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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双培计划冶尧野外培计划冶考生单
独安排考试遥
考生可任选一天考试袁网上报
名时选定考试时间和报考专业袁信
息一经提交将不能变更考试时间
和报考专业遥 提醒选择在北京考
点渊北京印刷学院冤参加考试的考
记者院 学校今年艺术类本科 生袁 学校在该考点共安排 4 次考
计划招多少人钥 招生专业有哪些袁 试遥 网上填报个人信息成功后袁请
考生及时缴费袁因该考点每天限考
是否按分省计划投放钥
孙鹏院 学校今年艺术类本科 3000 人袁缴费完成方可预留考位袁
计划招生共计 456 人遥 招生专业 额满即止遥
是 5 个袁包括视觉传达设计尧数字
媒体艺术尧 绘画尧 动画和摄影专
记者院专业考试科目有哪些袁
业袁招生专业和往年相同袁招生计 参加校考时要自备哪些用具袁注意
划和往年保持一致遥 视觉传达设 什么问题钥
计是全国排队招生 200 人袁数字媒
孙鹏院参加校考时袁考生要自
体艺术招 120 人袁动画尧绘画尧摄影 备画具尧绘画材料袁无需自带画纸遥
各有 40 人袁另外还有动画的野双 考生可参照附表进行准备遥
培计划冶16 人 渊按照往年情况袁如
没有变化就是 16 人袁正式计划数
记者院校考成绩何时发布袁合
还在等市教委正式批复冤遥 具体到 格证如何获取钥
北京考生袁 北京的艺术招生计划
孙鹏院 学校将于 4 月 15 日左
右在网上发布成绩遥 届时袁考生可
没有减少袁和往年一致遥
登录学校招生网查询遥 合格考生
记者院 在京参加校考如何报 可自行下载打印合格证书袁学校将
名袁校考时间是怎样安排的袁考生 不再安排邮寄遥
报名要注意哪些问题钥
记者院今年学校艺术类专业的
孙鹏院计划参加学校校考的考
生要先登录 渊www.artstudent.cn冤下 录取规则是怎样的钥
载手机 APP 客户端袁安装成功后凭
孙鹏院对于报考视觉传达设计
本人身份证原件尧所在省渊市冤艺术 专业的考生袁学校执行的录取规则
类统考准考证原件袁 由考生本人在 为袁文化课成绩达到各省份划定的
报名系统手机 APP 上完成报名尧缴 艺术类本科录取控制分数线袁如本
费及确认 渊具体办理流程及方法详 省划定的艺术类本科录取控制分
见手机 APP 软件内的提示冤袁 自行 数线低于普通本科二批控制线的
打印准考证袁按照要求参加考试遥在 65%袁则按照该省普通本科二批控
京校考时间共 4 次袁分别是 1 月 27 制线的 65%执行曰取得生源地省级
日尧28 日袁3 月 1 日尧2 日遥 考生在报 美术统考合格成绩曰视觉传达设计
专业校考成绩合格曰根据综合分全
名时要注意以下事项院
视觉传达设计专业不做分省计 国排队录取曰录取时不分文理袁根
划袁按照学校录取原则袁全国排队曰数 据考生高考志愿袁按照分数优先的
字媒体艺术尧绘画尧动画尧摄影 4 个专 原则录取遥
对于报考数字媒体艺术尧绘
业按照合格人数做分省计划袁按照学
校录取原则分省录取遥具体各省招生 画尧动画尧摄影等 4 个专业的考生袁
学校执行的录取规则为袁文化课成
计划以各省招办公布为准遥
考生专业考试时可选择野视觉 绩达到各省份划定的艺术类本科
传达设计专业冶或野数字媒体艺术尧 录取控制分数线曰取得生源地省级
绘画尧动画尧摄影 4 个专业冶遥 野视觉 美术统考合格成绩曰 数字媒体艺
传达设计专业冶 与其他 4 个专业不 术尧绘画尧动画尧摄影专业校考成绩
可兼报曰数字媒体艺术尧绘画尧动画尧 合格曰根据各省份各专业招生计划
摄影 4 个专业可以兼报袁成绩通用遥 按照综合分录取院 录取时不分文
如野数字媒体艺术尧绘画尧动画尧摄 理袁学校根据考生高考志愿袁按照
影冶专业合格生源较少袁投放计划时 分数优先的原则录取尧确定专业遥
今年学校综合分数折算公式为院
或不能覆盖 4 个专业遥
拟报考学校艺术类野双培计
综合分= 校考专业课成绩 伊员园园垣
校考专业课合格线
划冶尧野外培计划冶的考生袁要与其
文化课成绩
他考生一同参加学校组织的艺
伊100
术 类 本 科 专 业 校 考 袁 学 校 不 为 生源地本科渊文/理科冤一批控制分数线
北 京 印刷 学 院 2018 年 艺 术
类本科专业招生简章日前公布遥
今年学校在京招生政策如何钥 考
生报考时要注意哪些问题钥 记者
日前采访了学校招生办公室主任
孙鹏遥

