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人文社科与法学学院专业准入实施细则 

 

根据学校《哈尔滨工业大学本科生专业选择管理办法》

和《哈尔滨工业大学关于各院（系）制定本科生专业准入实

施细则的指导意见》的文件精神，本着公开、公平、公正的

原则，综合考虑学生学习成绩、道德品质、兴趣特长等，择

优选拔接收适合本专业培养要求的学生，特制定本实施细

则。 

一、总体要求 

坚持公开、公平和公正原则，严格按照学校规定和本细

则实施。 

二、申报条件 

1、思想道德品质端正，身心健康、有拟转入大类专业

学习愿望，在校期间无任何违法违纪受处分记录。 

2、经济学、社会学专业要求高考时为文史、理工类学

生；法学专业要求本科入学后为文史类、理工类专业学生。 

3、经济学专业要求转专业之前的所修课程无不合格记

录，补考科目不超过 1门；社会学专业要求申请人在原专业

成绩排名在前 70%；法学专业要求申请人在原专业成绩排名

在前 80%。 

4、特殊专长学生，可不受上述第 3 条件的限制，由学

生填写自荐信并提供相关佐证材料（如竞赛获奖证书、发表



论文、申请专利或直接参与仪器类专业教学科研活动的证明

等，但不能仅提供参与教学科研活动的证明）。 

5、法学专业要求掌握大一阶段法学知识、有基本法律

素养；降级学习。 

三、接收计划 

1、接收转入学生人数不超过各专业（类）当年计划招

生人数的 20%； 

2、接收特殊专长学生人数不超过各专业（类）当年计

划招生人数的 3%。 

四、工作流程 

1、学院成立转专业工作领导小组和监督小组，各大类

专业分别成立准入考核专家组。准入考核专家组组长由各大

类专业主任或教学副主任担任，组员由不少于 4位专业骨干

教师组成；各大类专业每年准入考核专家组名单需报学院审

批。学院转专业工作领导小组和监察小组，各大类专业准入

考核专家组名单见附录 1。 

2、学生申报，各大类准入专家考核组对申报学生进行

资格审查。 

3、各大类准入考核专家组根据报名情况对申报转入学

生进行初选，确定参加面试学生名单，参加面试学生人数为

本专业可接收名额的 120%。初选依据为学生总学分绩在各自

专业排名的相对百分数。对特殊专长学生，由准入考评专家



组根据学生提供的佐证材料情况确定是否参加面试。 

4、面试由各大类准入考核专家组组织进行，学院监督

小组 2人履行监督职责。 

5、学院在规定的时间里，将各大类专业拟录取名单在

学院网站上公布，并公示 3日。 

五、录取原则 

1、学院各大类专业依据学生综合考评成绩从高到低进

行排序，择优录取，额满为止；如存在第一志愿人数未达到

额定接收人数的情况下招收第二志愿学生。 

2、综合考评成绩： 

（1）经济学与法学专业 

综合考评成绩=第一学年平均学分绩+面试成绩+专业排

名成绩，综合考评成绩满分 150 分。其中：第一学年平均学

分绩满分 100 分，面试成绩满分 45 分，专业排名成绩满分 5

分。  

综合考评成绩的具体内容，见附录 2和 3的经济学类、

法学类综合考核记录表。 

（2）社会学专业 

综合考评成绩=第一学年学分绩+面试成绩，综合考评成

绩满分 200 分。其中：大一年度平均学分绩满分 100 分，面

试成绩满分 100 分。综合考评成绩的具体内容，见附录 4社

会学类综合考核记录表（含特殊专长）。 



面试成绩满分 100 分= 综合素质（满分 30 分）+专业基

础能力（满分 30 分）+个人学术/技能特长（满分 40 分）； 

个人学术/技能特长分数细则：一是竞赛类，学生参加

一年内的数学、英语、建模或社会学系社会学类专业准入考

核专家组认定的竞赛获奖（省部级三等奖以上）最高可获取

15 分，具体分数根据竞赛水平不同由社会学系社会学类专业

准入考核专家组认定；二是学术特长类，学生如果被认定为

