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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师范大学

中国农业大学

运动训练专业招 35 人
本报讯渊记者 邱乾谋冤
记者日前从北京师范大学获
悉袁学校 2018 年运动训练专
业面向全国招生 35 人遥 3 月
1日 12 时至 15 日 12 时袁符
合报考条件的考生可登录
野中国运动员文化教育网冶
渊www.ydyeducation.com冤 或
APP渊体教联盟冤中的体育单
招考试管理系统报名遥
北师大运动训练专业招
生项目包括足球尧 篮球尧排
球尧网球尧田径渊含短/中 长

星期三

跑臆1500 米尧跨栏尧跳高尧跳
远尧三级跳尧铁饼尧标枪尧铅
球冤尧体操和艺术体操项目遥
学校运动训练专业招
生考试分为体育专项考试
和文化考试两部分遥 体育专
项考试采用全国统考和分
区统考方式测试袁考生要自
行通过野中国运动员文化教
育 网 冶 渊http://www.ydyedu鄄
cation.com/冤了解有关通知曰
文化考试时间为 4 月 21 日
至 22 日袁 考试科目包括语

文尧数学尧政治尧英语袁每科
满分 150 分袁 总分 600 分遥
具备一级运动员等级的考
生袁其文化成绩最低录取控
制分数线可在学校合格线
基础上降低 30 分曰 对具备
运动健将技术等级的考生袁
其文化成绩最低录取控制
分数线可在学校合格线基
础上降低 50 分遥
北师大招生办有关负
责人介绍袁体育专项考试满
分为 100 分遥足球尧篮球尧排

球尧网球尧体操尧艺术体操等
6 项体 育 专项 考 试 合 格 线
为 70 分袁 田径项目合格线
为二级运动员标准遥 学 校
视生源情况袁 划定文化考
试成绩最低录取控制分数
线遥 在体育专项考试及文
化成绩达学校最低录取控
制分数线的基础上袁分项目
按考生综合成绩由高到低
择优录取遥 综合成绩=渊文
化成绩/6冤伊30%+体育专项
成绩伊70%遥

中国戏曲学
院艺考日前有序
进行遥 图为考生参
加初试遥

按两大类招收保送生
本报讯 渊记者 邓 菡冤
记者从中国农业大学获
悉袁学校 2018 年继续面向
全国招收保送生袁 报名 2
月 27 日截止遥 推荐方式以
学生自荐为主袁 学校推荐
为辅遥
今年袁 中国农大招收
的保送生包括外语及非外
语两个类别袁 其中非外语
类保送生涵盖范围是指高
中阶段在全国中学生 渊数
学尧物理尧化学尧生物学尧信
息学冤 奥林匹克竞赛全国
决赛中获得一等奖并被遴
选为国际奥赛国家队集训
的应届高中毕业生遥
2 月 27 日前袁 考生要
登录学校保送生网上报名
系统渊http://202.205.92.73/
zhaosheng冤报名遥 考生打印
出的纸质报名表经中学主
管校长签字盖章后袁 与获
奖证书复印件尧 身份证复
印件等材料装订成册渊A4
标准冤袁于 3 月 2 日报到时
上交学校招生办遥
学校招办主任付立忠

介绍袁 学校根据报名条件
对申请者的材料进行初步
审核遥 考生可于 2 月 28 日
前在报名系统中查看初审
结果遥 学校 3 月 3 日对初
审合格的考生组织文化课
测试袁科目为英语尧数学尧
语文遥 当天袁学校会组织相
关专家针对外语类保送生
进行口试袁 采取考生和主
考面对面问答形式袁 分为
朗诵尧 复述和回答问题 3
部分遥 当天袁全部入围考生
进行面试遥 最终袁学校根据
笔试尧 口试和面试综合成
绩袁 确定保送生拟录取名
单并在招生办网站公示遥
拟报考学校非外语类
保送生的考生袁其获奖项
目要与所报考专业有较
密切关系袁即专业方向与
特长相吻合遥 学校根据考
生的专长和优势确定录
取专业遥
非外语类保送生招生
计划每个专业大类不超过 4
人袁 每个专业不超过 2 人遥
外语类招生计划 18 人遥

北京工商大学

设计学类专业采用统考成绩

张文振 摄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
本报讯 渊记者 邓 菡冤
记者从首都经济贸易大学
获悉袁 学校 2018 年计划面
向全国范围招收保送生遥
学校招生办主任崔颖
介绍袁今年学校择优录取保
送生不超过 10 人袁 保送生
招生计划列入国家招生计
划总数内遥 符合报考条件的
考生可参加学校组织的综
合考核遥 计划报考的考生要
在学校本科招生网渊http://
zs.cueb.edu.cn冤 下载并填写
叶 首 都 经 济 贸 易 大 学 2018
年保送生申请表渊申请人用

