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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注艺术类招生简章细节
本报讯渊记者 蔡文玲冤
明天起袁 北京市美术类专
业统考成绩即可查询袁本
科尧高职渊专科冤尧高职单考
单招合格分数线也将适时
公布遥 通过统考的考生准
备参加各校校考袁 北京印
刷学院招办主任孙鹏提
醒袁 考生阅读各校艺术类
招生简章要关注细节袁有
目的备考遥
随着统考成绩公布袁
各高校艺术类招生简章也
将陆续公布遥 考生看艺术
类招生简章袁 要先看报考
条件和报考时间遥 考生要
满足招生院校的报考条
件袁尤其是一些特殊要求遥

如很多院校除要求符合生
源地普通高等学校招生报
名基本条件外袁 还要求考
生身体健康袁 无色盲或色
弱袁 部分院校会要求考生
无口吃袁 也有部分院校对
考生外语语种有要求遥
参加多所学校校考的
考生可单独准备一个本
子袁 把每所学校的时间和
细节记在本上遥 部分学校
会安排多场考试袁考生要
记好每个时间点和需要准
备的材料遥 现场确认的材
料考生要逐项核对袁不能
遗漏遥 另外袁考试方式尧考
试内容尧录取原则尧成绩
发放时间等细节都要单独

记下来遥
考生还要看学校招生
简章是否做分省计划遥 一
些学校的个别专业不做分
省计划袁 按照录取原则全
国排队曰 而部分专业会按
合格人数做分省计划袁考
生要衡量好自己的专业特
长选择报考专业遥 对于有
分省计划的专业袁 考生要
着重看学校在京招生人
数袁 以及最近 3 年文化课
录取分数遥
网上报名时袁考生要确
定考试时间和报考专业袁大
部分学校允许考生报考一
次或多次考试袁但考生要看
好学校要求袁有的学校取考

生多次考试最高分袁也有学
校取最低分遥 网上报名缴费
后袁部分高校要求考生现场
确认袁时间一般只有半天或
一天袁考生一定要提前准备
好材料袁并带齐材料亲自参
加确认遥
考生还要仔细阅读各
学校的录取原则遥 学校会
公布专业课考试成绩和文
化课考试成绩的折算比
例袁以及外语成绩要求袁考
生要结合自己的专业课和
文化课优势选择适合的学
校和专业遥 部分学校的专
业原则上只录取以第一志
愿报考的考生袁 建议考生
综合衡量后合理报考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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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动训练尧武术与民族传统体育两专业

体育专项统考
安排确定
本报讯渊记者 邱乾谋冤
2018 年普通高等学校运动
训练尧 武术与民族传统体
育专业招生将进行全国统
一考试及区域统一考试袁
这将使普通高等学校运动
训练尧 武术与民族传统体
育专业招生达到一个新台
阶遥 目前袁体育专业招生考
试安排已确定遥
体育专项考试满分
100 分袁考试分项目采用全
国统考和分区统考方式袁
由国家体育总局委托院校
负责组织实施执行遥 符合
报考条件的考生要依据招
生院校招生简章要求袁统
一在 野中国运动文化教育
网 冶 渊www.ydyeducation.
com冤体育单招管理系统报

名并参加考试遥 冬季项目
报名时间为 2018 年 1 月 1
日至 15 日袁 考试时间为 2
月 16 日至 3 月 5 日曰其他
项目报名时间为 3 月 1 日
至 15 日袁考试时间为 4 月
1 日至 5 月 10 日遥 考生要
依据公布的专业考试时
间袁 合理选择不超过 2 所
招生院校报名袁 并确定志
愿顺序遥
报考运动训练尧 武术
与民族传统体育专业的考
生袁 除了要报名参加体育
专项考试外袁 还要报名参
加文化考试遥 文化考试包
括语文尧数学尧政治尧英语 4
科袁各科试卷满分 150 分袁
总分 600 分袁 时间为 4 月
21 日和 22 日遥

相关链接院

分区考试安排
华东地区渊包括山东尧
江苏尧安徽尧浙江尧福建尧上
海尧江西辖区内院校冤
山东体育学院院足球尧
田径尧篮球
上海体育学院院 乒乓
球尧武术套路尧羽毛球
南京体育学院院网球尧
排球

中央戏
剧学院学生
日前进行京
剧表演遥

本报记者
邱乾谋 摄

艺考生可兼报非艺术专业
渊上接第 1 版冤
专业课考试分为北
京市组织的美术统考和
招生院校组织的校考两
种形式遥 凡北京市美术

统 考 涉 及 到 的 专 业 袁 民 美术统考成绩作为考生
办高校尧 独立学院的美 的专业考试成绩袁 其他
术类本科专业及所有高 院校一般直接使用统考
校的美术类高职渊专科冤 成绩袁 确有必要补充考
专业均直接使用北京市 核的本科专业袁 招生院

