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北 京 中 医 药 大 学 
 

                       京中教函〔2019〕116号 

 

 

关于 2018 级本科生转专业工作安排的通知 
（第二轮） 

 

校属各相关学院： 

依据《北京中医药大学本科生转专业实施办法（试行）》（京

中字〔2013〕199 号），在《关于 2018级本科生转专业工作安排

的通知（第一轮）》的前提下，现发布第二轮通知，具体工作安

排如下： 

一、报名 

    1.本学期期末考试结束后，2019 年 7 月 18 日（周四）各学

院按照班级进行成绩排名，确定可申请转出学生名单并公示。各

学院自行决定公示方式并告知学生。成绩排名依照平均学分绩计

算，计算公式如下： 

  

(1)必修课程：指通识教育课程和专业主干课程（含体育课）。 

   (2)考试成绩按首次“正常考试”成绩计算。申请缓考者，如



果已参加考试，按实际考试成绩计算。 

2. 符合转专业条件的学生依要求如实填写“北京中医药大

学本科生转专业申请表”（附件 1）及“学生基本信息表”（附件

2），经所在学院审核同意后，于 2019 年 7 月 19 日（周五）10:00

前将申请表、信息表纸质版及电子版交至拟转入学院教学办公室，

各学院教学办公室办公地点及联系方式详见“附件 3”。 

3.各学院在 2019年 7 月 19日（周五）16:00前将拟转入本

院的学生名单报至教务处。 

4.教务处于 2019年 7 月 22日（周一）在教务管理系统“信

息公告”及教务处网站“通知”栏公布转专业学生报名情况及考

试安排。 

二、考核 

考核方式为笔试和面试。笔试面试成绩占比详见表 1。参加

面试的人数比例最多不超过允许转入人数的 120%（四舍五入）。

学生未按时参加笔试和面试者按弃权处理，不再递补。参加笔试

和面试考核的学生，请务必携带学生证及身份证提前 15 分钟到

达考场，面试顺序由工作人员现场抽签决定。 

表 1 各专业考核方案占比表 

专业名称 
考核方案及占比 

笔试占比（%） 面试占比（%） 

中医学（五年制） 60 40 

针灸推拿学 70 30 

康复治疗学 70 30 

中药学 70 30 



中药制药 70 30 

药学 70 30 

公共事业管理(卫生事业) 60 40 

药事管理 60 40 

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 60 40 

护理学(对外交流) 70 30 

法学（医药卫生） 60 40 

英语（医学） 70 30 

英语(中医药国际传播) 70 30 

 

