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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类招生有哪些专业"
答#艺术类专业包括*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

(#$#$年)+中!艺术学门类"下设各专业&以及新版职业教育

专业目录中!艺术设计类"!表演艺术类"下设各专业和!民族

文化类"!广播影视类"等部分专业#其中&本科专业主要包括

以下几个类别'

(!)艺术学理论类'艺术史论$艺术管理等%

(#)音乐与舞蹈学类'音乐表演$音乐学$作曲与作曲技

术理论$舞蹈表演$舞蹈学$舞蹈编导$舞蹈教育$航空服务艺

术与管理$流行音乐$音乐治疗$流行舞蹈等%

(%)戏剧与影视学类'表演$戏剧学$电影学$戏剧影视文

学$广播电视编导$戏剧影视导演$戏剧影视美术设计$录音艺

术$播音与主持艺术$动画$影视摄影与制作$影视技术$戏剧

教育等%

(')美术学类'美术学$绘画$雕塑$摄影$书法学$中国

画$实验艺术$跨媒体艺术$文物保护与修复$漫画等%

(()设计学类'艺术设计学$视觉传达设计$环境设计$

产品设计$服装与服饰设计$公共艺术$工艺美术$数字媒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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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艺术与科技$陶瓷艺术设计$新媒体艺术$包装设

计等#

""艺术类专业的报考条件是什么"

答#符合普通高校招生报考条件&且具有一定艺术专长

者均可报考艺术类专业#

$"艺术类专业招生考试由哪两个部分组成"

答#普通高校艺术类专业招生考试由文化考试和艺术
类专业考试两部分组成#

#$#!年&我省普通高考实行!%&!&#"模式&包括语文$

数学$外语%门统一高考考试科目以及考生选择的%门学业

水平选择性考试科目#学业水平选择性考试科目包括思想政

治$历史$地理$物理$化学$生物)门&考生首先在物理$历史#
门科目中选择!门&再从思想政治$地理$化学$生物'门科目

中选择#门#

文化考试总分值为*($分#语文$数学$外语%门科目以

每门!($分计入总分&其中外语科目含听力考试%$分#学业

水平选择性考试科目每门均为!$$分&其中物理$历史科目以

原始分计入总分&其余科目以等级分计入总分#考生的合格

性考试科目成绩合格&方可参加该科目的选择性考试#

艺术类专业考试分为艺术类专业省统考和院校校考#

%"专业考试实行省统考与院校校考有什么区别"

答#艺术类专业省统考由省教育考试院组织&采取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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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命题$统一考试$统一评卷(面试评分)的形式%其成绩适

用的范围为使用省统考成绩录取的院校(专业)&以及要求

专业省统考成绩和院校校考成绩!双合格"的院校(专业)#!
院校校考由相关招生院校自行组织专业考试&其成绩原

则上只能适用于本校&各院校校考成绩不能互相通用#

&""#"!年我省哪些艺术类专业实行省统考%哪些
艺术类专业实行院校校考"

答#实行省统考的艺术类专业有美术与设计类$音乐类

以及广播电视编导专业#

根据教育部及江苏省有关规定&省统考已涵盖的专业&

高校一般应直接使用省统考成绩作为考生的专业考试成

绩#确有必要补充考核的艺术类本科专业&高校应面向省统

考合格生源组织校考&并须将考试工作方案报学校所在地

省级教育行政部门审定#省统考未涵盖的艺术类专业&高校

可组织校考#对于美术学类和设计学类专业&除经教育部批

准的部分独立设置的本科艺术院校(含部分艺术类本科专

业参照执行的少数高校)外&高校不再组织校考#民办高

校$独立学院的艺术类本科专业及所有高校的艺术类高职

(专科)专业&如与省统考专业相同或相近&须使用省统考成

绩录取#

高校艺术类专业校考原则上在学校所在地组织#确有必

要在异地设立考点的&须经考点所在地省级教育行政部门同

意&且校外考点数量最多不得超过(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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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立设置的本科艺术院校为'中央戏剧学院$中央美术学

