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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导类 2019 年校考报考指南

（河北省考生适用）

北京电影学院

招生计划：

戏剧影视文学（创意策划 15 人）/（剧作 20 人）/（动漫策划 20 人），戏剧影视导演（电影导演

18 人）/（广告导演 10 人），影视摄影与制作 18 人，电影学（制片与市场 50 人）/（电影评论 20

人），影视技术 15 人，广播电视编导 30 人，数字媒体艺术 20 人

报名时间：

网上报名为 2019 年 1 月 3 日 9:00 起至 2019 年 1 月 13 日 9:00 止。《初试准考证》打印时间为

2019 年 1 月 16 日-1 月 18 日；

考点安排（外埠考点只设初试）：

1、 校本部（所有专业）

2、 杭州-浙江理工大学（电影学（制片与市场）、戏剧影视文学（动 漫策划）、广播电视编导、数

字媒体艺术）

3、 成都-四川电影电视学院（戏剧影视文学（动漫策划）、数字媒体艺术）

考试时间：

戏剧影视文学 2 月 18 日-2 月 26 日，戏剧影视导演专业 2 月 17 日-2 月 20 日，影视摄影与制作 2

月 24 日-2 月 28 日，戏剧影视导演（广告导演）2 月 24 日-2 月 28 日，电影学（制片与市场）2

月 22 日，电影学（电影评论）2 月 25 日，戏剧影视文学（动漫策划）2 月 21 日，影视技术 2 月

25 日。广播电视编导 2 月 23 日-27 日。数字媒体艺术 2 月 21 日。

录取方式：

戏剧影视文学（创意策划）/（剧作）/（动漫策划）:文控一本线 85%后,专排录取;

戏剧影视文学（动漫策划）:文控一本线 85%后,专排录取;

戏剧影视导演（电影导演）（广告导演 10 人）:文控一本线 70%后,专排录取;

影视摄影与制作:文控一本线 70%后,专排录取;

电影学（制片与市场）/（电影评论）:文控一本线 90%后,文排录取;

影视技术:文控一本线 75%后,专排录取;，

广播电视编导:文排录取

数字媒体艺术:文控一本线 80%后,专排录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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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戏剧学院

招生计划：

戏剧影视导演（戏剧导演 15 人），戏剧影视文学（戏剧创作 20 人）/（电视剧创作 20 人）/（戏

剧史论与批评 20 人）/（戏剧策划与应用 20 人），戏剧影视导演(戏剧教育 40 人)，戏剧影视导演

(演出制作 60 人)，艺术管理（剧院管理 20 人），戏剧影视导演(影视编导 25 人)/（影视制片 40 人）

报名时间：

网上报名为 2019 年 1 月 4 日 9:00 起至 1 月 13 日 20:00 止。每个考生限报 3 个方向。

考点安排：校本部（所有专业）

考试时间：

戏剧影视导演（戏剧导演 2.22-2.27），戏剧影视文学（戏剧创作 2.21-3.2）/（电视剧创作 2.21-

3.2）/（戏剧史论与批评 2.21-3.2）/（戏剧策划与应用 2.21-3.2），戏剧影视导演(戏剧教育 2.12-

2.19)，戏剧影视导演(演出制作 2.12-2.21)，艺术管理（剧院管理 2.16-2.17），戏剧影视导演(影视

编导 2.20-3.1)/（影视制片 2.20-2.27）。

录取方式：

戏剧影视导演（戏剧导演/演出制作）:文控一本线 85%，专排录取。

戏剧影视文学（戏剧创作/电视剧创作）: 文控一本线 85%，专排录取。

戏剧影视文学（戏剧史论与批评/戏剧策划与应用）: 文控一本线 80%，专排录取。

戏剧影视导演(戏剧教育戏剧/影视编导/影视制片）文控一本线 80%，专排录取。

艺术管理（剧院管理 20 人）文控一本线，专排录取。

中国传媒大学

招生计划：广播电视编导（电视编辑方向 30 人/文艺编导男 20 女 20），戏剧影视文学 35 人，戏

剧影视导演 25 人，影视摄影与制作 30 人，数字媒体艺术（数字影像与网络视频方向 30 人/网络与

智能媒体设计方向 30 人）。

报名时间：网上报名为 2018 年 11 月 28 日至 12 月 23 日。每个考生限报 3 个方向。

考点安排（外埠考点只设初试）：

初试考点：北京、哈尔滨、长春、济南、郑州、晋中、兰州、杭州、长沙、成都、南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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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试考点：校本部（北京）

考试时间：初试 1.1，复试 2.15-2.22

录取方式：

广播电视编导（电视编辑方向/文艺编导），戏剧影视文学：文控一本线，文排录取;

戏剧影视导演\影视摄影与制作:文控一本线 85%，文专综合比值择优录取;

数字媒体艺术（数字影像与网络视频方向/网络与智能媒体设计方向）：文控一本线 95%，文排录取;

中国传媒大学南广学院

招生计划：广播电视编导（电视编导 160 人/文艺编导 80 人/网络视听节目编导 60）、影视摄影与

制作（电视摄影 100/照明艺术 50 人/航空摄影 40 人）、戏剧影视导演（影视导演）50 人、戏剧影

视文学（影视策划与编剧 50 人）、电影学（影视制片 130）\电影学（院线管理 90 人、数字媒体艺

术 190 人、（面向全国招生）。

报名时间：

南京校本部考点【网报时间（校官网）1.3-1.13，现报时间 1.14-1.15，考试时间 1.14-1.19】

郑州考点河南艺术职业学院【网报时间（校官网）1.5-1.17，无现报，考试时间 1.21-1.24】

太原考点山西传媒学院【网报时间（校官网）1.6-1.15，无现报，考试时间 1.21-1.23】

哈尔滨黑龙江东方学院新校区【网报时间（www.dfxyzj.com）1.20-1.21，无现报，考试时间

1.25-1.26】

深圳考点深圳行知职业技术学院【网报时间待定，考试时间待定】

济南考点【网报时间（山东招考院网站）1.26-2.12，无现报，考试时间 2.16-2.18】

考点安排：

下表各省未列出的专业，考生无需校考，按照省统考成绩录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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录取方式：文控省内录取控制线，文排录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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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传媒学院