宣讲会结束后袁王淑英为学生家长解答问题遥
香港中文大学日前在北京
大学附属中学举行招生宣讲会遥
今年港中大在京招生情况如何钥
记者采访了学校入学及学生资
助处处长王淑英遥
记者院学校今年在京招多
少人钥
王淑英院今年学校计划在京
招 17 人袁包括文史类 5 人尧理工
类 12 人遥
港中大设有文学尧 商学尧教
育尧工程尧法律尧医学尧理学和社
会科学 8 个学院袁内地招生计划
分设人文尧理科尧工科尧商科 4 个
学科门类遥 学校按照大类招生遥
填报志愿时袁考生不用选择野是
否服从专业调剂冶袁 可按自己兴
趣和需要填写人文尧理尧工尧商等
专业大类遥 考生入学后袁第一学
年按被录取大类主修课程袁第二
学年再选择具体专业方向遥
记者院学校今年招生政策有
什么变化钥
王淑英院变化主要为近年新
增三个本科专业院为迎合社会用
人需求袁学校法律学院与伦敦大
学国王学院 2018要2019 学年合
办全港首个法律学士及法律博
士双学位课程遥 修读此课程的学
生袁可在 4 年内获得两校法学博
士学位遥
2017 年港中大商学院与法
律学院推出工商管理学士 渊工
商管理学士综合课程冤 及法律
博士双学位课程袁 课程结合两
个学院的专业和优势袁 揉合扎
实的商业和法律知识袁 让学生
于 5 年内分别获本科学士及博
士学位遥 工程学院开办的新兴
学科野金融科 技 学冶袁 注重 在 金
融实践中的创新应用技术遥 对
新课程有兴趣的考生袁 可在填
报志愿时选择人文尧 商科或工
科大类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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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院请介绍学校在京录取
原则遥
王淑英院考生要参加 2018 年
全国统一高考袁 考试成绩达到本
科一批录取控制分数线遥2017 年袁
学校在京文尧 理科录取平均分依
次为 646 分尧655 分袁分别高出一
本线 91 分尧118 分遥
学校使用中尧英双语教学袁
对考生英语单科成绩有特殊要
求遥 如果英语总分按 150 分算袁
自费生英语成绩要达 120 分或
以上袁 奖学金考生达 130 分或
以上遥 录取时袁学校主要参考考
生高考实际分数 渊不含加分冤袁
不设专业级差遥 如果高考分数
相同袁 优先录取英语分数高的
考生遥
港中大在全国统招本科提
前批次录取考生遥 考生不用向学
校申请或参加面试遥 考生如未被
港中大录取袁仍有机会在本科一
批次被其他高校录取遥
记者院 学校的奖学金有哪
些钥 什么样的学生可获奖学金钥
王淑英院学校奖学金分为全
额奖学金尧 全免学费奖学金尧本
科入学奖学金遥 其中全额奖学金
发放给每个招生省份名列文史
类尧理工类或综合类第一至三名
的高考生渊以高考实际分数排名
为准冤袁 金额相当于攻读 源 年本
科课程学费袁以及每年 45000 港
元住宿及生活津贴遥
各类奖学金都要求考生高
考成绩渊不含加分冤达到一定标
准才能申请院以 750 分为高考满
分计算袁理工类考生达 630 分以
上袁 文史类考生达 600 分以上袁
英语单科成绩达 130 分以上遥
记者院什么样的学生适合读
港中大钥
王淑英院学生要有好奇心袁
愿意接受挑战遥 除了学习之外袁

本报记者 许 卉 摄
学生还要对身边的事物抱有一
种探究态度袁积极尝试袁培养独
立思考和分析的能力遥 港中大
强调野全人教育冶的理念遥
记者院野全人教育冶理念具体
体现在哪些方面钥
王淑英院港中大是全港唯一
实行书院制的高校袁拥有 9 个书
院袁所有本科生都属于其中一个
书院遥 大学教授尧企业翘楚尧来访
学者等都会被邀到书院跟学生
面对面遥 学生可以通过各种书院
活动发现自己的兴趣和能力袁开
阔眼界袁扩大社交圈遥
学校对本科生采用灵活学
分制袁没有升级的概念遥 为了方
便行政管理袁学生将按其在校修
业年数分级袁但年级并不是学生
的学业阶段遥 学生按个体情况及
兴趣袁订制其选修进度袁修满所
需的学分并符合主修课程及其
他毕业规定袁 就可获得学士学
位遥 在校 4 年袁学生要修满 123
个学分袁 既有学院的主修课程袁
也有其他学院的课程遥 比如工程
学院的学生袁可以根据兴趣选修
人文学院的课程遥
除了培养学生在本科或专
业学科的知识理论和应用外袁学
校还要求学生在语文尧 资讯科
技尧通识教育和体育等课程方面
打好基础遥
记者院学校以往毕业生去向
及出路如何钥
王淑英院学校针对内地毕业
生 出 路 所 做 调 查 显 示 袁2016要
2017 届 毕业 生 32% 在港 就 业 袁
26%在港读研袁34%出国留学袁8%
回内地就业遥
为鼓励内地毕业生留港就
业袁香港政府允许其毕业后留港
12 个月袁期间可工作或求学遥 内
地生连续在港居住 7 年袁可向香
港政府申请成为永久居民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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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院考试科目尧内容及时长
考试科目 考试形式 考试时间
素描
速写
色彩

考试内容
总分
试卷规格
人物胸像 渊写实风
4开渊素描尧速写
命题默画 2.5 小时
120
格尧有明暗调子冤
共用一张试卷
环境中的人物全身
纸袁素描左侧尧速
命题默画 1小时
60
动态渊风格不限冤
写右侧冤
静物组合 渊写实风
命题默画 3小时
120
8开
格尧水粉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