具备学术能力特长，例如在核心以上期刊上公开发表社会学

系社会学类专业准入考核专家组认定与学科相关的学术论

文或掌握某项发明创造专利，最高可获取 15 分，具体特长

能力加分由社会学系社会学类专业准入考核专家组讨论认

定分数；三是其他特长类，学生如果被认定为具备其他能力

特长，例如艺术表演特长或国家级运动员，最高可获取 10

分，具体特长能力加分由社会学系社会学类专业准入考核专

家组讨论认定分数。 

3、不参加面试的学生，取消转入资格。 

4、若学生出现成绩和佐证材料造假等不端行为，取消

转入资格。 

六、第一学年课程与学分绩认定及课程补修要求 

（一）经济学专业 

1、第一学年课程与学分绩认定：毕业审核第一学年以

完成的原专业（类）第一学年规定的必修课程为准，要求补



修的课程合格即可；保研学分绩认定第一学年以原专业（类）

第一学年学分绩计算为准； 

2、课程补修要求：本专业第一学年考试核心课程《微

积分 C(1)》、《微积分 C(2)》、《政治经济学》、《经济

学原理》原则上要求补修。具体课程补修要求见附录 5。 

（二）社会学专业 

1、第一学年学分绩认定：毕业审核第一学年以完成的

原专业（类）第一学年规定的必修课程为准，要求补修的课

程合格即可；保研学分绩认定第一学年以原专业（类）第一

学年学分绩计算为准； 

2、课程补修要求：本专业第一学年考试核心课程《社

会学专业导论》、《社会学概论》、《社会学研究方法》、

《古典社会学》原则上要求补修，若学生在原专业学习过与

以上课程相关的课程，可申请免修或免修参加考试，申请是

否核准由准入考核专家组依据学生知识情况决定。申请表见

附录 4。 

（三）法学专业 

1、基于法学学科的特殊性，以及法学课程体系的连贯

性，转入学生一般需要降级学习； 

2、对法学功底、素养极为突出的学生，经面试许可，

可以免予降级学习，但第一学年法学空缺课程应全部补修；

毕业审核第一学年以完成的原专业（类）第一学年规定的必





 

附录 1：            哈尔滨工业大学人文社科与法学学院 

转专业工作领导小组、监督小组、准入考核专家组名单 

1、学院转专业工作领导小组 

组  长：王  博  高献忠 

副组长：邵  力   

组  员：宋建强  郑中玉  伍楠林  邱  实 

2、学院转专业工作监督小组 

王树生 王玉楠 

3、社会学专业准入考核专家组 

组  长：郑中玉   

成  员：社会学系骨干教师至少 4 人 

4、法学专业准入考核专家组 

组  长：宋建强 

成  员：法律系骨干教师至少 4 人 

5、经济学专业准入考核专家组 

组  长：伍楠林 

成  员：经济系骨干教师至少 4 人 

 

 

 

 

 
 
 
 
 



 
附录 2：  经济学/法学专业入学一年后接收转专业学生综合考核记录表 
 

接收院（系）：人文社科与法学学院经济系/法律系     
考核内容 得分 

大一年度平均学分绩（满分 100 分）  
面试成绩满分 45 分 

 

1）专业素质和能力（满分 25 分） 
①对原专业基础知识的学习和掌握情况（满分 15 分）； 
② 外语水平和能力(满分 5 分)； 
③对本专业的情况了解（满分 5 分）； 
2）综合素质和能力(满分 20 分) 
①思想政治素质、道德品质等、兴趣爱好等（满分 5 分）； 
②创新精神和创新能力（满分 10 分）； 
③人文素养、身心健康、举止、表达和礼仪等（满分 5 分） 

专业排名成绩满分 5 分，计算原则： 
前 5%（含）：5 分 
5%（不含）~10%（含）：4 分 
10%（不含）~15%（含）：3 分 
15%（不含）~20%（含）：2 分 
20%（不含）~25%（含）：1 分 
25%之后               ：0 分 

考生姓

名 
 原专业名称  

综合考评

成绩 
 

问 
答 
记 
录 

 

 
 
 
 
 
 
 