招生计划：

广播电视编导 130 人、广播电视编导（媒体创意）50 人、影视摄影与制作（电视节目制作 70 人/电

视摄像 110 人/电影摄影与制作 120 人），面向全国招生；

戏剧影视文学 130 人（无需校考，面向浙江、安徽、福建、甘肃、贵州、河南、湖北、湖南、江

苏、江西、辽宁、山东、山西、陕西、上海、四川、天津、重庆等 18 个省份的考生招生，专业

成绩承认经我校与各省招生办（考试院）协商确认后的相应省统考成绩）。

戏剧影视导演（校内选拔）20 人（无校考，面向全校同年级广电艺术类和影视表演类的学生进行

校内选拔）。

考点安排（外埠考点只设初试）/报名时间：

初试考点（考生可就近选择考点考试）：杭州（浙江传媒学院）、哈尔滨（黑龙江东方学院）、西

安（西安美术学院）、成都（四川音乐学院）、长沙（湖南大众传媒职业技术学院）。网上报名

1.9-1.17，打印准考证 1.20-1.22，考试时间 1.23-1.24，初试成绩公布 2.1

复试考点：校本部（浙江传媒学院）复试网上报名 2.1-2.10，打印准考证 2.13-2.14 日，复试考试

时间 2.15-2.17，成绩公布 2.19

三试考点：校本部（浙江传媒学院）三试网上报名 2.19，考试时间 2.20-2.22

录取方式：

广播电视编导、编导（媒体创意）专业：文控折算分 80 分以上，文排录取；

影视摄影与制作（电视节目制作/电视摄像）：文控折算分 75 分以上，文排录取；

影视摄影与制作（电影摄影与制作）：文控折算分 70 分以上，文排录取；

戏剧影视文学：文排录取；

北京城市学院

招生计划：

影视编导、影视摄影与制作、广播电视编导：（面向全国招生）

报名时间（涉及统考的省份无须参加校考，承认统考成绩录取。无统考的省份需要参加校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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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考点：网上报名：2019 年 1 月 7 日开始；可在本部参加校考省份：影视编导及广播电视编导

（北京、河北、吉林、新疆）；影视摄影与制作：（北京、天津、河北、辽宁、吉林、上海、江苏、

山东、山西、重庆）

其它考点待定：

考点安排：

校本部/黑龙江考点/广东考点/山东考点/其它考点待定；

考试时间：

影视编导、影视摄影与制作：校本部：1 月 26 日和 3 月 2 日任选一天；

广播电视编导：校本部：1 月 25 日和 3 月 1 日任选一天；

其它考点：待定

录取方式：文控艺术类提档线。专排录取;

首都师范大学科德学院

招生计划：

广播电视编导(新闻编导、文艺编导、新媒体编导），摄影（图片摄影、影视摄影、无人机航

拍），电影学，表演与导演，公演与制作（面向全国招生）

报名时间：

北京校本部考点：网上报名时间段：2019 年 1 月 17 日至 1 月 18 日、2019 年 2 月 7 日至 2 月

21 日、2019 年 2 月 24 日至 3 月 8 日、2019 年 3 月 11 日至 3 月 29 日。现场报名时间段：

2019 年 1 月 12 日至 1 月 19 日、2 月 16 日至 2 月 24 日、3 月 2 日至 3 月 9 日、3 月 16 日

至 3 月 17 日、3 月 23 日至 3 月 30 日（北京、天津、辽宁、吉林、上海、浙江、安徽、山东、

河南、广西、海南、江西、重庆、贵州、云南、陕西、宁夏、新疆考生均可在北京考点报名考

试）；考试时间：校本部：2019 年 1 月 20 日、2 月 23 日、3 月 10 日、3 月 31 日任选一天；

浙江省考点：报名时间：2019 年 1 月 15 日至 1 月 19 日登录网址 bkzs.hznu.edu.cn，考试时间：2019 年 1

月 24 日（美术类），2019 年 1 月 25 日（非美术类）考点地址：杭州师范大学仓前校区。校考专业：艺术设

计学（新媒体艺术、展示设计与策划、建筑景观设计）、艺术与科技、广播电视编导（文艺编导、新闻编导、

新媒体编导）、播音与主持艺术（新闻节目主持、文艺节目主持、口语传播）、摄影（图片摄影、影视摄影、

无人机航拍）、电影学（电影导演和制作）、表演（影视表演）、表演（表演与导演）、表演（公演与制作）、

表演（舞蹈与传播）、表演（歌舞剧表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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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市考点：现场报名时间:2019 年 1 月 18 日至 1 月 19 日现场报名及考试地址:重庆文化艺术职业学院

（重庆市巴南区尚文大道 887 号）考试时间:2019 年 1 月 20 日至 1 月 21 日校考专业:表演（公演与制

作）、表演（歌舞剧表演）、录音艺术、摄影(图片摄影、影视摄影、无人机航拍）

江苏省考点：报名时间:2019 年 1 月 14 日至 1 月 17 日登陆江苏省教育考试院进行网上报名缴费，考点地

址:江苏第二师范学院 (原江苏教育学院，南京市北京西路 77 号)，考试时间:2019 年 1 月 21 日至 1 月 22

日，校考专业:电影学、播音与主持艺术、摄影、表演（影视表演、公演与制作、舞蹈与传播、歌舞剧表演、

表演与导演）、录音艺术。备注：此考点只接受江苏考生报考

山西省考点：报名时 间:2019 年 1 月 9 日 至 1 月 11 日 ， 考点地 址: 详 见 山 西 省 招 生 考 试 院 ， 考试时

间:2019 年 1 月 14 日至 1 月 15 日，校考专业:文艺编导、新闻编导、新媒体编导、播音主持 、摄影类

其它考点待定：

录取方式：文控艺术类提档线。专排录取;

上海戏剧学院

招生计划：

戏剧影视导演 16 人，戏剧影视文学 25 人，戏剧学 15 人，数字媒体艺术 20 人，艺术管理 30 人，

广播电视编导 20 人，影视摄影与制作 25 人。

报名时间：网上报名：2019 年 1 月 3 日起至 2019 年 1 月 10 日（每天 9:00-19:00)。

考点安排：校本部

考试时间：戏剧影视导演 2.20-2.25，戏剧影视文学 2.25-3.1，戏剧学（无校考文排录取），数字

媒体艺术 1.19-1.22，艺术管理（无校考文排录取），广播电视编导 2.25-3.3，影视摄影与制作

2.22-2.27。

录取方式：

戏剧影视导演/影视摄影与制作：语 90 分以上，文控艺术提档线，专排录取；

戏剧影视文学/广播电视编导/数字媒体艺术：文+专综合分录取；

戏剧学/艺术管理：文控一本线，文排录取，无校考；

河北大学

招生计划：

戏剧与影视学类（含戏剧影视文学/广播电视编导专业）面向河北招生 70 人/内蒙古 5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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戏剧与影视学类（中外合作办学）面向河北招收 30 人。

报名时间：

河北考生：网上报名 1.8-1.20（河北大学本科招生网报名)。交费时间 1.22-1.31，网上签到 2.3-2.9。

内蒙古考生无校考，承认内蒙联考成绩录取；

考点安排：校本部（河北大学本部或新校区）

考试时间：2.15

录取方式：文控省内相应批次分数线，文排录取；

成绩使用：承认河北大学戏剧编导类校考成绩的学校及专业：河北大学戏剧与影视学类(含戏剧影视

文学、广播电视编导)、河北大学戏剧影视文学（中外合作办学）、河北师范大学广播电视编导、山

西大学戏剧影视文学、沧州师范学院广播电视编导、河北北方学院戏剧影视文学、河北地质大学广

播电视编导、河北科技大学戏剧影视导演、衡水学院广播电视编导、廊坊师范学院戏剧影视文学、

邢台学院戏剧影视文学、河北科技学院广播电视编导、河北师范大学汇华学院广播电视编导、河北

大学工商学院广播电视编导；

河北师范大学

招生计划：

广播电视编导：河北 70 人/河南 5 人/福建 5 人。

招生办法：

河北考生参加河北大学校考即可，承认河北大学编导校考成绩录取。

辽宁及福建考生无校考，承认统考成绩录取；

录取方式：文控省内相应批次分数线，文+专综排录取；

河北科技大学

招生计划：

戏剧影视导演：河北 30 人。

招生办法：

河北考生参加河北大学校考即可，承认河北大学编导校考成绩录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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录取方式：文控省内相应批次分数线，文+专综排录取；

