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枣庄学院 2020 年艺术类专业招生简章

一、学校简介

枣庄学院是山东省属公办全日制普通本科高校。学校前身为 1971 年建立的枣庄市教师进

修学校，1984 年经山东省人民政府批准成立枣庄师范专科学校，2004 年 5 月经教育部批准升

格为枣庄学院，2012 年枣庄师范学校（前身为 1908 年创建的实业中学）并入我校。中国科学

院院士王梓坤教授、姚建铨教授任名誉校长。

学校占地 1142 亩，校舍面积 42 万平方米（正在建设的新城校区占地 1885 亩，规划总建

筑面积 79 万平方米）。固定资产总值 9.95 亿元，实验教学中心 20 个，教学科研仪器设备总值

2.07 亿元。图书馆馆藏图书 148.16 万册，电子图书 195.17 万册。学校面向全国 25 个省（市、

自治区）招生，全日制普通本专科在校生 1.8 万余人。

学校以“国内知名的高水平应用型大学”为奋斗目标，产教融合协同育人工程成效显著。

教育部“中兴通讯 ICT 产教融合创新基地” “数据中国百校工程”“凤凰教育高校数字媒体产

教融合创新应用示范基地”“中美应用技术教育双百计划”“互联网+中国制造 2025”“科学

工作能力提升计划”“AI+智慧学习”共建人工智能学院等 7 个产教融合促进项目全部落户学校。

学校设有音乐与舞蹈学院、美术与艺术设计学院、传媒学院、体育学院等 21 个教学院（部）。

2020 年计划招生的艺术类本科专业（方向）共 13 个，专科专业 2 个。学校艺术类专业办学历

史长，师资力量雄厚，学生专业素质高，在全国及全省各类比赛中屡获殊荣：广播电视编导专业

师生作品多次荣获柏林华语电影节、中•欧微电影盛典、北京大学生电影节、国际大学生微电影

盛典、CCTV“情系三农”微电影大赛、“创青春”全国大学生微电影大赛、“科讯杯”国际大

学生影视作品大赛、澳门国际微电影节等大赛的各类奖项；美术与设计类专业学生在第十一届山

东国际大众艺术节大赛上获得金奖 8 项、银奖 6 项、铜奖 24 项；音乐与舞蹈学院仅在 2019 年

度获得省级以上赛事一等奖 9 项，二等奖 12 项，三等奖 21 项；体育舞蹈专业师生在国家体育

总局体操运动管理中心举办的 2018 年福摩杯“舞动中国-排舞联赛”中，获得 1 个第一名、3

个第二名的好成绩；健美操专业在山东省第十四届学生运动会中获得银牌两枚、铜牌 6 枚。

二、招生计划



山东省艺术类专业拟招生计划

专业 层次 拟招生计划 备注

美术学（师范类） 本科 50

使用省统考成绩

设计学类（含视觉传达设计、环境设计、

产品设计）
本科 100

数字媒体艺术 本科 40

动画 本科 35

广播电视编导 本科 50

广播电视编导（校企合作） 本科 50

美术教育（师范类） 专科 40

音乐学（师范类） 本科 55 济南大学联考平台

音乐教育（师范类） 专科 120
认可本科高校相同或相近专

业合格成绩

舞蹈学（师范类） 本科 30 山东青年政治学院联考平台

舞蹈表演（健美操方向） 本科 40

山东体育学院联考平台舞蹈表演（体育舞蹈男方向） 本科 20

舞蹈表演（体育舞蹈女方向） 本科 20

舞蹈表演（校企合作） 本科 80 我校组织报名考试

注：最终招生专业及计划以山东省教育招生考试院公布为准。

省外艺术类专业拟招生计划

专业 科类 招生省份 拟招生计划 备注

美术学（师范类）
艺术 河北 5

使用各省统考

（联考）成绩

艺术文 辽宁 5

设计学类（含视觉传达设计、

环境设计、产品设计）

艺术 河北 5

艺术文 辽宁 5

艺术 贵州 5

艺术 安徽 5

动画 艺术 安徽 5

音乐学（师范类）

艺术 河北 10

文理综合 江苏 10

艺术文 湖南 5

舞蹈学（师范类） 艺术文 广西 5



艺术 河南 5

注：最终招生专业及计划以各省招考院公布为准。

三、联考专业考试说明

1.音乐类专业联考：我校参加济南大学音乐类专业联考，报考我校音乐专业的考生请登录

