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海南省考试局文件

琼考办 (2θ 16〕 4号

海南省考试局关于做好全国高等教育自学

考试省际转考工作的通知

各市县教育局自考办,各助学单位 :

根据教育部考试中心 《关于做好 2θ 16年高等教育自学考试

省际转考工作的通知》(教试中心函 〔2θ 15〕 156号 )和 《高等

教育自学考试省际转考工作管理办法 (试行 )文件规定,我省

自 2016年 1月 1日 起,执行全国转考新规定,实行电子转考。

具体事项通知如下 :

一、实施时间

自 2θ 16年 ⊥月 1日 开始,我省自学考试省际转考按照 《高

等教育自学考试省际转考工作管理办法 (试行 )全国统一实行

电子转考。考籍档案转出时,不 再以机要形式递送,也不接受

外省转入的纸质考籍档案。转考考生的考籍电子档案统一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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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考平台进行转发和接收。

二、转出受理

教育部考试中|心 转考平台寄发考籍电子档案的时间为每年

的 3月 1日 -Iθ 日和 9月 ⊥日-1θ 日,考生必须在上述时间段内

到省考试局自考办申请办理转出。其他时间平台无法办理。考

生在申请转出时须遵循以下转出要求:

(一 )考生须本人持居民身份证、我省准考证、转入省准

考证到省考试局自考办申请办理,并对转出的电子档案进行现

场确认和签字。同一考生—次只能转出到一个省份。考生提供

的转入省准考证号对应的姓名、身份证号等信息必须与我省信

息一致,否则不予办理转出手续。

(二 )考生因违反有关考试管理规定被停考或延迟毕业期

间,不得转出。已经取得某专业全部课程合格成绩的考生,只

能在我省办理毕业手续,不得转出。免考课程和毕业论文成绩

不得转出。未通过理论课程考核的,其对应的实践环节考核成

绩不得转出。

(三 )考生办理转入手续未满一年的,不得转出。

(四 )在转入省手续未办理完结前,我省保持考生的在籍

状态。

(五 )助学单位进行专业课程改革设置的衔接课程成绩 ,

只能在本省使用,不 予转出。

三、转入受理

教育部考试中心转考平台下载考籍电子档案的时间为 3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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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日 -31日 和 9月 1日 -3θ 日。省考试局自考办将在此期间通过

转考平台集中下载各省转入我省的考籍电子档案。并在网上公

布转入我省的考生信息。考生在我省办理转入手续应遵循以下

要求 :

(一 )考生须本人持居民身份证、我省准考证、转出省准

考证等于每年的 3月 份和 9月 份到省考试局自考办办理转入手

续,并对转入的电子档案进行现场确认和签字,逾期将退回转

出省。

(二 )考生转入我省后,须按我省公布的专业考试计划参

加考试。原合格课程与现考试课程的替换由我省按有关规定执

行。

(三 )转入我省的考生,必须在我省取得专科不少于 5门 、

本科不少于 4门 的合格成绩,方可在我省申请办理毕业手续。

附件:高等教育自学考试省际转考工作管理办法 (试行 )

卜耋甙

(此件主动公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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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高等教育自学考试省际转考工作管理办法

(试行 )

笫一条 为进一步规范高等教育自学考试省际转考工作 ,

提高信息化和科学化管理水平,维护高等教育自学考试的权威

性和严肃性,根据 《高等教育自学考试暂行条例》、《高等教育

自学考试考籍管理工作规定》,制定本办法。

笫二条 在籍考生离开原报考省 (区 、市 )继续参加高等

教育自学考试,须办理省际转考手续。电子转考是运用信息技

术,以交换考籍电子档案方式实施省际转考的过程。

笫三条 教育部考试中心 (以下简称考试中心 )指导、协

调和监督省级高等教育自学考试委员会办公室 (以下简称省级

考办 )开展电子转考工作,确定并公布办理电子转考的时间和

电子档案信息格式,负 责建立和维护
“
高等教育自学考试省际

转考数据交换平台
”(以下简称

“
转考平台

”);省级考办负责组

织实施。

笫四条 考籍档案是办理考生转考的主要依据。考籍档案

以电子方式保存为考籍电子档案 (以下简称电子档案 ),内容主

要包括:考生基本情况信息、考试信息 (含笔迹信息 )、 奖惩记

录、转考、免考、实践环节考核、毕业论文成绩、毕业信息等。

笫五条 转考程序

省际转考先办理转出手续,再办理转入手续,省级考办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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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
“
转考平台

”
递送和接收转考电子档案,应遵循以下程序 :