河北传媒学院

招生计划：

广播电视编导、影视摄影与制作、戏剧影视文学、数字媒体艺术（计划待定）。文化产业管理（无

须校考、文排录取）。面向河北、黑龙江、吉林、辽宁、山东、山西、河南、湖北、广东、广西、

江苏、江西、云南、安徽、陕西、浙江、北京、天津、重庆、新疆等二十个省招生

考点安排及报考方法：

1、 校本部：河北传媒学院（兴安校区）：江西、吉林、辽宁、广东、广西、北京、天津、陕西、

浙江、江苏、湖北、重庆、云南、新疆等省份的考生在校本部考点校考，网上报名时间：1.15-

2.10，打印准考证 2.12-2.18，考试时间 2.20 开始。

2、 黑龙江：黑龙江东方学院、黑龙江考生不得跨省报名：网上报名（黑龙江报考网）1.4-1.6，考

试时间 1.9-1.10.

3、 山东：济南市招办指定考点（待定）

4、 河南：河南艺术职业学院（文化路校区）河南考生不得跨省报名。艺行家网上报名 1.4-1.8，考

试时间 1.12-1.15.

5、 山西：山西传媒学院（文华校区）（山西省晋中市榆次区高校新区文华街 125 号）待定；

6、 安徽：安徽艺术职业学院（安徽省合肥市经济技术开发区丹霞路 8 号）待定；

录取方式：文控艺术类提档线。专 50%+文 50%综排录取; 文化产业管理（无须校考、文排录取）

山西传媒学院

招生计划：

广播电视编导（北京 5 人、吉林 6 人、辽宁 8 人、河南 10 人、河北 12 人、湖南 15 人、安徽 15

人、黑龙江 15 人、甘肃 15 人）。

考点安排及报考信息：

校本部山西传媒学院：河北、河南、辽宁、吉林、北京省份的考生在校本部考点校考【河北/河南考

生：网上报名 1.9-1.19 打印准考证 1.21-1.22 考试时间 1.23-1.25。辽宁/吉林考生网上报名 1.9-

1.14 打印准考证 1.16-1.17 考试时间 1.18-1.19. 北京考生网上报名 1.9-1.14 打印准考证 1.16-1.17

考试时间 1.18-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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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肃考点：兰州文理学院（当地考点报系统报名 1.5-1.14，考试时间 1.19-1.20）。

黑龙江考点：东方学院哈南校区（当地考点报系统报名 1.23-1.24，考试时间 1.28-1.29）。

安微考点：安徽艺术职业学院（当地考点报系统报名时间 待定，考试时间 待定）。

湖南考点：湖南师范大学（当地考点报系统报名时间 待定，考试时间 待定）。

录取方式：文排录取；

长春师范大学光华学院

招生计划：广播电视编导（电影导演及编导）/戏剧影视文学/影视摄影与制作（影视摄影与影视制

作/影视美术）（招生范围吉林、内蒙古、新疆、山东、辽宁、黑龙江、河北、山西、江西、浙江、

江苏、河南、四川）。

校考安排及报考：

吉林考点：长春光华学院（吉林考生）广播电视编导/戏剧影视文学/影视摄影与制作报名 1.5-1.6，

考试时间 1.8；

山东考点：济南市招生办指定，影视摄影与制作报名待定；

江西考点：影视摄影与制作报名待定；

黑龙江考点：黑龙江东方学院（影视摄影与制作报名 1.25-1.26，考试 1.30）。

其它省考生均采用省统考成绩录取；

录取方式：文 60%+专 100%综排录取；

东北电力大学

招生计划：广播电视编导（招生省份吉林省、辽宁省、黑龙江省、山东省、河北省、江苏省）

考点安排及报名时间：

吉林 东北电力大学艺术学院 现场报名 1.24 考试时间 1.25

河北 信息工程职业学院 网报 2.17

江苏、黑龙江、辽宁、山东考生无需校考，承认统考成绩录取；

录取方式：文 70%+专 30%综排录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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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艺术学院

招生计划（面向吉林、黑龙江、辽宁、内蒙古、山东、山西、河南、河北、湖南、湖北、广东、广

西、江苏、江西、云南、海南、安徽、陕西、贵州、四川、浙江、福建、北京、上海、天津和重庆

二十六个省（区、市）招生）：戏剧影视导演 10 人、广播电视编导（影视编导 30 人/演艺策划 27

人）、戏剧影视文学 10 人、公共事业管理（公共事业管理专业招收文史类和理工类考生，分别排序，

在第二批 A 段录取）40 人、广播电视编导戏曲编导 30 人

考点安排及报名时间：

共在吉林、山东、山西、河北、湖南和安徽六个省份设置考点。未设置考点的省份/在吉林考点校考。

吉林考点（吉林考及未设置考点的省份考生）：网报 1.3-1.7 现场打印准考证 1.14 考试时间 1.18-

1.20

山东、山西、河北、湖南、安徽考点：报名按考点的要求报名，现场打印准考证：1.14 考试时间

1.15-1.17

录取方式：

广播电视编导（影视/演艺策划/戏曲编导）和戏剧影视文学专业，文 70%+专 30%综排录取

戏剧影视导演: 文控艺术提档线，专排录取；

齐齐哈尔大学

招生计划（拟在河北、山西、内蒙古、吉林、黑龙江、江苏、安徽、江西、山东、河南、湖南、重

庆、四川、甘肃、新疆等 15 个省份招生）：戏剧影视文学 50 人

考点安排及报名时间：无需校考，承认各省统考成绩录取；

录取方式：文排录取；

南京艺术学院

招生计划：

戏剧影视导演 / 戏剧影视文学 / 影视策划与制作 / 广播电视编导 / 影视摄影与制作 （面向全国招生，

校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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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播电视编导（中美双向交流项目）/影视摄影与制作（中美双向交流项目）（只招收江苏考生）

文化产业管理及艺术管理（专业免试，文化课录取）；

报名时间：网报 12.20-12.31 有面试的面试时间是 1.7-1.9 打印准考证 1.10

考点安排：南京艺术学院校本部

录取方式：待定

天津体育学院运动与文化艺术学院

招生计划：

戏剧影视文学 90 人、广播电视编导 90 人、戏剧影视导演 60 人、影视摄影与制作 90 人、文化产业

管理 3 个方向 180 人（面向全国招生）

校考安排及报考：各省校考安排详见各省考试院公布为准（不得跨省报名参加校考）； 未组织校考

的省市，承认统考成绩；安徽省在统考合格基础上组织校考； 文化产业管理无校考，文化课成绩排

名录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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录取原则：文控省内相应专业录取控制线，专排录取。