网址 http://admission.ujn.edu.cn 报名。具体要求请查阅《山东省 2020 年普通高校招生音乐

类专业联考实施方案（济南大学平台）》。

2.舞蹈类专业联考：我校参加山东青年政治学院舞蹈学类专业联考，报考我校舞蹈学专业

的考生请登录网址 http://www.sdyu.edu.cn 报名。具体要求请查阅《山东省 2020 年普通高校

招生舞蹈类专业联考实施方案（山东青年政治学院平台）》。

3.舞蹈表演（体育舞蹈、健美操）联考：我校参加山东体育学院体育舞蹈、健美操专业联

考，报考我校体育舞蹈、健美操专业方向的考生请登录网址 http://zsxxw.sdpei.edu.cn 报名。

具体要求请查阅《山东省 2020 年普通高校招生舞蹈类（体育舞蹈、健美操方向）联考实施方案

（山东体育学院平台）》。

四、舞蹈表演（校企合作）校考专业考试说明

舞蹈表演（校企合作）为我校与山东高翔通用航空股份有限公司合作培养。

报名时间：2020 年 1 月 13 日至 1 月 17 日 17 时

报名网址：枣庄学院招生网（http://zsb.uzz.edu.cn）

考试时间：2020 年 2 月 3 日至 2 月 6 日

考试地点：枣庄学院

考试内容：初试（身体基本条件检查），初试合格的考生进入复试，复试包括普通话测试、

技能测试和形象考察。

其他要求：

1.考生须携带身份证、报考证和校考准考证参加专业考试，三证不全或不一致者不准参加

考试。

2.女生需着短袖衬衫、职业裙装（裙子在膝盖上下 3cm）、盘发、化淡妆、露出额头、头

发不遮盖耳朵，不准佩戴美瞳、假睫毛、美甲，服装不得有标识。

3.男生需着短袖衬衫、打领带、深色西裤、黑皮鞋、头发无刘海，不遮盖耳朵。面试时不

准穿着高领服装、紧身裤、连裤袜、长统袜、长靴，服装不得有标识。

报名相关要求：

1.年龄：考生须在 2000 年 9 月 1 日后出生

2.身高：女生 164～175cm，男生 174～185cm。

3.体重：小于[身高(cm)-110(cm)](kg)(1+10%)。



4.听力正常，五官端正，肤色好；无色盲、色弱、斜视，无明显疤痕、斑点等，牙齿色质

好、排列整齐，无明显异色和排列不整齐，无狐臭。

5.面部表情自然，微笑甜美；善于表达，富有朝气；口齿清楚；发音基本准确，无口吃、

舌短现象，听力正常；性格开朗、大方、心理素质好，富有合作精神。

6.形体匀称，步态自如，动作协调，无 “X”形腿、“O”形腿。

7.无精神病史，澳抗阴性，肝功能正常，无头癣、湿疹、牛皮癣、慢性荨麻疹等，无骨与

关节疾病或畸形，无肾炎、血尿、蛋白尿，无各类慢性或传染性疾病，无晕车晕船，身体条件符

合中国民用航空局颁布的《中国民用航空人员医学标准和体检合格证管理规则》(CCAR-67FS)

规定的标准。

四、成绩及合格证查询

联考专业的成绩及合格名次，考生可登录我校招生网及相应联考平台学校网站查询，学校

不再单独寄发合格证。

舞蹈表演（校企合作）校考专业成绩统计结束后，将通过我校招生网向社会公布考生成绩

及合格名次，考生可凭考生号和身份证号登录我校招生网查询，并打印合格凭证。

五、录取规则

录取规则按照生源所在省招生主管部门相关文件和枣庄学院 2020 年艺术类专业招生章程

执行。

六、其它

1.学费标准：严格按照山东省教育厅、物价局、财政厅文件规定执行。

2.新生入校后必须接受学校组织的资格复查，若发现有舞弊、顶替者，学校将取消其入学

资格。

3.本简章由枣庄学院负责解释。未尽事宜，按上级和学校有关规定执行，以上内容如有变

动，以我校招生办公室公告为准。

4.联系方式

学校地址：山东省枣庄市市中区北安路 1 号 邮编：277160

咨询电话：0632-3786721、3786037

学校网址：http://uzz.edu.cn

招 生 网：http://zsb.uzz.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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