20%者； 确有外语类专长，或对拟转入外语专业有特殊志趣和才能的同

学。其高考英语成绩达到优秀或者通过大学英语四级考试，大学第一学年的《大

学英语》及《大学英语听说》成绩均不低于 80分； 

2.就读期间德育评价在合格及以上， 因特殊原因不宜在原专业学习者，或

者在原专业学习的确存在困难的学生，高考英语成绩在良好及以上。 

3.经学校及学院认可，具有其他可以进行转专业的正当理由； 

4.名额有限的情况下，学院一般优先考虑第一类情况，第二类情况优先考虑

学院内部转专业，第三类情况申请者需有学校其他相关政策做依据。 

三、不予考虑的转专业情况：学生有如下情况之一，不得申请转专业. 

1.已有转学经历的学生； 

2.以特殊招生形式录取的学生，国家有相关规定或者录取前与学校有明确约

定的学生； 

3.正在休学或保留学籍的学生； 

4.再次转专业者； 

5.应予退学的学生； 

6.在校期间受过违纪处分的学生； 

7.无正当转专业理由者。 

四、受理时间及选拔程序 

1.依据学校的工作部署，外国语学院在每年 4-5月上报给学校当年能接受的

转专业相关名额。 



2.学生向外国语学院提出书面转专业申请，填写《上海电机学院学生转专业

申请审批表》。 

3.外国语学院转专业专门工作小组对提出转专业申请的所有材料进行统一

审核。 

4.外国语学院转专业专门工作小组对拟转入的学生进行统一面试，面试总分

为 100分，分为口语、听力及综合素质三个部分，口语和听力各占比 40%，综合

素质占比 20%。在百分制的基础上工作组面试评委给申请者相应成绩，各位评委

的分数得出的平均得分为申请者的最终得分。如果有多个申请者，外国语学院转

专业专门工作小组基于总分排序形成转专业建议名单并上报教务处。 

5.经学校相关部门审核批准公示后获准转专业的学生于当年秋季学期开学

转入外国语学院新专业就读。 

五、转专业学分的认定与补修 

1.经批准转专业的学生，应修满转入英语或德语专业人才培养方案规定的学

分，考试合格，准予毕业。符合申请学士学位条件者，授予该专业相应的学士学

位。 

2.外国语学院对转专业学生的已经修习的课程进行学分认定，并将结果报学

校教务处审核备案。 

六、咨询及联系方式 

外国语学院转专业工作 

咨询电话：021-38223076 

联 系 人：陈老师 

电子信息学院学生转专业工作实施细则 

为规范学院转专业工作，根据学校转专业有关规定，结合学院实际，特制定

本实施细则。 

1、学院转专业工作在尊重学生个性化发展的基础上应遵循公开、公平、公

正原则。 

2、本科一年级学生基于对某专业具有强烈的兴趣或个人原因不愿在原专业

就读可提出转专业申请。必须满足下列两个条件之一。 



（1）加权绩点专业排名前20%。 

（2）在本专业学习特别困难者。 

3、对于转出专业学生，必须学生本人提出申请，经学院审核批准，报学校

教务处。 

4、对于转入专业学生，由教务处提供学生名单和申请理由，学院组织相关

专业教师审核，对有争议的学生学院再组织面试考核，确定同意或不同意转专业，

并报学校教务处审批。 

5、对于转专业成功学生的原专业已修课程的学分认定，由按教务处安排，

学院进行学分认定。 

6、咨询及联系方式：021-38223172 费老师 

中德智能制造学院学生转专业实施细则 

第一条 为规范学院专业调整工作，依据《上海电机学院学生手册学籍管理

条例》及《上海电机学院转专业、转学的实施细则》有关要求，结合学院实际情

况，制定本细则。 

第二条 中德智能制造学院成立转专业工作小组，成员如下： 

组长：刘军，何宁 

副组长：高羽，苏庆刚 

成员：郭正毅、李玲、钱昆鹏、张艺群 

秘书：赵楠 

第三条 学院根据学校教务处统一安排，自第二学期开始进行专业调整工作，

专业调整成功的学生自下一学期起进入对应专业学习。 

第四条 学院拟接收限额为当届各专业录取总人数的 10%，四舍五入取整确

定，最终以学院核定数为准。 

第五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学生，可以申请转专业： 

（一）学习成绩优秀，就读期间的全部课程平均绩点排名在本专业前 20%者； 

（二）学校根据社会对人才需求情况的发展变化，需要适当调整专业的； 

（三）确有专长，或对拟转入专业有特殊志趣和才能，转专业更能发挥其专

长； 



（四）因特殊原因不宜在原专业学习者； 

（五）经学校认可，具有其他可以进行转专业的正当理由。 