四川传媒学院

招生计划：

广播电视编导、影视文艺编导、戏剧影视文学、戏剧影视导演、导表专业、新媒体导演、电影学、

艺术管理、新媒体艺术、影视摄影与制作、文化产业管理（面向全国招生）。

校考安排及报考：

未开展校考工作的省份和专业无须校考，以省统考成绩录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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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产业管理免校考 文化课录取；

河北考生、天津考生（校考专业：影视摄影与制作）、北京考生（校考专业：广播电视编导）指定

考点为山西传媒学院考点（未设置考点的省份考生，须到四川传媒学院本部考）：网报 1.10-1.12

考试时间 1.15-1.17

山西考生指定考点为山西传媒学院考点：报名请关注山西传媒学院官网，考试时间 1.13-1.15

河南考生指定考点为郑州市第二十四中学：网报 1.4-1.7 打印准考证 1.9 考试时间 1.10-1.12

其它考点陆续更新。。。。

录取原则：

文控艺术类提档线，文排录取。

四川电影电视学院

招生计划：

戏剧影视导演、广播电视编导、戏剧影视文学、数字媒体艺术、游戏竞技方向、影视摄影与制作专

业（面向全国招生）。

校考安排及报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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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进行艺术类校考，且有艺术类专业联考招生计划投放省份的所有本科、专科专业录取原则按生源

地省、市招生考试院公布的统考录取原则执行。

1、本校微信报名系统仅面向广东、陕西、江苏、江西、重庆、北京、天津、山西、河北、云南、海

南、吉林、辽宁等 13 个省份考生开放。其他省份考生请在各省考试院指定网站完成我院校考报名缴

费流程。报名微信公众号名称为“四川电影电视学院招生办”，请用手机微信程序扫描下方二维码

添加关注或搜索公众号名称“四川电影电视学院招生办”添加关注。

2、河南省允许异地借考（专业仅限河南现开设的校考专业），在本校设置校考点的省份考生可根据

个人情况自主决定。我院只允许同一考生同一专业有一次考试成绩。如发现同一考生同一专业有多

次成绩，以最低分计分。

陕西、江苏、江西、重庆、北京、天津、山西、河北、云南、海南、吉林、辽宁考生如选择在河南

考点参加我院校考，请于 1 月 9 日——1 月 14 日下载登陆“艺行家”APP 进行报名。

录取原则：文 50%+专 50%综排录取。

四川文化艺术学院

招生计划：

戏剧学、戏剧影视文学、广播电视编导、影视摄影与制作。面向全国招生。

校考安排及报考：各省校考未涉及的专业承认统考及联考成绩；

1、校本部考点（四川文化艺术学院）接收北京、山西、吉林、上海、湖北、广西、海南、重庆、贵

州、云南、西藏、陕西、青海、宁夏、新疆省份考生报考：网报 http://bm.sca.edu.cn/ 1.10-1.18

2.1-2.28 考试时间 1.21 及 3.4-3.5

校本部各省校考专业：

北京

音乐表演（羌藏彝歌舞表演、合唱、民族、美声唱法、歌剧表演、流

行演唱、器乐演奏）、音乐学（音乐教育、电子音乐创作与制作）、音

乐与舞蹈学类（舞蹈表演、舞蹈学、舞蹈编导）、表演（影视表演、服

装表演）、戏剧学、戏剧与影视学类（戏剧影视文学、广播电视编

导）、录音艺术、播音与主持艺术、影视摄影与制作、摄影、书法学

山西
表演(服装表演）、戏剧学、戏剧与影视学类（戏剧影视文学、广播电

视编导）、录音艺术、播音与主持艺术、影视摄影与制作、摄影

吉林

音乐表演（羌藏彝歌舞表演、合唱、民族、美声唱法、歌剧表演、流

行演唱、器乐演奏）、音乐学（音乐教育、电子音乐创作与制作）、音

乐与舞蹈学类（舞蹈表演、舞蹈学、舞蹈编导）、表演（影视表演）、

戏剧学、戏剧与影视学类（戏剧影视文学、广播电视编导）、录音艺

术、播音与主持艺术、影视摄影与制作、摄影、书法学、艺术与科技

上海 音乐与舞蹈学类（舞蹈表演、舞蹈学、舞蹈编导）、书法学

湖北 书法学

http://bm.sca.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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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

