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浙江工业大学 2020 年播音与主持艺术专业招生简章

一、学校概况

浙江工业大学是一所综合性的浙江省属重点大学，是浙江省人民

政府和教育部共同建设的“省部共建”高校，入选国家首批“2011

计划”和首批“浙江省重点高校建设计划”。学校始建于 1953 年，

目前已发展成为国内有一定影响力的综合性的教学研究型大学，综合

实力稳居全国高校百强，正朝着“区域特色鲜明、国内一流的研究型

大学”的发展目标迈进。

学校坐落于历史文化名城、世界著名的风景游览胜地——浙江省

杭州市，设朝晖、屏峰、之江三个校区，占地面积 3390 亩；现有教

职工 3117 人，其中专任教师 2272 人，正高级职称教师 492 人，副高

级职称教师 976 人，具有博士学位的教师 1564 人；目前在校普通全

日制本科学生 18965 人；在读各类研究生 9647 人（博士研究生 825

人，全日制硕士研究生 6811 人，非全日制硕士研究生 2011 人）；成

人教育学生 13500 余人；留学生 980 人。

学校现有 6个博士后流动站；有一级学科博士学位授权点 9个，

一级学科未覆盖二级学科博士学位点 1个；一级学科硕士学位授权点

29个，一级学科未覆盖二级学科硕士学位点 5个；具有 MBA、MPA 等

9种专业学位授予权；具有本科毕业生免试保送研究生推荐权和外国

留学生、港澳台学生招生权。学校始终把提高教育质量放在突出位置，

学生实践创新能力不断提高，近三年在各类高水平大学生科技竞赛中



获国际级奖 40项、国家级奖 287 项。毕业生深受用人单位青睐，2019

届本科毕业生就业率 97%，继续深造率 33.84%。

二、学院及专业介绍

播音与主持艺术专业办在我校人文学院。人文学院是一所涵盖中

国语言文学、新闻传播学和艺术学三个一级学科的文科综合性学院，

下设 5 系 5所， 目前学院共有全日制本科生 1200 余人、硕士研究生

120 余人；设有中国语言文学、新闻传播学、新闻与传播（专硕）、

汉语国际教育（专硕）4个硕士点。

学院现有正高级职称 19人、副高级职称 31人、博士（后）44人，

60%以上的教师具有高级职称。近五年来教师发表高水平论文 320 余

篇，出版专著 50余部，主持和承担国家社科基金、教育部等项目 50

余项。现有国家级教学名师、国家“万人计划”教学名师、国家级教

学团队、国家精品课程、国家特色专业、国家精品视频公开课和省人

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省一流学科、省重点学科以及中国语言文学、

新闻传播学两个一级学科硕士学位授予点和文化传播与媒介管理二

级学科博士点等。

学院强化“知行合一”的人才培养理念，建有浙江省高校实验教

学示范中心——“文科综合实验教学中心”，该中心含数字音视频实

验室、数字影视制作室、数码摄影实验室、广告设计实验室、小型演

播室、虚拟演播室和中型演播厅等，总面积 2100 多平方米，主要仪

器设备 950 余台件。雄厚的师资力量、一流的教学设施、先进的教学



理念、可靠的教学质量和浓郁的学术氛围，为学生潜心攻读、成长成

才提供了优越条件。

播音与主持艺术专业以中国语言文学、新闻传播学、广播电视艺

术学、中国播音学为学科基础，强化播音主持专业基础理论与专业表

达能力。培养具备多学科知识与能力，能在广播、电视、新媒体及其

它相关单位从事播音主持、口语传播工作的复合型应用语言学高级专

门人才。

专业基础和主干课程有：播音主持语音基础、播音主持发声基础、

播音主持创作基础、媒介口语表达基础、播音主持实例分析、形体训

练、表演基础、形象设计、节目创意与制作、演播言语组织、广播节

目播音主持、电视节目播音主持、影视配音艺术、新闻节目播音主持、

综艺节目播音主持。

三、招生计划

招生计划 55名，艺术类分文理科的省份仅面向艺术类文科考生招

生，不分文理科的省份不作文理科报考要求，分省计划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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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招生计划均以各省级招生主管部门最后公布为准。