注：1、表格不够可另加附页； 
2、面试组成员应在问答记录栏内记录本人与考生的现场问答情况； 
3、考生成绩根据考生面试过程中的所有问答情况综合打分； 
                                   

                                     
                     面试专家签名：                    

                                     
                         面试时间：                    

 

 

 



附录 3：特殊专长学生转专业综合考评表（适用于转入经济学/法学专业学生） 

接收院（系）：人文社科与法学学院经济系/法律系   

申请人姓名   学号   专业名称   

平均学分绩   
专业排名/

专业人数 
  排名百分比   

综合考核内容（满分 100 分） 

1）特殊专长（满分 30 分） 
2）平均学分绩（满分 20 分） 

3）专业素质和能力（满分 30 分） 
①对原专业基础知识的学习和掌握情况（满分 15 分）； 
② 外语水平和能力(满分 10 分)； 
③对本专业的情况了解（满分 5 分）； 

4）综合素质和能力(满分 20 分) 
①思想政治素质、道德品质等、兴趣爱好等（满分 5 分）； 
②创新精神和创新能力（满分 10 分）； 
③人文素养、身心健康、举止、表达和礼仪等（满分 5 分） 

 

问答 
记录 

 
 
 
 
 
 
 
 
 
 
 
 
 
 
 
 
 
 

综合考 
评成绩 

 

注：1、表格不够可另加附页； 
2、面试组成员应在问答记录栏内记录本人与考生的现场问答情况； 
3、考生成绩根据考生面试过程中的所有问答情况综合打分； 
                                   

                                     
                     面试专家签名：                    

                                     
                         面试时间：                    

 



附录 4：社会学专业入学一年后接收转专业学生综合考核记录表 
接收院（系）：人文社科与法学学院社会学系     
考核内容 得分 

大一年度平均学分绩（满分 100 分）  
面试成绩满分 100 分 

 

1） 综合素质(满分 30 分) 
①思想政治素质、道德品质等、兴趣爱好等（满分 10 分）； 
②创新精神和创新能力（满分 10 分）； 
③人文素养、身心健康、举止、表达和礼仪等（满分 10 分） 
 
2）专业基础能力(满分 30 分) 
①对本专业的情况了解（满分 10 分）； 
②外语/数学等专业基础学科的水平与能力（满分 10 分）； 
③论文写作与分析问题逻辑能力（满分 10 分） 
 
3）个人学术/技能特长(满分 40 分) 
①个人竞赛获奖情况（满分 15 分）； 
②个人学术/技术能力（满分 15 分）； 
③个人其他特长(艺体)情况（满分 10 分） 

考生姓

名 
 原专业名称  

综合考评

成绩 
 

课程免

补修申

请 

课程名称 免修原因 考评组决定 
社会学专业导论  免修   免修参加考试    补修 
社会学概论  免修   免修参加考试    补修 
社会学研究方法  免修   免修参加考试    补修 
古典社会学  免修   免修参加考试    补修 

问 
答 
记 
录 

 

 
 
 
 
 
 
 

注：1、表格不够可另加附页； 
2、面试组成员应在问答记录栏内记录本人与考生的现场问答情况；   
3、考生成绩根据考生面试过程中的所有问答情况综合打分；         

                                     
                     面试专家签名：                   

 
                         面试时间：                   

 

 



附录 5：课程补修要求（适用于转入经济学专业学生） 

1.《微积分 C(1)》、《微积分 C(2)》：在原专业修过《微积分》，每学期学

时达到 80 学时的，予以免修；学时低于 80 学时的，根据面试情况确定是否免修

或补修；没有修过《微积分》的予以补修，在转入新专业开学第一天到系办教学

秘书处办理补修手续。 

2.《政治经济学》：在原专业修过《政治经济学》，学时达到 48 学时的，

予以免修；学时低于 48 学时的，根据面试情况确定是否免修或补修；没有修过

《政治经济学》的予以补修，在转入新专业开学第一天到系办教学秘书处办理补

修手续。 

3.《经济学原理》：在原专业修过《经济学原理》，学时达到 48 学时的，

予以免修；学时低于 48 学时的，根据面试情况确定是否免修或补修；没有修过

《经济学原理》的予以补修，在转入新专业开学第一天到系办教学秘书处办理补

修手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