音乐表演（羌藏彝歌舞表演、合唱、民族、美声唱法、歌剧表演、流

行演唱、器乐演奏）、音乐学（电子音乐创作与制作）、舞蹈表演、表

演（影视表演、服装表演）、戏剧学、戏剧影视文学、录音艺术、播音

与主持艺术、影视摄影与制作、戏剧影视美术设计、动画、艺术设计

学、摄影、书法学、数字媒体艺术、艺术与科技

音乐学（电子音乐创作与制

作）、戏剧影视文学、影视摄

影与制作、艺术设计学、摄

影、书法学、数字媒体艺术、

艺术与科技专业需统考合格

海南
表演（影视表演、服装表演）、戏剧与影视学类（戏剧学、戏剧影视

文学、广播电视编导）、录音艺术、影视摄影与制作、摄影、动画

重庆
音乐表演（羌藏彝歌舞表演、器乐演奏）、表演（服装表演）、录音

艺术、影视摄影与制作、摄影、书法学、数字媒体艺术

贵州 影视摄影与制作、摄影

云南

表演（影视表演、服装表演）、戏剧学、戏剧与影视学类（戏剧影视

文学、广播电视编导）、戏剧影视美术设计、录音艺术、动画、影视摄

影与制作、书法学

西藏

表演（影视表演、服装表演）、戏剧学、戏剧与影视学类（戏剧影视

文学、广播电视编导）、录音艺术、播音与主持艺术、影视摄影与制

作、摄影、书法学、戏剧影视美术设计、动画

陕西

音乐表演（合唱、民族、美声唱法、歌剧表演、流行演唱、器乐演

奏）、音乐学（音乐教育、电子音乐创作与制作）、音乐与舞蹈学类

（舞蹈表演、舞蹈学、舞蹈编导）、表演（影视表演、服装表演）、戏

剧学、戏剧与影视学类（戏剧影视文学、广播电视编导）、录音艺术、

播音与主持艺术、影视摄影与制作、摄影、书法学

戏剧学、戏剧与影视学类

（大类招生：戏剧影视文学、

广播电视编导）、播音与主持

艺术、影视摄影与制作专业需

统考合格

青海

表演（影视表演、服装表演）、戏剧学、戏剧与影视学类（戏剧影视

文学、广播电视编导）、录音艺术、影视摄影与制作、摄影、书法学、

戏剧影视美术设计、动画

宁夏

表演（影视表演、服装表演）、戏剧学、戏剧与影视学类（戏剧影视

文学、广播电视编导）、戏剧影视美术设计、录音艺术、播音与主持艺

术、影视摄影与制作、摄影、书法学

新疆

音乐与舞蹈学类（舞蹈表演、舞蹈学、舞蹈编导）、表演(影视表

演、服装表演）、戏剧学、戏剧与影视学类（戏剧影视文学、广播电视

编导）、录音艺术、播音与主持艺术、影视摄影与制作、书法学

省外考点公告如下：

省份 考试地点 报名方式 报名及考试时间 校考专业
备

注

河南 郑州 24 中

考生登录艺行家网站

www.artlets.cn 或

艺行家 APP 报名

报名时间：

2019 年 1 月 6

日-10 日

考试时间：

2019 年 1 月 14

日-15 日

音乐表演（羌藏彝歌舞表演、合唱、民族、美声

唱法、歌剧表演、流行演唱、器乐演奏）、音乐学

（音乐教育、电子音乐创作与制作）、音乐与舞蹈

学类（舞蹈表演、舞蹈学、舞蹈编导）、表演（影

视表演、服装表演）、戏剧学、戏剧与影视学类

（戏剧影视文学、广播电视编导）、戏剧影视美术

设计、录音艺术、播音与主持艺术、影视摄影与制

作、美术学、美术学类（绘画、雕塑）、摄影、书

法学、设计学类（视觉传达设计、环境设计、产品

设计、服装与服饰设计）

所

有

专

业

需

统

考

合

格

河北
石家庄信息

工程职业学
待定 待定

表演（影视表演、服装表演）、戏剧学、戏剧与

影视学类（戏剧影视文学、广播电视编导）、录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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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 艺术、播音与主持艺术、影视摄影与制作、戏剧影

视美术设计、动画、摄影、书法学、艺术与科技

安徽
安徽艺术职

业学院
待定 待定 待定

山东
潍坊招生办

公室
待定 待定 待定

广东
深圳行知职

业技术学校
待定 待定 待定

录取原则：文控艺术类提档线，专排录取。

贺州学院

招生计划：

广播电视编导 200 人（面向广西、河北、山东、山西、河南、江西、湖南、福建、内蒙古、黑龙江、

陕西、江苏、甘肃等省（自治区）招生）。

校考安排及报考：

校考省份未涉及的专业按统考及联考成绩录取；

省份 考试地点 校考专业 校考时间

河南
中原工学院（北校区）（郑州市中原中

路 41 号）

广编电视编导、美术学、视觉传达设计、环境设

计、服装与服饰设计、数字媒体艺术
1 月 16 日

山西

山西传媒学院（晋中市榆次区山西高校

新校区文化街 125 号）
广编电视编导 1 月 20 日

山西工商学院（太原市坞城南路 99 号）
美术学、视觉传达设计、环境设计、服装与服饰设

计、数字媒体艺术
2 月 18 日

山东

淄博市第十七中学（山东省淄博市张店

区十七中北街 1 号）
音乐学、舞蹈学

待定
山东理工大学（山东省淄博市张店区共

青团路西首）

美术学、视觉传达设计、环境设计、服装与服饰设

计、数字媒体艺术

福建
福建师范大学美术学院（福州市仓山区

上三路 32 号）

美术学、视觉传达设计、环境设计、服装与服饰设

计、数字媒体艺术
待定

湖南

湖南师范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湖南长

沙市麓山南路二里半）
广编电视编导 待定

湖南师范大学音乐学院（湖南长沙市麓

山南路左家垅）
音乐学、舞蹈学 待定

甘肃 兰州文理学院（兰州市城关区北面滩）

美术学、视觉传达设计、环境设计、服装与服饰设

计、数字媒体艺术
1 月 25 日

音乐学、舞蹈学、广播电视编导 1 月 26 日

黑龙江

哈尔滨华德学院（哈尔滨市利民开发区

学院路 5 号）

美术学、视觉传达设计、环境设计、服装与服饰设

计、数字媒体艺术 1 月 21 日

黑龙江东方学院（哈尔滨市平房区哈南 广播电视编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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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九路 1 号）

注：以上信息如与考点公布信息不一致，最终以考点公布为准。

录取原则：

文控艺术类提档线，专排录取。

广州体育学院

招生计划（面向全国招生）：广播电视编导专业 20 人。

考点安排及报名时间：

考点 报名时间 考试时间 地 点 报名方式

兰州

甘肃省招办统一安排：

http://art.ganseea.cn/Login.shtml

http://www.ganseea.cn/

2019 年 1 月 5-19 日

2019 年 1 月

24 日
兰州文理学院 网上报名

广州

（统

考）

有广东省考试院统一安排
2019 年 1 月

12 日
华南农业大学 网上报名

广州

（非

广东

省生

源）

2019 年 1 月 20 日-2 月 20 日网上

报名缴费打印准考证。

网址：http://gtzs.gipe.edu.cn/

2019 年 2 月

21 日- 23 日

广州体育学院

（广州市天河区广

州大道中 1268

号）

网上报名

http://gtzs.gipe.edu.cn/

报考说明

1.我校在兰州设置的考点，只接受甘肃和宁夏考生报考。我校未设置考点的省份（除宁夏外）考生，

只能参加我校广州考点的报名考试。

2.所有考生只能参加一个考点的考试，不得重复报考，否则取消所有考试成绩。

3.如考试时间临时有所调整，请以报名点的通知为准。谢绝函报。

录取方式：综排录取；

渭南师范学院

招生计划：广播电视编导 150 人、戏剧影视文学 60 人（面向全国招生）

校考安排及报考：

未设置校考的省份不组织校考 统考成绩录取；

2019 年渭南师范学院艺术类专业外省校考考试时间、地点安排（时间如有变动以考点公布为准）

http://art.ganseea.cn/Login.shtml
http://www.ganseea.cn/
http://gtzs.gipe.edu.cn/
http://gtzs.gipe.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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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区 校考专业 报名时间 考试时间 考试地点

河南
音乐类/美术学/设计学类/戏剧影视文

学

网报（1 月 5-9

日）
1 月 13 日 中原工学院

广西 美术学、设计学类
1 月 12 月-1 月

13 日
1 月 14 日

广西经贸职业技术学

院

甘肃
音乐学/舞蹈学/广播电视编导/书法学

/美术学、设计学类
网报 1 月 23 日 兰州文理学院

河北
音乐学/舞蹈学/美术学、设计学类/

戏剧影视文学
网报 待定

石家庄信息工程职业

学院

山东 音乐学（含中外合作办学）/书法学 网报 2 月 18 日 潍坊市招生办公室

山西
广播电视编导 网报 1 月 15 日 山西传媒学院

美术学、设计学类 网报 待定 山西工商学院

录取原则：文控省内相应批次分数线，专排录取。

云南艺术学院省外考生适用

招生计划：

戏剧学/戏剧影视文学/戏剧影视导演:面向四川、湖南、湖北、安徽、山东、山西、河南、河北、吉

林、辽宁招生。

广播电视编导:面向湖南、湖北、安徽、山东、山西、河南、河北、吉林、吉林招生。

影视摄影与制作：面向湖南、湖北、江西、安徽、山东、山西、河南招生。

校考安排及报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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录取原则：影视摄影与制作：专排录取；其它专业文+专综排录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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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艺术学院