—、转出申请由考生本人提出,由 转出地省级或者经省级

考办授权的地级考办受理,具体方式和要求由转出地省级考办

规定和公布。

二、转出地省级考办按照原考试的课程及合格成绩、遵循

规定标准,生成转出电子档案上传至 “
转考平台

”。

三、转入地省级考办从
“
转考平台

”
接收转入电子档案。

四、转入电子档案经转入地省级考办审核无误后,转考考

生按要求到转入地省级或者经省级考办授权的地级考办办理转

入手续,具体方式和要求由转入地省级考办规定和公布。

五、转入手续办理完成后,转入地省级考办将转入办理结

呆上传
“
转考平台

”,转 出地据此对转出考生电子档案的在籍

状态进行变更。转考完成。

笫六条 转出要求

一、在籍考生办理省际间转考的,考生须本人持有效居民

身份证、转出地准考证和转入地准考证到转出地省级或者经省

级考办授权的地级考办,对转出电子档案信丨憝进行现场确认 ,

并在转出地省级考办出具的 《高等教育自学考试转考 (转 出 )

登记表》 (附表 ⊥)上签字。

二、考生应当在转入地取得一门或者一门以上课程合格成

绩,并取得转入地考籍后,再办理转出手续。

三、考生在因违反有关考试管理规定被停考或者延迟毕业

期间,不得转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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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已经取得某专业全部课程合格成绩的考生,只 能在原

报考地省级考办办理毕业手续,不得转出。

五、免考取得的课程合格成绩不得转出。未通过理论课程

考核的,其对应的实践环节考核成绩不得转出。毕业论文成绩

不得转出。

六、考生办理转入手续未满一年的,不得转出。

七、在转入手续未办理完结之前,转 出地应保持考生的在

籍状态。

笫七条 转入要求

一、转入的电子档案必须符合第六条笫二款至第六款的规

定;转入电子档案信息以转出地省级考办通过
“
转考平台

”
交

换的电子档案为准。

二、转考考生应当按转入地省级考办公布的专业考试计划

参加考试。转考考生原考试合格课程与现考试课程替换关系的

规定由转入地省级考办按照有关文件制订。

三、转考考生应当在转入地取得专科不少于 5门 、本科不

少于4门 的合格成绩,方 可在转入地申办毕业手续。

四、考生须本人持有效居民身份证及转入地准考证,到 转

入地省级考办或者经省级考办授权的地级考办,对转入电子档

案信息及办理结果进行现场确认,并在转入地省级考办出具的

《高等教育自学考试转考 (转入)登记表》 (附表2)上签字。

五、省级考办不得拒绝接收符合本规定要求的考籍档案。

笫八条 省级考办对考生转考信息的真实性负责,建立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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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监督和制约机制,规范工作流程,利用管理和技术手段,对

相关部门和人员严格要求,强化计算机及网络防护,对 电子档

案收发、处理情况须进行记录和监控,确保电子转考信息的真

实、安全、合法、有效。

笫九条 在电子转考过程中,如有徇私舞弊、弄虚作假的,

一经查实,将依法依规追究相关单位及当事人的责任。

笫十条 本规定自 2θ 15年 5月 1日 起实施。

笫十一条 本办法由教育部考试中心负责解释。

附表:1.高等教育自学考试转考 (转 出)登记表

2.高等教育自学考试转考 (转入)登记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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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1

高等教育自学考试转考 (转出 )登记表

转考冖号

考生娃名 性别 出生日期

照片

身份证号 联系电话

准考证号 专业代码

专业层次 □本科  彐专科 专业名称

转出地 省 (区 、市 ) 转出原因

合掊课程及成续

序号 课程代码 课程名称 学分 成续 合格时间

奖惩怡况

转入地 省 (区 、市 ) 转入地准考证号

转入地专业名称 转入地专业代码

转入地专业层次 □本科  □专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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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以上内容经本人核对,准确无误。

2本人同意按照转考规定办理转考手续奋

3未按转入地耍求按期完成转入现场确认,视同放弃转考申谛,个人承担后杲。

转考考生签名 :

年   月  日

转出地省级自学考试委员会办公室忘见

(盖章 )

经办人 :

年  月  日

注:《 高寺教育自学考试转考 (转出)登记裒》由转出地自考办出具,考生现场确认签字后,由
转出地自考办留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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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2

高等教育自学考试转考 (转入 )登记表

转考△号

考生娃名 性别 出生日期

照 片

身份证号 联系电话

准考证号 专业代码

专业层次 彐本科  □专科 专业名称

转出地准考证号 转出地 省 (区 、市 )

转入合格课程及成纹

序号 课程代码 课程名称 学分 成绞 合格时间 转入方式

转入奖惩估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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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考考生意见 转入地省级自学考试蚕员会办公室意见

以上内容经本人核对,同意转入。

转考巧t签名 :

|丨

(盖帝 )

经办人 :

午 {丨

注:《高等教育自学考试转考“专入登记表》由转入地自考办出具,考生现场确认筌字后,由转

入地自考办留存冷转入方式:1 原成绩转入;2 替换转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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