四、报考条件

1.符合 2020 年计划招生省份关于普通高校招生考试的报考条件；

须参加 2020 年招生省份普通高校招生播音与主持艺术或相应专业统

考，且成绩合格。

2.身体健康，五官端正；发音器官无疾病，无色盲、无夜盲；男

生身高一般不低于 1.70 米，女生身高一般不低于 1.60 米。

五、专业考试

（一）在黑龙江、安徽、湖南、江西等省按当地招生主管部门规

定的专业统一考试报名办法、报名时间、专业考试科目等执行，我校

不组织专业校考。专业成绩均采用各省播音与主持艺术或相应专业统

考成绩。

（二）浙江考生须参加我校组织的播音与主持艺术专业考试，相

关安排如下：

1.考试程序：



（1）网上报名：在 2019 年 12 月 17 日 10:00 至 12 月 30 日 10:00

登录浙江工业大学本科招生网(zs.zjut.edu.cn)在播音主持报名系

统按要求报名。

（2）网上缴费：完成报名的考生经资格审核通过后，在 2020 年 1

月 3日 10:00 至 8日 10:00 期间登录在线报名系统，按照系统规定的

缴费办法完成缴费。

（3）打印准考证（校考通知书）：完成缴费后，在 2020 年 1 月 8

日 15:00 后，可以登录在线报名系统，选择考试时间段，并打印准考

证（校考通知书）。

（4）校考初试，2020 年 1月 10 日至 11 日考生来校参加专业考试，

具体时间以考试通知书为准，并随带以下材料：

① 本人身份证（或派出所附同底照片的身份证明）及复印件；

② 2020 年浙江省普通高校招生艺术类专业考试报考证及复印

件；

③ 可提供本人发表的作品、获奖证书原件及复印件和音像制

品等。

注：须提交的材料届时不予退还，请考生自行留好备份。

（5）我校按不超过招生计划数的 7倍确定入围复试的考生名单，

并予以公布。

（6）校考复试。复试一般在初试全部结束后第二天（1 月 12 日）

进行，具体安排以复试通知。

2.收费标准



根据浙江省物价局、浙江省财政厅文件（浙价费〔2018〕32 号）

的规定，我校播音与主持艺术专业报名考试收费标准为：初试、复试

报考费 180 元/人。考生报名缴费后，无论参加考试与否，报名费均

不予退还。

3.校考内容

（1）专业初试内容：

①形象考察

②朗读指定稿件

（2）专业复试内容：

①即兴栏目主持（当场抽题，准备 5分钟，主持限 3分钟内）

②朗读指定稿件

③回答考官提问

专业复试全程录像，以录像内容评分。

4.校考合格通知单

校考复试成绩于 2020 年 4 月下旬由我校本科招生网公布备查。我

校按照不超过招生计划数的 4 倍确定复试合格考生名单。校考复试合

格的考生，登录在线报名系统打印专业合格通知单。

六、录取原则

贯彻德、智、体全面考核择优录取的原则，考生政治思想品德考

核和体检合格，专业考试成绩合格，高考文化课成绩达到当地该专业

类别当批次投档线（浙江省考生高考文化课成绩要求以省招生主管部

门规定为准），经当地招生主管部门审核同意，按综合分从高分到低



分择优录取；若综合分相同，则按专业课成绩高低择优录取；若专业

课成绩仍相同则参照当地省份相关的文化课成绩单科顺序择优录取

（所在省份若无相关依据，则参照浙江省相关的文化课成绩单科顺

序）。考生若省统考成绩不合格，将不予录取。

综合分计算办法：综合分=文化成绩总分（当批次总分折算成 750

分制计）×60%+专业成绩（总分折算成 750 分制计）×40%。

英语单科成绩要求不低于 75分（总分 150 分制计）。若英语单科

成绩符合条件的生源不足，则按英语单科成绩 5分一档降分录取，最

高降分不超过 10分。

七、其它

1.新生入学后要进行全面复查，凡与规定不符或有舞弊行为者，

即按有关规定查处。

2.我校招生工作严格按照各省级招生主管部门相关规定执行。以

上所列内容如与国家教育部有关规定有不一致之处，以国家教育部规

定为准。

3.联系方式

通讯地址：浙江省杭州市潮王路 18号浙江工业大学招生办公室

邮政编码：310032

联系电话：0571-88320032

传真号码：0571-88320501

电子邮箱：zsb@zjut.edu.cn

学校主页：www.zjut.edu.cn



招生主页：zs.zjut.edu.c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