招生计划（面向全国招生）：

戏剧影视文学、广播电视编导（中英校际交流项目）、广播电视编导、影视摄影与制作；

文化产业管理（无校考，文控二本线，文排录取）；

校考安排及报考：

设置考点省份：广西、南宁、湖北、湖南、广东、山西、山东、河南、河北、安徽、江西、甘肃、重庆。

其中重庆不安排音乐演奏类专业考试（需要在广西南宁校考考试）。考生不得跨考点报名。

未设置考点省份：只能在广西南宁考点参加校考；

1、广西籍考生：网报 12.28-1.3 打印准考证 1.9-1.11 考试时间 1.13-1.18 广西艺术学院南湖校区

2、不设考点的省份：网报 1.5-1.11 线上确认 1.15-1.17（现场确认 1.18 ） 考试时间 1.19-1.20 广西

艺术学院南湖校区

3、设置考点省份：待定或详见各省考试院公布为准；

录取原则：

戏剧影视文学：文 60%+专 40%综排录取

广播电视编导（中英校际交流项目）、广播电视编导、影视摄影与制作：文 50%+专 50%综排录取；

海南大学

招生计划（分省计划）：待定 3 月份出

校考安排及报考：承认省统考成绩录取（无校考）

录取原则：待定 3 月份出；

四川音乐学院 省外考生适用

招生计划（面向全国招生）：

广播电视编导、戏剧影视文学、影视摄影与制作

校考安排及报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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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信报名及交费打印准考证：

影视摄影与制作和摄影专业只在四川音乐学院（锦江校区）考点组织招生专业考试（网上报

名截止时间：2 月 15 日 17:00；开考时间：2 月 20 日）；

录取原则：戏剧影视文学、广播电视编导专业依次以语文、外语成绩的高低排序录取。影视摄

影与制作专业按“图片分析”科目成绩的高低排序录取。

中国戏曲学院

招生计划：

戏剧影视导演（戏曲导演 18 人、戏曲影视导演 10 人）、戏剧影视文学（国际文化交流）26qk、戏

曲文学 60 名。

文化产业管理（只招文科/文化课录取）10 名。

报名时间：网上报名为 2019 年 1 月 15 日 9:00 起至 2019 年 1 月 31 日 21:00 止。

考点安排：校本部

考试时间：2.13 开始

录取方式：戏剧影视文学专 40%+文 60%综排录取；戏剧影视导演：文控自主划定分数线，专排录

取。

河北地质大学

招生计划：

广播电视编导（全国招生），

报名时间：

河北考生只须参加河北大学广播电视编导专业的校考即可，我校不组织校考。

外省考生承认省统考成绩，无须校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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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大学校考：网上报名 1.8-1.20（河北大学本科招生网报名)。交费时间 1.22-1.31，网上签到

2.3-2.9。 考点安排：校本部（河北大学本部或新校区）考试时间：2.15

录取方式：文+专综排录取；

淮阴师范学院

招生计划：

广播电视编导（河北 15 人、湖南 15 人、山西 30 人、广西 8 人）

考点安排及报名时间：

外省考生：

省份 考点设置 报名网址 考试地点 考试时间

山西

太原市
音乐、舞蹈类

http://yk.sxyz.com/
山西艺术职业学院 2 月 12—13 日

晋中市

书法类

http://yikao.cdn.titd.net/
太原师范学院 待定

广播电视编导

http://zs.arft.net/
山西传媒学院 1 月 13—14 日

湖南 长沙市

音乐、舞蹈类

http://www.hneao.cn/ks
湖南师大音乐学院 2月22—23日

广播电视编导

http://www.hneao.cn/ks
湖南师大新闻传播学院 2月19—20日

书法类

http://www.hneao.cn/ks

以湖南省教育考试院公布地

点为准
待定

山东 潍坊市 http://www.sdzk.cn 以准考证打印考试地点为准

音乐、舞蹈:

2月19—20日

美术、书法类:2月20日

河北 石家庄市

音乐类、广播电视编导

http://www.sjziei.con

石家庄信息工程学院北校区

`(石家庄市高新区湘江道 39

号)

2 月 26—27 日

舞蹈类

http://www.sjziei.con

河北招考大厦

（石家庄市红旗大街 299

号）

2月26—27日

美术类

http://www.sjziei.con

石家庄信息工程学院南校区

(石家庄市高新区信工路 18

号)

待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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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 桂林市

https://www.artstudent.c

n/ 或下载“艺术升”APP

进行网上报名

广西师范大学

音乐、舞蹈、编导：

1月16日

美术类：1月19日

录取方式：文+专综排录取；

湖北科技学院

招生计划：广播电视编导（湖北 25 人、湖南艺术文 10 人、江西 10 人、河南 10 人、河北艺术文 5

人、贵州 5 人、陕西艺术文 3 人）。

考点安排及报名时间：无校考，统考成绩录取；

录取方式：文+专综排录取；

山东艺术学院省外考生适用

招生计划（面向全国招生）：

戏剧影视导演 20 人、戏剧影视文学 10 人、戏剧学 10 人、广播电视编导 17 人。

考点安排及报名时间：

网报时间（www.sdca.edu.cn）：1.20-1.27 打印准考证 1.29-专业考试结束 考试时间 2.20 开始。

考点校本部。

录取方式：戏导：文控自划线分数线，专排录取。编导/戏文：专 30%+文 70%综排录取。戏剧学：

文排录取。

长春光华学院

招生计划：戏剧影视文学、广播电视编导、影视摄影与制作【面向吉林、内蒙古、新疆、山东、辽宁、黑龙

江、河北、山西、江西、浙江、江苏、河南、四川招生】。

考点安排及报名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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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考点的省份，统考成绩录取；

录取方式：文 60%+专 40%综排录取。

长安大学

招生计划：戏剧与影视学（戏文及编导）陕西省文科 20 人理科 5 人/河南文科 15 人/湖南省文科 15 人。

考点安排及报名时间：无校考，统考成绩录取。

录取方式：文控一本线，文排录取。

上海复旦视觉艺术学院

招生计划：广播电视编导44人、文化产业管理90人（二本线文排录取）。

考点安排及报名时间：

设点

省份
设考地点 校考专业

网络报

名时间

现场报

名时间
考试时间

辽宁

辽宁大学（蒲河校

区，沈阳市沈北新

区道义南大街 58

号）

表演（影视与话剧表演）、表演（音乐剧

表演与教育）、表演（流行舞蹈）、表演

（流行演唱）、播音与主持艺术、广播电

视编导

辽宁省系

统
无

1月 22-24日

表演（时尚表演与推广） 1月 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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录取方式：文 50%+专 50%综排录取。

山西大学

招生计划：戏剧影视文学 40 人【面向山西 28 人、山东 2 人、河北 4 人、河南 2 人、湖南 2 人、陕

西 2 人招生】。

考点安排及报名时间：无校考，省统考成绩录取

录取方式：文 70%+专 30%综排录取。

西安工程大学

招生计划：广播电视编导 100 人。

考点安排及报名考试：无校考，使用统考成绩录取。

录取方式：陕西考生文排录取；外省考生 文 40%+专 60%综排录取；

天津工业大学

招生计划：广播电视编导 80 人。

四川
四川音乐学院(成都

市新生路 6号)