校要面向美术统考本科
合格生源组织校考遥 北
京市美术统考未涉及到
的专业袁 由招生院校组
织校考遥

志愿院专业考试未合格不能报艺术类专业志愿
报考艺术类专业的考
生要按全市统一规定的时
间和要求进行网上志愿填
报遥 选报艺术类本科院校
渊专业冤要填报在野本科提
前批 A 段冶 志愿栏目内遥

选报艺术类高职 渊专科冤
北京教育考试院高
专业要填报在野专科提前 招办有关负责人提醒袁填
批 冶 志 愿 栏 目 内 曰 选 报 艺 报艺术类志愿的考生袁可
术类单考单招院校 渊专 以兼报非艺术类专业志
业冤要填报在野单考单招冶 愿遥 未取得相关艺术类专
志愿栏目内遥
业考试合格证的考生袁填

报艺术类专业志愿无效遥
录取期间袁在考生已填报
艺术类专业志愿录取结
束后袁将根据计划完成情
况安排艺术类专业征集
志愿录取遥

录取院独立设置本科艺术院校可自划线
独立设置的本科艺术
院校可自主划定本校艺术
类本科高考文化成绩录取
控制分数线袁 并要在本校
网站上公布袁 录取前报考
试院高招办备案遥 上述院
校的艺术类高职渊专科冤专
业及其他院校所有艺术类
专业渊含单考单招高职冤的
录取袁 文化课成绩执行北
京市划定的相应录取控制

分数线遥
统考艺术类本科层次
录取时袁 文化课成绩按考
生的语文尧数学渊文/理冤尧
外语和文科综合/理科综
合 4 科总分计算遥 统考艺
术类高职渊专科冤层次录取
实行高会统招方式袁 录取
时文化课成绩按考生的语
文 尧 数 学 渊 文/理 冤尧 外 语 3
科总分计算遥 单考单招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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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类录取时袁 文化课成绩
按考生的语文尧数学尧外语
3 科总分计算遥
按教育部规定袁对于授
予艺术学学士学位的艺术
教育尧 服装设计与工程尧风
景园林尧文化产业管理等 4
个非艺术学门类专业袁要编
制分省分专业计划袁安排在
普通专业批次录取遥 招生院
校若对考生有艺术专业基

础要求袁 要在招生简章中
明确告知袁 文化课成绩要
求不得低于本校非艺术类
专业所在批次最低控制分
数线袁 其中允许开展艺术
类专业单独考试招生的高
校袁 不得低于北京市普通
本科第二批次录取控制分
数线遥 其他非艺术类专业
不得按艺术类专业招生考
试办法招生遥

华南尧华中地区渊包括
广东尧广西尧海南袁湖北尧湖
南尧河南辖区内院校冤
武汉体育学院院足球尧
田径尧排球尧篮球
广州体育学院院 乒乓
球尧武术套路尧羽毛球尧网球
华北地区渊包括北京尧
天津尧河北尧山西尧内蒙古
辖区内院校冤
北京体育大学院足球尧

田径尧网球尧排球
天津体育学院院 乒乓
球尧武术套路尧篮球
首都体育学院院羽毛球
东北地区渊包括辽宁尧
吉林尧黑龙江辖区内院校冤
沈阳体育学院院足球尧
田径尧网球尧排球
吉林体育学院院 乒乓
球尧武术套路尧羽毛球
哈尔滨体育学院院
篮球
西北尧西南地区渊包括
宁夏尧新疆尧青海尧陕西尧甘
肃袁四川尧云南尧贵州尧西
藏尧重庆辖区内院校冤
西安体育学院院足球尧
田径尧排球尧乒乓球
成都体育学院院 武术
套路尧羽毛球尧篮球尧网球

全国统考安排
北京体育大学院游泳尧
公开水域游泳尧蹼泳
上海体育学院院 跆拳
道尧高尔夫球
武汉体育学院院赛艇尧
皮划艇静水尧 皮划艇激流
回旋尧摩托艇尧滑水尧帆船尧
帆板
西安体育学院院摔跤
成都体育学院院跳水尧
水球尧花样游泳
沈阳体育学院院手球尧
自由式滑雪尧单板滑雪
首都体育学院院 艺术
体操
天津体育学院院 武术
散打尧棒球尧垒球尧橄榄球
河北体育学院院 中国

式摔跤尧射击
吉林体 育学 院 院越 野
滑雪尧高山滑雪尧跳台滑
雪尧冬季两项尧速度滑冰尧
短道速滑尧 花样滑冰尧冰
球尧冰壶尧拳击尧曲棍球尧
射箭
南京体育学院院击剑尧
体操尧技巧尧蹦床尧沙滩排
球尧现代五项尧铁人三项
山东 体 育学 院 院场 地
自行车尧 公路自行车尧
BMX 小轮 车尧 山 地自 行
车尧马术尧围棋尧象棋尧国
际象棋
广州体育学院院举重
郑州大学体育学院 院
柔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