第六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学生，不得转专业：  

（一）已有转学经历的学生； 

（二）以特殊招生形式录取、国家有相关规定或录取前与学校有明确约定的

学生； 

（三）正在休学或保留学籍的学生； 

（四）应予退学的学生； 

（五）在校期间受过违纪处分的学生； 

（六）其他无正当理由的。 

第七条 符合本细则第五条第（一）款情形的按以下程序办理。 

（一）学院按照学校统一要求，组织开展转专业工作。 

（二）已修完第一年两学期的课程，并且成绩排名在本专业前 20%的学生，

且满足本学院各专业转入条件的方可申请转入本学院相应专业。 

（三）申请转专业的学生经其所在学院同意后，按规定时间将申请材料提交

至学院。学生只可申报一个专业。 

（四）学院负责组织对申请学生的转入资格审核和考核工作，拟录取名单公

示后上报学校审批。 

第七条符合本细则第五条第（二）（三）（四）款情形的，由学生本人在教务

处规定的时间范围内提出申请，说明理由和提交相关证明，经学院审核同意，上

报学校审批，经学校批准后自下一学期开始转入新专业学习。 

第八条 学院接收转专业流程如下： 

（一）资格审查：拟转专业学生需在规定时间内提交申请表及相关材料至学

院教务办公室。 

（二）申请转入中德相关专业的学生，需参加学院组织的面试和德语水平测

试。 

（三）排序与录取，按总成绩从高到低排序和择优录取。 

（四）学院公示拟录取名单 3天后报学校审批。 

（五）经学校审批同意后学生获得转专业资格，并于下一学期转入新专业学



习。 

第九条 学生通过转专业申请后，于下一学期进入转入专业学习，需于开学

第 1周将学分认定申请表交至学院教务办公室。 

第十条 转专业的学生，应严格执行转入专业的人才培养方案，因专业课程

设置不同而未获得的学分，需通过申请补修等方式获得。 

第十一条 取得转专业资格的学生，在进入转入专业学习前，有下列情况之

一者，取消转专业资格仍在原专业学习。 

（一）受到警告以上（含警告）处分的； 

（二）必修教学环节（含理论必修课和必修实践教学环节）正常考核不合格

的。 

第十二条 本细则由中德智能制造学院负责解释，未尽事宜以《上海电机学

院转专业、转学的实施细则》为准。 

咨询及联系方式：咨询及联系方式：李玲 38223057 

文理学院学生转专业工作实施细则 

为体现教育公平性原则，激励学生学习的主动性，文理学院根据《上海电机

学院本科生学籍管理条例（修订）》（沪电机院教〔2017〕230 号）和《上海电机

学院全日制本（专）科生转专业、转学实施细则》（沪电机院教〔2017〕288 号）

的文件精神，结合我院实际情况，制定本工作实施细则。 

一、工作领导小组 

组 长：朱泰英、康秀珠 

副组长：袁亮、袁艳红 

成 员：赵华、柯磊、贾鑫、陈国红 

二、申请条件 

1、就读期间的全部课程平均绩点的排名在本专业前 20%； 

2、品行表现优良，无任何违法违纪受处分记录。 

三、转专业程序 

1、学生向所在二级学院提出书面转专业申请，并填写《上海电机学院学 

生转专业申请审批表》； 



2、对申请转专业学生进行面试； 

3、选拔方式 

（1）按申请者综合评价成绩排序，从高到低择优选拔； 

（2）综合评价成绩由平均绩点、面试成绩两部分组成，平均绩点折算为 100 

分，面试成绩为 100 分：综合评价成绩=平均绩点（占 60%）+面试成绩（占 40%）。 

4、同等情况下，具备以下条件之一者，将优先录取： 

（1）获得校级及以上先进个人称号； 

（2）校级及以上各类竞赛获奖者； 

（3）校级及以上奖学金获得者。 

5、学院转专业工作领导小组审核并确定转入我院学生名单，上报学校教务

处，根据教务处审批结果最终确定转专业学生名单。 

四、学籍管理相关问题 

1、学生转入新的专业后，必须完成转入专业的教学计划规定课程并获得相

应学分方能毕业； 

2、转专业学生的在校修业年限(含休学)，按照《上海电机学院学籍管理条

例》执行； 

3、转专业前已修读合格的课程，根据学校规定，由文理学院进行相关学分

认定。 

五、咨询及联系方式 

联系人：黄娟 

咨询电话: 021-38223256 

地点：文理学院教务管理办公室 

高职学院（专科）学生转专业工作实施细则 

第一条 为规范学院专业调整工作，依据《上海电机学院学生手册学籍管理

条例》有关要求，结合学院实际情况，制定本细则。 

第二条 学院自第二学期开始进行专业调整工作，专业调整成功的学生自下

一学期起进入对应专业学习。 