院$中央音乐学院$中国音乐学院$北京电影学院$北京舞蹈学

院$中国戏曲学院$天津音乐学院$天津美术学院$鲁迅美术学

院$吉林艺术学院$西安美术学院$上海音乐学院$上海戏剧学

院$南京艺术学院$中国美术学院$景德镇陶瓷大学$山东艺术

学院$山东工艺美术学院$湖北美术学院$武汉音乐学院$广州

美术学院$星海音乐学院$广西艺术学院$四川美术学院$云南

艺术学院$西安音乐学院$新疆艺术学院$解放军艺术学院$沈

阳音乐学院#

根据教育部规定&清华大学$中国传媒大学$中央民族大

学$东华大学$北京服装学院$江南大学$天津工业大学$上海

视觉艺术学院$北京印刷学院(仅限艺术设计$数字媒体艺术$

动画$绘画等本科专业)$苏州大学(仅限艺术设计本科专业)$

浙江传媒学院(仅限播音与主持艺术$广播电视编导$摄影$录

音艺术等'个本科专业)$浙江理工大学(仅限艺术设计本科

专业)$内蒙古大学(仅限音乐表演$表演$音乐学等%个本科

专业)$武汉设计工程学院(仅限表演$播音与主持艺术$戏剧

影视美术设计%个本科专业)$浙江音乐学院(仅限音乐学$音

乐表演$作曲与作曲技术理论$舞蹈表演$舞蹈学$舞蹈编导$

表演$艺术与科技,个本科专业)$浙江音乐学院(仅限音乐

学$音乐表演$作曲与作曲技术理论$舞蹈表演$舞蹈学$舞蹈

编导$表演$艺术与科技,个本科专业)$哈尔滨音乐学院$上

海大学(上海美术学院$上海电影学院$音乐学院)等高校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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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艺术类相关专业招生参照独立设置本科艺术院校的招生办

法执行#

'"考生报考哪些专业须同时参加院校校考和省

统考%且成绩合格&即(双合格)'"

答#根据教育部$江苏省艺术类专业招生有关规定以

及*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年版)+精神&凡报考

有关院校艺术类本科专业的考生&如其所报考专业是省统

考涵盖专业&须根据江苏省及招生高校的要求&参加相关专

业省统考且省统考成绩合格(合格线在发布考生省统考成

绩时划定并公布)&方能按招生院校的录取规则参加录取#

省统考未涵盖的其他艺术类专业&考生可不参加江苏省组

织的专业省统考&且不受省统考合格线限制&如院校要求考

生须参加相关专业省统考且合格的&考生须按照院校的要

求执行#

省统考涵盖专业范围按*省教育考试院关于调整江苏省

普通高校招生艺术类专业省统考涵盖专业范围的通知+(苏

教考招.#$!-/!*号)和*省教育考试院关于补充江苏省普通

高校招生美术与设计类专业省统考涵盖专业范围等事项的

通知+(苏教考招.#$#$/)号)执行#

("艺术类专业考试的报名时间!地点和办法

如何"

答#(!)艺术类专业考试报名时间$地点与参加全省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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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高考报名的时间$地点相同#

(#)在高考报名时&考生同时选择报考科类&并需要选报

专业考试方向&其中&!艺术类考试"有美术类省统考$音乐类

省统考$编导类省统考$艺术类校考四大类&考生根据自己选

择的专业方向&在专业方向前的!$"内打!%"#

(%)考生确认高考报名信息后&在网上打印*江苏省#$#!
年普通高校招生艺术类专业考试通知书+&考生凭该通知书参

加艺术类专业省统考或院校校考#

(')希望参加院校校考的考生&应及时关注对应院校的

官网信息&在规定的时间内按院校要求报名$参加各院校组织

的专业校考#

)""#"!年我省音乐类!美术类!广播电视编导专
业省统考考点有哪些" 考生参加考试的地点如何
确定"

答#我省音乐类专业省统考考点设在南京师范大学#

美术类和广播电视编导专业省统考在全省!%个地市均

设考区#考点具体地址另行公布#

考生须在规定的时间内&自行网上确认专业考试信息$网

上支付报名考试费$网上打印专业考试信息确认表$网上打印

准考证&并在规定时间到报名所在市对应的考点参加专业

考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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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省艺术类专业省统考的命题原则!考试科目!
内容和形式分别是什么"

答#(!)命题原则'根据高等院校艺术专业招生$教学

需要&依据!#$#!年江苏省普通高校招生美术与设计类$音乐

类$广播电视编导专业统考考试指导意见"&参照普通高中课

程标准&注重考查考生在艺术学习方面所具有的基础知识$基

本技能和综合运用能力#

(#)考试科目$内容和形式'

美术与设计类(简称'美术类)'

素描$速写和色彩科目均为必考科目&专业总成绩满分为

%$$分&其中&素描!#$分&速写)$分&色彩!#$分#

" 素描'八开铅画纸&人物头像$石膏像或物体(提供人

物头像图片$石膏像图片$世界美术史上名家作品图片或物体

图片)#

# 速写'八开铅画纸&全身人物动态速写(提供相关

图片)#!