表演（影视与话剧表演）、表演（音乐剧

表演与教育）、表演（流行舞蹈）、表演

（流行演唱）、播音与主持艺术、广播电

视编导

即日起至

1月 25日

1月 24-

25日

1月 26-28日

表演（时尚表演与推广） 1月 26日

上海

本校（上海市松江

区文翔路 2200

号）

播音与主持艺术、表演（影视与话剧表

演）、表演（音乐剧表演与教育）、表演

（流行舞蹈）、表演（流行演唱）、广播电

视编导、摄影

即日起至

2月 21日

2月 19-

21日

2月 21-24日

表演（时尚表演与推广） 2月 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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录

取方式：文 30%+专 70%综排录取。

云南艺术学院人文学院（外省考生适用）

招生计划：戏剧影视文学/广播电视编导/影视摄影与制作/数字媒体艺术。考点安排及报名时间：无

校考，省统考成绩录取。无统考的省份考点设置：

一、黑龙江省

考试地点：黑龙江东方学院（哈尔滨市平房区哈南十九路 1 号）

报名时间：2019 年 1 月 14 日至 15 日（8:30—17:00）

报名网址：http://www.dfxyzj.com/，报名须知详见黑龙江省招生考试院官网 http://www.lzk.hl.cn/

考试时间：2019 年 1 月 19 日

校考专业：表演（戏剧影视表演）、影视摄影与制作、数字媒体艺术

二、山东省

考试地点：济南（具体考点由济南市招考院指定，详见准考证）

报名时间：2019 年 1 月 26 日至 30 日 17:00 点

报名网址：http://www.sdzk.cn

考试时间：2019 年 2 月 13 日至 14 日

校考专业：录音艺术、数字媒体艺术、音乐学（师范类）、音乐表演（演唱）、音乐表演（管弦打击乐演奏）、

音乐表演（中国乐器演奏）、音乐表演（键盘演奏）、表演（戏剧影视表演）、播音与主持专业、舞蹈学（师

范类）、舞蹈表演、舞蹈编导、影视摄影与制作



30

三、广东省

考试地点：星海音乐学院（大学城校区）

报名时间：2019 年 2 月 1 日至 14 日

报名网址：http://www.xhzsb.com（考生报名后，可通过关注微信公众号“星海音乐学院招生办”进行缴费）

考试时间：2019 年 2 月 25 日

校考专业：表演（戏剧影视表演）、播音与主持艺术、影视摄影与制作、数字媒体艺术、录音艺术

注：具体以广东省教育考试院公布为准

四、河北省

报名时间：2019 年 3 月 2 日至 4 日

打印准考证时间：2019 年 3 月 6 日至 7 日

考试时间：2019 年 3 月 8 日

考试地点：石家庄信息工程职业学院

报名、缴费、打印准考证：艺行家网上报名系统

校考专业：表演（戏剧影视表演）、播音与主持艺术、戏剧影视文学、广播电视编导、影视摄影与制作

录取方式：待定。

长江大学
招生计划：广播电视编导。

考点安排及报名时间：无校考，省统考成绩录取

录取方式：文 80%+专 20%综排录取。山东省未设置联考专业的，文排录取。

广西民族大学

招生计划：广播电视编导80人（面向广西、河北、河南、山西、江西、湖南 ）。
考点安排及报名时间：广西无校考，省统考成绩录取；外省考生校考；考点设置在河北、河南、

山西、江西、湖南五省份组织校考（详见各省招生考试院公布时间为准）。

录取方式：文 50%+专 50%综排录取。

宜春学院

招生计划：广播电视编导（计划待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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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点安排及报名时间：无校考，省统考成绩录取；

录取方式：专 100%+文 40%综排录取。

赣南师范学院

招生计划：广播电视编导专业（面向全国招生）。

考点安排及报名时间：无校考，承认统考成绩录取。

录取方式：文 30%+专 70%综排录取。

湖南工业大学

招生计划：戏剧影视文学 60 人（全国招生）考点安排：报名时间详见各省招生考试院公布为

准

无校考考点的省份，统考成绩录取；

录取方式：专排录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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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师范大学商学院
招生计划：广播电视编导：影视编导/新媒体编导（云南80人、河北30人），摄影专业：

影视摄影与图片摄影（江西20人、山东30人）。

考点安排及报名时间：

编导专业：云南考生考点：

http://acct.ynnubs.com/app/ynnubs_2018ArtExamSystem/进行网上报名、缴费。准

考证打印时间 2019 年 1 月 18 日。考试时间 2019 年 1 月 22 日。考试地点云南省昆明市

高新区商院路 1 号云南师范大学商学院。河北考生考点：2.26-2.28 网络报名

（http://www.sjziei.com/），考试时间 3.4，考点石家庄信息工程学院。

江西省摄影专业云南校本部考点：网报 1.17-2.14 考试时间 2.16 考点：校本部；

山东省摄影专业考点：网报 1.26-2.14 准考证打印 2.15 考试时间 2.18-2.19 考点济南市

录取方式：专排录取。

上饶师范学院

招生计划：广播电视编导 40人。

考点安排及报考信息：无校考，省统考成绩录取。

录取方式：文 40%+专 60%综排录取；

北京师范大学

招生计划：戏剧影视文学 30人 数字媒体艺术 14人。（全国招生）

考点安排及报考信息：

网报 1.18-2.10 考试 2.16开始 考点校本部

录取方式：语文 90分，外语 90分，文+专综排录取；

大连艺术学院

招生计划：广播电视编导及戏剧影视文学。影视摄影与制作

http://acct.ynnubs.com/app/ynnubs_2018ArtExamSystem/%E8%BF%9B
http://www.sjziei.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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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点安排及报考信息：

考点设置详见官网 http://zsgzc.dac.edu.cn/detail/0adb79163dbeb8b5d4d417f88c99a1b3

大连考点详见官网：http://app.dac.edu.cn/baoming/

录取方式：文+专综排录取；影视摄影与制作专排录取。

上海大学（新闻传播学院）

招生计划：艺术与科技（浙江、内蒙古、山西、 河北）20 人

考点安排及报考信息：网报艺术升 1.19-2.15 确认时间 2.19-2.26 准考证打印 2.19-2.26

录取方式：文排录取。

西北师范大学

招生计划：广播电视编导 100人（甘肃 50人、山东 10人、山西 10人、湖南 8人、河北 8人、

河南 5人、四川 5人、陕西 4人）。

考点安排及报考信息：河北考生使用河北大学戏剧与影视学类专业考试成绩录取；其它省份考

上海师范大学谢晋影视艺术学院

招生计划：戏剧影视文学（上海 20 人/外省 10 人）。广播电视编导（上海 25 人/外省 50 人）。

校考安排及报考：采用各省市编导类统考成绩。

录取方式：文控省内相应批次分数线，综排录取。（外省市统考按各省规定的录取原则录取，

如未规定录取原则的（如全部投档的），则按照上海的录取方法录取。）

上海编导类专业的具体录取办法：

折算总分 =（

专业成绩

×30% ＋

高考文化成绩

×70%）×1000

专业满分 高考文化满分

http://zsgzc.dac.edu.cn/detail/0adb79163dbeb8b5d4d417f88c99a1b3
http://app.dac.edu.cn/baom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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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动画学院