第三条 学院拟接收限额为当届各专业录取总人数的 3%，四舍五入取整确定，



最终以学院核定数为准。 

第四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学生，可以申请转专业： 

（一）学习成绩优秀的； 

（二）对其他专业有兴趣和专长的； 

（三）有某种疾病或生理缺陷，不能在原专业学习，但能在本校其他专业学

习的； 

（四）学生确有某种特殊原因，不转专业则无法继续学习的。 

第五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学生，不得转专业：  

（一）已有转学经历的学生； 

（二） 以特殊招生形式录取、国家有相关规定或录取前与学校有明确约定

的学生； 

（三）正在休学或保留学籍的学生； 

（四）应予退学的学生； 

（五）在校期间受过违纪处分的学生； 

（六）其他无正当理由的。 

第六条 符合本细则第四条第（一）款情形的按以下程序办理。 

（一）学院按照学校统一要求，组织开展转专业工作。 

（二）已修完第一年两学期的课程，并且成绩排名在本专业前 20%的学生方

可申请转入本学院相应专业。 

（三）申请转专业的学生经其所在学院同意后，按规定时间将申请材料提交

至学院。学生只可申报一个专业。 

（四）学院负责组织对申请学生的转入资格审核和考核工作，拟录取名单公

示后上报学校审批。 

（五）文科专业学生不得申请转入工科专业，工科专业可以申请转入学院所

有专业。 

第七条 符合本细则第四条第（二）（三）（四）款情形的，由学生本人于第

二学期 14-16周提出申请，说明理由和提交相关证明，经学院审核同意，上报学

校审批，经学校批准后自下一学期开始转入新专业学习，转入人数计入学生所在

专业限额。 

第八条 学院接收转专业流程如下： 



（一）资格审查：拟转专业学生需在规定时间内提交申请表及相关材料至学

院教务办公室。 

（二）综合考核：申请转入专业的学生，需参加学院组织考核，分为笔试和

面试两个环节。 

（三）笔试：合格线 60 分，笔试环节主要是专业课程考核。笔试成绩低于

60分的不予录取。 

（四）面试：面试环节主要考核学生思想政治素养和创新实践思维能力，两

项各占 50分值，总分 100分。 

（五）排序与录取，笔试和面试成绩求和，作为总成绩，按总成绩从高到低

排序和择优录取。 

（六）学院公示拟录取名单 3天后报学校审批。 

（七）经学校审批同意后学生获得转专业资格，并于下一学期转入新专业学

习。 

第九条 申请转入本院各专业的基本条件： 

（一）非本细则第四条限制的学生； 

（二）符合本细则第四条第（二）（三）（四）款情形的学生需已修完入学专

业前续学期必修课程（首次考核合格）； 

第十条 学生通过转专业申请后，于下一学期进入转入专业学习，需于开学

第 1周将学分认定申请表交至学院教务办公室。 

第十一条 休学创新创业或应征入伍退役后复学的学生，因自身情况需要转

专业的，经本人申请，学院优先考虑。 

第十二条 根据社会对人才需求情况的发展变化，需要适当调整专业的，允

许在读学生（含学籍异动后原专业无后续招生班级的）经学院审核、学校批准后

转到其他相关专业就读。 

第十三条 转专业的学生，应严格执行转入专业的人才培养方案，因专业课

程设置不同而未获得的学分，需通过申请补修等方式获得。 

第十四条 取得转专业资格的学生，在进入转入专业学习前，有下列情况之

一者，取消转专业资格仍在原专业学习。 

（一）受到警告以上（含警告）处分的； 

（二）必修教学环节（含理论必修课和必修实践教学环节）正常考核不合格



的。 

第十五条 专科期间每个学生只允许转专业一次，结果一经确定不能更改。

申请转专业学生应认真对待、慎重选择。 

第十六条 本细则由高职学院负责解释。 

第十七条 本细则自 2018年 3月 1日开始施行。 

转入专业学业要求具体见下表： 

专业 转入专业学业要求 

电气自动化技术 电工电子+面试 

工业机器人技术 机器人基础+面试 

国际商务 经济学+国际贸易+面试 

国际商务(中高职) 不得转入 

机电一体化技术 CAD+电工+面试 

机电一体化技术(宝钢定向) 不得转入 

机电一体化技术（中高贯通） 不得转入 

计算机应用技术 程序设计基础+面试 

数控技术(中高职) 不得转入 

数字媒体应用技术(中高职) 不得转入 

 

咨询及联系方式：021-64302163 周老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