1.笔试 

(1)各科满分均为 100分，笔试成绩取三门课程考试成绩的

总分，各科应按百分制（整数记录）评定成绩。 

(2)考试形式：闭卷考试。试题参考转入专业该课程期末考

试的题型与难度。 

(3)要求：原则上各门笔试科目均及格，方可进入面试。如

转入专业面试名额未满，可允许一门笔试科目不及格的学生参加

面试，若面试通过，则需转入该专业一年级重新学习。 

笔试于 2019 年 8 月 29 日(周四)在良乡校区进行，由教务

处统一安排。考试科目与时间安排详见“附件 4”，地点详见教务

处发布的相关通知。 

2.面试 

参加面试学生名单及面试地点将于 2019 年 8 月 29 日（周



四）在教务管理系统“信息公告”及教务处网站“通知”栏中公

布，请同学们及时查询。 

面试于 2019 年 8月 30 日（周五）上午在良乡校区进行，具

体安排另行通知。各学院面试考核方案详见“附件 5”。 

三、确定转专业学生名单 

 2019 年 8 月 30 日（周五）各学院本科生转专业工作小组

对考核成绩进行总评汇总，确定拟接收转专业学生的入选名单，

学校本科生转专业工作领导小组审定名单，将及时公示并报校长

办公会通过。 

四、学生转专业后学籍及成绩管理 

1. 转专业后上课问题 

拟获转专业资格的学生依拟转入学院通知报到注册。转专

业后课程调整包括：①个人课表中必修课自动调整为转入专业班

级必修课程；②转入专业的专业选修课需学生自行选课；③已选

公共选修课保留，由学生自行选择。 

调整完毕后，2019 年 9 月 2 日（周一）随新班级上课。 

2. 办理转专业手续 

公示期结束，公示名单经校长办公会审批通过后，获得转专

业资格的学生到原学院及转入学院教学办公室分别办理相关手

续，正式成为转入学院所属专业的学生。学生转出学院将已办理

完相关手续的学生档案及学籍材料原件转交转入学院。未获得转

专业资格的学生继续随原班级学习。 

3．成绩评定 

学生转专业后，转专业笔试课程成绩记为课程正常考试成

绩，并录入教务管理系统成绩库，参加转专业考试但未完成转专



业的学生成绩，不予记录。 

4.学习成绩管理 

学生转专业前所修课程成绩将如实记载，学生应主动去转

入学院教学办公室了解转入专业培养方案要求，未修读课程门数、

学分、补修方式以及本专业的毕业要求等。 

五、其它相关事宜 

1.学费问题：依财务处通知按原专业学费缴纳，转专业结束

后，依转入专业学费标准多退少补； 

2.宿舍问题：依转专业审批结果，转入学院在转专业工作结

束后联系公寓进行相应住宿调整。 

凡在规定时间内未办理手续者，视为自动放弃转专业机会，

继续在原专业学习。凡办完转专业手续者，不得再次调换专业。 

为方便查询，假期内转专业相关信息将发布在教务管理系

统(http://jw.bucm.edu.cn/)“信息公告”及教务处网站 “通

知”栏中（http://jxw.bucm.edu.cn/tz/index.htm）。 

 

附件： 

附件 1: 北京中医药大学本科生转专业申请表 

附件 2：学生基本信息表 

附件 3：各学院教学办公室地点及联系方式 

附件 4：2018级学生转专业笔试安排 

附件 5：各学院转专业面试考核方案 

 

 北京中医药大学教务处 

 2018 年 7月 5 日 



附件 1: 

北京中医药大学本科生转专业申请表 

注：每名学生只能申请一个专业。本表一式一份，由教务处留存归档 。        教务处制 

姓    名  性    别  学    号  

政治面貌  出生日期  联系方式  

所在学院  所在专业/班级  

高考填报志愿 1. 2. 3. 

拟转入学院  拟转入专业/班级  

家长联系方式  家庭住址  

以上填写内容真实无误。                学生签字：                      

审
核
意
见 

转
出
学
院 

 

平均学分绩：           班级成绩排名：    /    

无不及格课程 □      未受处分：□ 

 

 

   主管院长签字 ：          （公章）      年    月    日  

工
作
小
组
意
见 

转
入
学
院
转
专
业 

 

课程考核成绩：                                              

               

                                                          

 

                                                          

                                                

面试成绩：             

 

总评成绩：                排名：         

 

 

           组长签字：          （公章）     年    月    日 

审
批
意
见 

工
作
领
导
小
组 

学
校
转
专
业 

 

 

 

       

    组长签字：           （公章）     年    月     日 



附件 2: 

学生基本信息表 

 

姓名 现所在专业 拟转入专业 
生源地 

（精确至区/县） 
班级排名 高考分数 

高考第一

志愿 

              

 

 

 

 

 

 

 

 

 

 

 

 

 

 

 

 

 



附件 3： 

良乡校区各学院教学办公室地点及联系方式 
 

学院名称 教学办公室地点 教办老师 联系电话 

中医学院 
中医学院楼 A座

236 
刘老师 53912016 

中药学院 中药学院楼 C210 王老师 53912120 

针灸推拿学院 
针灸推拿学院楼

332 

李老师 

赵老师 
53912195 

管理学院 护理学院楼 108 陈老师 18710060686 

护理学院 护理学院楼 221 周老师 53592281 

人文学院 护理学院楼 117 项老师 13811711865 

 

 

 

 
 

 

 

 

 

 

 

 

 

 

 

 

 

 



附件 4： 

2018级学生转专业笔试安排 
 

拟转入专业 8:30 - 10:10 10:30 - 12:10 13: 30 - 15:10 

中医学（五年制） 中医基础理论 中医诊断学 中药学 

针灸推拿学 中医基础理论 中医诊断学 正常人体解剖学 

康复治疗学 康复学概论 人体发育学 正常人体解剖学 

中药学 中医学基础 无机化学 中药学 

中药制药 中医药学概论 I 无机化学 有机化学 

药学 统计学基础 无机化学 有机化学 

公共事业管理（卫

生事业） 
管理学原理 人力资源管理学 行政管理学 

药事管理 管理学原理 药事管理学 医药伦理学 

信息管理与信息系

统 
管理学原理 信息管理基础 C 程序设计 

护理学(对外交流) 中医学基础 生理学 正常人体解剖学 

法学（医药卫生） 法理学 宪法学 民法总论 

英语（医学） 英语读写 英语人文阅读 英语视听说 

英语（中医药国际

传播） 
英语读写 英语人文阅读 英语视听说 

 