$ 色彩'四开铅画纸&按照试题题意及试卷中规定的静

物组合用品&用色彩写生的表现方法完成一幅色彩静物画(静

物组合中物品为生活中常见蔬菜$瓜果$花卉$食品$饮料$陶

瓷器皿$玻璃器皿$厨具$生活日用品$文具教具$各色衬

布等)#!
音乐类'

基本乐科和主试科目必考&加试科目可由考生根据自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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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况选考#专业总成绩满分为%$$分#

" 基本乐科'视唱(面试)$练耳(笔试)和基本乐理与音

乐常识(笔试)三项为必考科目#满分为-$分&其中&视唱'$
分&练耳#(分&基本乐理与音乐常识#(分#

# 主试科目'声乐或器乐&考生确定其中一项作为主试

科目#主试科目满分为!-$分#

$ 加试科目'声乐或器乐&考生确定其中一项作为加试

科目&且加试科目必须不同于主试科目#满分为#$分#

主试或加试声乐的考生必须从我省统一规定的声乐曲目

库中选择曲目#曲目库见江苏省教育考试院门户网#

广播电视编导'

影评写作和故事创作两个科目&各!$$分&满分为

#$$分#

" 影评写作'考生观看影视作品&在规定时间内按要求

完成影评写作&字数不少于!$$$字#闭卷$卷面笔试#考试

时间(含影片播放时间)共!($分钟#

# 故事创作'考生根据给定材料或题目要求&在规定时

间内编写一个短故事&并完成!$$字左右的!故事梗概"#故

事梗概#$分&故事内容,$分&总字数不少于!$$$字#闭卷$

卷面笔试#故事创作考试时间为-$分钟#

!#"考生参加专业省统考时还应注意哪些事项"
答#(!)考生须在规定的时间内网上确认专业考试

信息$网上支付报名考试费$网上打印专业考试信息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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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表#

(#)考生须按照有关省统考专业类型规定的时间打印准

考证&准时到省统考考点参加考试#

(%)在考试前&考生应充分做好准备工作(如安排住宿$

交通&准备考试相关材料和考试工具)#

(')考生应仔细阅读考点公布的有关信息&按我省和统

考考点的有关规定&按时赴考#

!!"省内外院校专业校考是如何进行的" 考生如
何获知相关考试信息"

答#(!)省内高校的校考

省内有关院校招收非省统考专业&其专业考试由招生高

校自行组织或采用委托考试的方式进行#

当招生高校采用委托考试方式时&委托高校须向被委托

高校提出委托考试申请&双方协商一致后&由被委托高校向江

苏省教育考试院备案#在考生报名前&委托高校与被委托高

校均须向考生公布委托考试相关专业$要求$考试安排$合格

证发放等事项#

(#)省外高校的校考

省外高校在江苏省设立校考考点及有关考试管理工作&按

教育部有关文件规定执行#其中&民办高校$独立学院及高职

(专科)院校原则上只能在院校所在地组织专业校考#

招生院校在我省设点考试的专业&只能在我省指定的考

点对我省考生进行专业校考&在院校所在地和其他省(直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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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自治区)考点不得再接受我省考生参加所涉及专业的校

考&否则考生的专业考试成绩我省不予认可&由此产生的遗留

问题由招生院校负责处理#

考生可通过江苏省教育考试院门户网或有关招生院校网

站查阅相关信息&并按照我省规定和有关招生院校的招生简

章参加专业考试#

!""考生参加省内院校专业校考如何报名" 应注
意哪些事项"

答#考生可向有关院校查询有关事项&并按照相关招生

院校的招生简章规定的时间$地点参加专业考试#

!$"考生参加省外院校专业校考时应注意哪些
事项"

答#(!)在我省设点考试的省外院校#招生院校必须

在我省规定的省外院校专业校考考点中选择#考生只能在我

省指定的考点参加该校的专业考试&不得在该校所在地及其

他省外考点考试&否则专业考试成绩我省不予认可#省外院

校在我省设点考试情况可通过江苏省教育考试院门户网

查阅#

(#)未在我省设点考试的省外院校#考生可及时上网查

阅院校招生简章&并按照相关招生院校的招生简章要求参加

专业考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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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生可通过何种途径获知专业省统考考试

成绩"

答#考生可凭本人相关证件号码登录省教育考试院门
户网自行打印成绩通知单%不具备条件的考生也可至市$县

(市$区)招生考试机构查询成绩$打印成绩通知单#

!&"考生可通过何种途径获知院校专业校考考试

成绩"