招生计划：影视传媒类（影视摄影制作 3 人/戏剧影视导演 4 人/戏剧影视文学 3 人/广播电视编

导 10 人）招生省份河北

2019 年影视传媒类专业全国拟定招生计划及考试安排：

录取方式：文×0.6+专×0.4 综排录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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渤海大学

招生计划：广播电视编导：招生省份（辽宁 4 人、河北 10 人、山东 1 人（理））（辽宁 21 人、

河北 20 人、山东 4 人）

校考安排及报考：无单独校考，承认各省统考联考成绩。

录取方式：文控艺术类提档线， 文×30%+专×70% 综排录取。（使用所在省组织的艺术类

专业统考（联考）成绩，河北省广播电视编导专业使用我校组织的专业校考成绩）。

赤峰学院

招生计划：广播电视编导（内蒙古 27 人、外省 8 人）。

校考安排及报考：无单独校考，承认各省统考成绩。

录取方式：文控省内相应批次分数线，文×40%+专×60% 综排录取。

河北大学工商学院

招生计划：广播电视编导 30 人（面向河北招生）。

报名时间：2019 年 1 月 8 日至 2019 年 1 月 20 日。

考点安排：河北大学本部或新校区，具体考试地点及考试须知见校考专业测试准考证。

考试时间：测试时间 2019 年 2 月 15 日上午 9:00 — 12:00。

录取方式：文控艺术类提档线， 文排录取。

衡水学院

招生计划：广播电视编导（河北 30 人/山西 4 人/江西 2 人/湖北 4 人/甘肃 10 人/山东 6 人

（文））。

校考安排及报考：承认联考（统考）成绩，或其他学校校考成绩。

录取方式：联考成绩×70%+（文+政策性加分）×30% 综排录取。（承认联考（统考）成绩，

或其他学校校考成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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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山师范学院

招生计划：广播电视学（文科）：（河北 40 人/江西 5 人/山东 5 人/河南 5 人/四川 5 人）。

录取方式：校考安排及报考：无单独校考，承认联考统考成绩。

录取方式：综排录取（专业联考×70%+文×30%）。

黄山学院

招生计划：广播电视编导：（省内 68 人/省外 12 人）、戏剧影视文学（省内 40 人）。面向安

徽、江苏、河南、湖南、河北、山东、浙江、江西、山西等省招生。

校考安排及报考：无单独校考，承认各省艺术类统考成绩。

录取方式：综排录取（专业成绩*700/专业满分+文化课成绩*300/文化课满分）

北京电影学院现代创意媒体学院

招生计划：戏剧影视文学/广播电视编导/戏剧影视导演/影视摄影与制作。

校考安排及报考：承认联考统考成绩，所在省未设与我院所设专业相对应的艺术统（联）考，

考生须参加我院组织的青岛校考考试。

报名时间：青岛校考 2019 年 1 月 16 日至 2 月 21 日，江西省校考 2019 年 1 月 13 号开

始。

考试时间：

青岛校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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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省校考时间：2019 年 1 月 26 日。

校考地点：南昌师范学院。

广东校考，请关注广东省教育考试院官网，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校考，请关注新疆维吾尔自治

区考试院官网。

录取方式：文控艺术类提档线，专排录取。

西北民族大学

招生计划：广播电视编导 80 人

报名时间：无校考，承认省统联考成绩录取。

录取方式：专控文排录取。

北京师范大学珠海分校

招生计划：电影学（总计划 120 人、校考计划 12 人），（面向北京、河北、新疆、吉林、宁

夏招生）

报名时间：北京师范大学考点：2019 年 2 月 10 日，珠海分校考点：2019 年 3 月 10 日

考点安排：北京师范大学教八楼，北京师范大学珠海分校南曦园（艺术与传播学院楼）

考试时间：北京师范大学考点：2 月 17 日初试、2 月 18 日复试，北京师范大学珠海分校南曦

园（艺术与传播学院楼 3 月 16 日初试、3 月 17 日复试

录取方式：文控艺术提档线，专排录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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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财经大学

招生计划：广播电视编导 48 人，（面向河北、云南招生）

报名时间：云南 1 月 26 日-28 日，河北 2 月 9 日-11 日

考点安排：云南艺术学院（昆明市呈贡新区雨花路 1577 号）， 石家庄信息工程学院北校区

（石家庄市高新区湘江道 39 号）

考试时间：云南 1 月 29 日，河北 2 月 15 日

录取方式：文控艺术提档线，文排录取。

武汉体育学院

招生计划：广播电视编导 80 人，（面向河北、山西、内蒙古、辽宁、黑龙江、浙江、江苏、

安徽、江西、山东、河南、湖北、湖南、广东、重庆、四川、贵州、甘肃招生）

报名时间：无校考，承认各省统联考成绩录取

录取方式：文控艺术提档线，文排录取。

湖北民族学院

招生计划：广播电视编导，（面向湖北 149 人、湖南 117 人、山东 24 人、河北 27 人、河南

25 人、重庆 31 人、四川 33 人、安徽 8 人、甘肃 25 人招生）

报名时间：无校考，承认各省统联考成绩录取。

录取方式：综排录取

武汉传媒学院

招生计划：广播电视编导，（面向湖北 70 人、河北 8 人、山西 8 人、内蒙古 2 人、吉林 2 人、

黑龙江 10 人、江苏 6 人、浙江 2 人、安徽 20 人、江西 37 人、山东 2 人、河南 18 人、湖南

6 人、广东 11 人、广西 6 人、重庆 2 人、四川 7 人、新疆 8 人、陕西 2 人招生），戏剧影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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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演，（面向黑龙江 3 人、江苏 15 人、江西 20 人、广东 29 人、新疆 5 人招生），戏剧影视

文学，（面向黑龙江 3 人、江苏 19 人、江西 2 人、广东 21 人招生），影视摄影制作，（面向

湖北 10 人、河北 2 人、黑龙江 3 人、江苏 22 人、安徽 9 人、江西 15 人、山东 45 人、广东

5 人、新疆 2 人招生），影视编导，（面向湖北 50 人、江西 35 人招生）

报名时间：无校考，承认各省统联考成绩录取。

录取方式：文控艺术提档线，综排录取。

中原工学院

招生计划：广播电视编导，（面向河北 15 人、山西 13 人、江苏 5 人、江西 12 人、河南 29

人、甘肃 3 人招生）

报名时间：无校考，承认各省统联考成绩录取。

录取方式：综排录取。

南昌大学

招生计划：广播电视编导（使用校考成绩省份：安徽、河南、湖南、山西、河北）江西使

用统考成绩录取；）

报名时间：

录取方式：文控一本线 75%，文排录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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