厦门大学

保送生 3 月校考

表 冤曳 叶 首 都 经 济 贸 易 大 学
2018 年保送生申请表渊所在
中学用表冤曳及叶首都经济贸
易大学 2018 年保送生申请
表渊推荐人用表冤曳袁并由申
请人尧所在中学及推荐人负
责填写袁中学主管校长在相
应位置签字盖章遥 3 月 2 日
前渊以邮戳为准冤将上述三
份填写后的表格尧 用 A4 纸
复印的有效期限内身份证
正反面复印件尧成绩单原件
以及获奖证书复印件在内
的相关材料装订成册袁以顺
丰速运邮寄至学校招生办

公室袁邮寄时要在信封上注
明野保送生报名材料冶遥
综合考核安排在 3 月 15
日至 16 日进行遥 现场资格审
核时袁考生要携带二代身份证
及学生证遥考核科目包括文化
课笔试渊考试科目英语冤尧面试
渊含英语口语面试冤遥
学校将按照德尧智尧体
全面衡量尧 择优录取的原
则袁按考生文化课笔试尧面
试成绩总分从高到低排
序袁 并参考综合能力以及
提交的保送生申请材料对
考生进行全面审核尧 综合

校考网报 3 月 3 日截止

本报讯 渊记者 徐 凡冤
厦门大学近日公布艺术类
专业招生简章遥 符合学校报
名条件和专业校考范围的
考生要在 2 月 22 日至 3 月
3 日登录学校考试中心网站
报名遥
学校有关负责人介绍袁
根据教育部关于普通高等学
校艺术类专业招生的有关规
定袁2018 年学校艺术学院音

乐系尧美术系尧设计系招收艺
术类本科生遥 其中组织专业
校考的专业渊方向冤不编制分
省计划袁面向全国招生曰不组
织专业校考的专业渊类冤安排
分省分专业渊类冤计划袁面向
部分省份招生遥 具体各专业
招生计划为袁 音乐系招 140
人袁 包括音乐表演专业 80
人尧音乐学专业渊50 人尧舞蹈
表演专业 10 人曰美术系招 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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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价尧分专业择优录取遥 按
规定袁外语类保送生录取专
业为外国语言文学类遥经学
校申报尧 省级招办批准袁被
录取的保送生可免于参加
全国普通高等学校招生统
一考试袁预录取结果将在教
育部野阳光高考冶信息平台
渊http://gaokao.chsi.com.cn冤
和学校本科招生网公示遥 被
录取的保送生随今年新生进
入学校学习遥 根据教育部文
件规定袁 外国语中学推荐保
送录取的学生入学后不得转
专业学习遥

人袁包括艺术教育专业渊美术
教育方向冤5 人尧绘画专业渊含
中国画尧油画尧漆画尧雕塑方
向冤60 人曰设计系招 75 人遥
报考学校音乐表演专
业渊含键盘尧管弦乐尧声乐尧民
乐 4 个方向冤 各项目的考生
要参加学校专业校考遥其中袁
键盘尧管弦乐尧民乐只受理学
校指定招收器乐的考生报
考遥 符合学校报名条件和专

本报讯渊记者 邱乾谋冤
记者日前从北京工商大
学获悉袁2018 年学校艺术
类渊设计学类冤专业面向
全国招生袁承认并使用各
省级招办组织的美术统
考成绩遥
学校招办主任施枫介
绍袁 学校 野艺术类 渊美术
类冤冶专业按大类招生渊即
设计学类冤袁包括视觉传达
设计尧 产品设计和数字媒
体艺术 3 个专业遥 报考艺
术学渊设计学类冤专业的考
生填报高考志愿与其他考
生同步进行袁 但要填报在
提前录取批次遥 填报高考
志愿时袁 考生在专业志愿
一栏只需填写野设计学类冶
专业袁 专业报考代码以省
级招生办公布信息为准遥
建议考生第一志愿填报遥
填报设计学类专业的考生
要符合全国普通高校统一

招生报名基本条件袁 身体
健康袁无色盲或色弱遥 学校
不组织校考袁 承认并使用
各省级招办组织的美术类
统考成绩 渊简称省统考成
绩冤遥 考生要取得省统考合
格证袁要求省统考成绩渊折
合成百分制冤 平均分要在
80 分及以上遥 具体情况请
参照生源所在省级招办的
相关政策遥
学校艺术学 渊设计学
类冤 专业采取宽口径录
取尧 分专业培养模式袁根
据分省计划录取袁要求考
生 外语 高 考 成 绩 达 到 70
分及以上遥 学校根据考生
的高考文化课考试成绩
渊不分文理袁 均含数学成
绩冤和省统考成绩也要求
省统考成绩渊折合成百分
制冤 平均分在 80 分及以
上页相加的总分袁由高到
低袁择优录取遥

相关链接院
业校考范围的考生袁 要在 2
月 22 日至 3 月 3 日登录学
校考试中心网站渊http://kszx.
xmu.edu.cn/冤报名遥考生按要
求准确填写报考信息尧 上传
照片袁并缴纳报考费袁系统将
自动生成叶厦门大学 2018 年
音乐类专业考试报名表曳遥考
生报考学校音乐表演专业只
可报考其中的一个项目 渊乐
器冤袁不得兼报遥

北工商近三年艺术类渊美术类冤
在京录取情况
最低综合分
省份

北京

2015年

2016年

2017年

705

715

62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