答#按照教育部文件规定&专业校考的招生院校应将本

校专业考试合格证寄送(发)考生本人#如考生未收到专业考

试合格证或对成绩有疑问&须及时向相关院校核实情况#考

生也可在志愿填报前登录省教育考试院门户网查询本人校考

合格信息#

!'"对艺术类考生的学业水平考试科目和成绩有

何要求"

答#普通高中学业水平考试分为合格性考试和选择性
考试&合格性考试成绩是高中学生毕业$高中同等学力认定的

重要依据%选择性考试是高校招生录取的组成部分&其成绩纳

入统一高考总分#

#$#!年&我省普通高考实行!%&!&#"模式&包括语文$

数学$外语%门统一高考考试科目以及考生选择的%门学业

水平选择性考试科目#学业水平选择性考试科目包括思想政

治$历史$地理$物理$化学$生物)门&考生首先在物理$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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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科目中选择!门&再从思想政治$地理$化学$生物'门科目

中选择#门#

高考总分值为*($分#语文$数学$外语%门科目以每门

!($分计入总分&其中外语科目含听力考试%$分#学业水平

选择性考试科目每门均为!$$分&其中物理$历史科目以原始

分计入总分&其余科目以等级分计入总分#

考生的合格性考试科目成绩合格&方可参加该科目的选

择性考试#

!("艺术类省录取控制分数线如何划定"
答#艺术类本$专科录取控制分数线按照艺术类(历史

等科目类)$艺术类(物理等科目类)以及不同专业类别,美术

类省统考$音乐类(声乐$器乐)省统考$广播电视编导专业省

统考$艺术类专业校考-本科和专科层次招生计划的一定比

例&并结合考生文化分$专业分等因素分别划定#经教育部批

准的部分独立设置的本科艺术院校(含部分艺术类本科专业

参照执行的少数高校)&可自行划定本校艺术类本科专业的文

化和专业录取最低控制分数线&并在录取前报江苏省教育考

试院备案#

!)"艺术类志愿如何设置" 录取批次如何划分"
答#艺术类设置传统(顺序)志愿$平行志愿两种方式#

本科提前批次中&第!小批和第%小批实行传统(顺序)志愿&

第#小批实行平行志愿#专科批次中&使用校考成绩录取的

专业实行传统(顺序)志愿&使用省统考成绩录取的专业实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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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行志愿&填报专科批次志愿的艺术类考生只能在传统(顺

序)志愿或平行志愿中选择其一填报#传统(顺序)志愿设置

!个院校专业组志愿&包括'个专业志愿和!个专业服从调剂

志愿#平行志愿设置#$个院校专业组志愿&每个院校专业组

志愿设置'个专业志愿和!个专业服从调剂志愿#

各批次志愿录取结束后&设置征求志愿&征求志愿设置与

相应批次志愿设置一致#填报征求志愿时&考生只能在传统

志愿或平行志愿中选择其一填报#

!*"考生如何填报艺术类志愿"
答#考生应根据自己的高考文化分$专业考试方式(省

统考或校考)及专业分$各批次省录取控制分数线以及考生本

人的体检结论等情况&慎重选择&准确$合理地填报艺术类

志愿#

参加专业省统考且成绩达到规定要求的考生&可以填报

使用省统考成绩录取高校的志愿%参加专业校考且成绩合格

的考生&只能填报取得校考合格高校的志愿&其专业考试成绩

只适用相关校考合格高校#

艺术类考生不得兼报同批次体育类$定向培养士官的志

愿%艺术类使用专业省统考成绩录取的美术类$音乐类以及广

播电视编导专业同批次之间不得同时填报#

"#"艺术类校考专业录取为何仍实行传统&顺序'
志愿方式" 考生如何填报"

答#由于院校间校考专业的考试科目$考试内容$评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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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不同&因此&其校考成绩不能相互通用#此外每一个院校

可填报!个院校专业组志愿&包括'个专业志愿和!个专业

服从调剂志愿&各专业考试科目也不尽相同&所以不可能按照

平行志愿方式设立志愿$投档和录取&只能实行传统(顺序)志

愿方式#

考生应根据自己的高考文化分$校考专业分$各批次省录

取控制分数线$院校录取规则以及考生本人的体检结论等情

况&慎重选择&准确$合理地填报传统(顺序)志愿#

"!"考生如何填报艺术类征求志愿"

答#在艺术类本科提前批次和艺术类专科批次录取结
束后&各设立一个征求志愿&征求志愿设置与相应批次志愿设

置一致#省教育考试院将及时公布未完成招生计划的院校$

专业及人数&未被录取的考生在规定的时间自行上网填报征

求志愿#

填报艺术类征求志愿&考生只能在传统志愿或平行志愿

中选择其一填报#

"""考生填报艺术类志愿必须了解哪些信息" 还

需参考哪些资料"

答#考生应了解的信息和必须参考的资料有'我省当年

的艺术类招生规定$各批次省录取控制分数线$院校招生计

划$院校招生章程$院校录取规则和要求$本人的高考文化分$

专业考试方式(省统考或校考)及专业分$考生本人的体检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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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等情况#

"$"艺术类考生可以兼报普通类专业吗"

答#艺术类考生可以兼报普通类专业#艺术类考生不

得兼报同批次体育类$定向培养士官的志愿%艺术类使用专业

省统考成绩录取的美术类$音乐类以及广播电视编导专业同

批次之间不得同时填报#(具体参考!填报志愿"部分相关

内容)!