 



附件 5： 

各学院转专业面试考核方案 

 

学院名称 面试考核内容 

中医学院 

1. 考核内容：主要考查学生的专业素质和综合素

质，总分为 100分。 

2. 面试方式：个人陈述和现场问答相结合。 

学生首先简要做自我介绍，谈自己转入中医学专

业的原因及专业设想，陈述自己对中医学专业所具

有的潜质或突出成绩、爱好、特长等。然后根据考

核小组专家成员的提问回答问题。 

3. 面试时间：每个学生的面试时间在 10～15分钟 

4. 要求：面试成绩达到 70分以上者方可参加总排

名。 

中药学院 

1. 个人陈述：时间 5 分钟内，陈述内容包括个人及

家庭情况、学业基本情况、申请转专业的理由、

对所申请专业的理解、今后的学业设想等。 

2. 回答问题：时间 5 分钟内，由面试小组现场提问

问题，学生现场作答，主要考核面试学生对申请

专业的认知、学生的创新思维、对公共基础课程

的掌握程度、完成学业的能力、将来从事本专业

的意愿和志向、思想政治表现等内容。 



3. 综合素质测评：时间 5分钟内，现场提问现场作

答，主要考核面试学生的综合素质。 

4. 面试评分：面试小组根据参加面试学生个人陈述、

回答问题的情况，按照量化打分的具体标准进行打

分（满分 100 分），取平均分，将评分提交学院转

专业工作小组进行统计排名。 

针灸推拿

学院 

1. 个人陈述：时间 5 分钟，此项满分 20 分。陈述内

容包括个人基本情况、申请转入针灸推拿专业的理

由及对专业的理解、今后的学业设想，等等。 

2. 回答问题：时间 10 分钟，此项满分 40 分。面试小

组现场提问，学生现场作答。主要考核面试学生的

公共基础课程的掌握程度、对申请专业的认知、学

生的创新思维、完成学业的能力等内容。 

3. 综合素质测评：时间 10分钟，此项满分 40分。现

场提问现场作答，主要考核学生的社会工作、艺术

特长、获奖、写作、语言能力、外语能力等综合素

质。 

管理学院 

1.个人陈述：时间 5 分钟内，陈述内容包括个人及

家庭情况、学业基本情况、申请转专业的理由、

对所申请专业的理解、今后的学业设想等。 

2.回答问题：时间 10 分钟内，由面试小组现场提问

问题，学生现场作答，主要考核面试学生的公共基



础课程的掌握程度、对申请专业的认知、学生的创

新思维、完成学业的能力等内容。 

3.综合素质测评：时间 10 分钟内，现场提问现场作

答，主要考核面试学生的综合素质。 

4.面试分数以百分制计，面试分数和笔试分数分别占

总分的 40%、60%。按照总分的排名先后录取。 

护理学院 

1.个人陈述：时间 5 分钟内，陈述内容包括学业基

本情况、申请转专业的理由、对护理专业的理

解、今后的学业设想等。 

2.回答问题：时间 5 分钟内，由面试小组现场提

问，学生现场作答，主要考核面试学生的公共基

础课程的掌握程度、对护理专业的认知、学生的

创新思维、完成学业的能力、思想政治表现等内

容。 

3.综合素质测评：时间 5 分钟内，现场提问现场作

答，主要考核面试学生的综合素质。 

4. 面试评分：面试小组根据参加面试学生个人陈

述、回答问题的情况，按照量化打分的具体标准

进行打分（满分 100 分），将评分提交学院转专

业工作小组进行统计排名。 

人文学院 
1.个人陈述：时间 8 分钟内，陈述内容包括个人及家

庭情况、学业基本情况、申请转专业的理由、对所



申请专业的理解、今后的学业设想等。 

2.回答问题：时间 12 分钟内，主要考核面试学生对

拟转入专业领域的涉猎和了解、完成学业的能力、

创新思维、思想政治表现和综合素质等内容（拟转

入英语专业的学生需根据考核小组的要求用英语

陈述部分内容）。 

3.面试评分：学院转专业工作小组根据参加面试学生

个人陈述和回答问题的情况，按照量化打分的具体

标准（满分 100分）进行打分，统计排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