"%"艺术类专业是如何录取的"

答#艺术类专业录取工作在教育部和省招委会的领导
下&院校和省教育考试院按照!高校负责$省教育考试院监督"

的体制和公平$公正$择优的原则实施新生录取工作#录取

时&对思想政治道德考核和体检合格&专业和文化考试成绩达

到同批省录取控制分数线的考生&省教育考试院按照院校提

出的调档比例进行投档%招生院校对进档的考生&按招生章程

中预先确定的录取规则和标准&根据考生所报志愿&德智体美

劳全面考核&择优录取#因各校未按招生章程和有关录取规

则实施新生录取工作而产生的各类遗留问题&按照教育部规

定&由招生院校负责处理#

"&"我省对艺术类专业的投档办法主要有哪几种"

答#根据专业考试方式的不同&分别采取不同的投档规

则#使用专业省统考成绩录取的院校专业&按平行志愿的投

档规则投档%使用校考成绩录取的院校专业&按传统院校志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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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投档规则投档#

平行志愿投档原则'对于高考文化分和专业分均达到相

应录取控制分数线的考生&按照!按分排序&遵循志愿"的原则

进行投档#考生的投档分由高考文化分和专业分按一定比例

构成#当投档分相同时&依次按高考文化分$语文数学两科之

和$语文或数学单科最高成绩$外语单科成绩$首选科目单科

成绩$再选科目单科最高成绩由高到低排序投档%如仍相同&

比较考生志愿顺序&顺序在前者优先投档&志愿顺序相同则全

部投档#

(!)使用省统考成绩录取的院校专业

美术类$广播电视编导专业'投档分<,(高考文化分B文

化满分)6$")&(专业分B专业满分)6$"'-6*($&结果四舍

五入取整#

音乐类'投档分为专业分#

(#)使用校考成绩录取的院校专业

经教育部批准的部分独立设置的本科艺术院校(含部分

艺术类本科专业参照执行的少数高校)&对文化分$专业分均

达到相关招生高校自行划定的录取控制分数线的考生&按院

校要求投档给院校#

其他校考高校&对文化分达省录取控制分数线且专业合

格的考生&按院校要求投档给院校#

"'"艺术类征求志愿如何投档"
答#依据考生填报的征求志愿是传统志愿&还是平行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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愿&分别按传统志愿和平行志愿的投档规则投档#

"("考生如何查阅和了解艺术类专业招生考试相
关信息"

答#考生可通过江苏省教育考试院门户网$*江苏招生

考试+(招生计划专刊)$相关招生院校的网站查阅和了解教育

部$江苏省和有关招生高校的招生政策$规定$专业报名和考

试等相关信息#

")"艺术类专业招生考试工作日程如何安排"
答##$#!年我省艺术类专业招生考试工作日程大致安

排如下'

时间 步骤

#$#$年!!月!!3!'日
考生参加全省高考报名&同时选择艺
术类专业考试方向

#$#$年!!月!!3!*日
参加艺术类专业省统考考生网上确

认专业考试信息$网上支付报名考试
费$网上打印专业考试信息确认表

#$#$ 年 !! 月 %$3!# 月

'日
美术$音乐类专业省统考考生在网上
打印准考证

#$#$年!#月(日
音乐类专业省统考考生到南京师范

大学参加笔试

#$#$年!#月)日
美术类专业省统考&考生到报名所在
市对应的统考考点考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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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时间 步骤

#$#$年!#月*日起
音乐类专业省统考考生到南京师范

大学参加面试

#$#$年!#月!(3!-日
广播电视编导专业省统考考生在网

上打印准考证

#$#$年!#月#$日起
广播电视编导专业省统考考生到报

名所在市对应的统考考点考试

#$#!年(月底前
考生查阅有关招生院校的招生简章

或网站信息&按照教育部$省有关政
策和院校规定时间$地点参加校考

#$#!年)月*3-日
全国普通高考(含学业水平考试选择
性考试科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