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甘肃省教育考试院文件 
 

 

甘教考院[2015]29号 

 

关于做好 2016 年甘肃省普通高等学校招生 

艺术类专业统一考试工作的通知 

 

各市(州)、东风场区招生办公室： 

根据教育部有关文件规定，结合我省普通高等学校艺术类

专业招生实际，现将甘肃省 2016年普通高等学校艺术类专业统

一考试工作的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组织管理 

全省普通高校艺术类专业考试工作在省招委会和省教育厅

的领导下，由甘肃省教育考试院负责管理与监督，各级招办和

相关招生院校要严格按照教育部和我省文件规定做好考试组织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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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生工作；各统考考点要成立由省教育考试院和考点院校负责人

及纪检部门组成的招生考试领导小组，制定统考实施方案和具

体执行细则，科学、公平、安全规范、平稳有序的实施各项工

作。 

二、考试 

艺术类考生均要参加全国普通高校招生文化课考试和艺术

类专业考试。全省艺术类专业统一考试（以下简称统考）包括

四大类，分别为美术与设计学类（美术、书法、唐卡）、音乐

学类（声乐、器乐、理论作曲、音乐表演<空中乘务>）、戏剧

与影视学类（广播电视编导、播音与主持艺术）和舞蹈学类。 

（一）报名要求 

凡符合普通高校招生报考条件的考生，均可参加艺术类专

业报名。报考艺术类专业的考生必须先办理高考文化课考试报

名手续，后参加专业考试报名。报考艺术类专业考生高考文化

课考试报名时间为：2015年 12月 1 日至 7日。 

艺术类专业考试报名时，考生必须持本人《艺术体育类专

业准考证》和身份证到统考考点参加专业考试报名。 

各市（州）招生办公室须于 2015年 12 月 15日前上报艺术

类考生照片。 

（二）统考报名要求、考试时间及地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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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术与设计学类（美术、书法、唐卡）、音乐学类统考（声

乐、器乐、理论作曲、音乐表演<空中乘务>）、戏剧与影视学

类统考（广播电视编导、播音与主持艺术）、舞蹈学类统考报

名时间均为一天（7:00 至 20:00），逾期不再补报，请考生提

前做好相关准备。 

1.美术与设计学类统考（美术、书法、唐卡） 

报名时间为 2015年 12 月 18日 7:00 至 20:00，考试时间为

2015 年 12 月 20 日。报名地点统一在西北师范大学，考试分别

在西北师范大学和兰州文理学院进行，请考生注意所在考点。 

2.音乐学类统考（声乐、器乐、理论作曲、音乐表演<空中

乘务>） 

声乐、器乐、理论作曲报名时间为 2016 年 1 月 1 日 7:00

至 20:00，考试时间为 2016 年 1月 3 日-8日，地点在西北师范

大学。 

音乐表演（空中乘务）报名时间为 2016 年 1 月 7 日 7:00

至 20:00，考试时间为 2016 年 1 月 9 日-11 日，地点在西北师

范大学。 

3.戏剧与影视学类统考（广播电视编导、播音与主持艺术） 

报名时间为 2015年 12 月 26日 7:00 至 20:00，其中广播电

视编导笔试时间为 2015年 12 月 28 日；播音与主持艺术笔试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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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为 2015 年 12 月 28 日，面试时间为 12 月 28 日-30 日，地点

在西北师范大学。 

4.舞蹈学类统考 

报名时间为 2016年 1 月 16 日 7:00 至 20:00，考试时间为

2016 年 1月 18日-21日，地点在西北民族大学。 

（三）统考考试内容及分值 

美术与设计学类、音乐学类、戏剧与影视学类、舞蹈学类

统考的考试科目按《关于印发<2016 年甘肃省普通高等学校招生

美术与设计学类、音乐学类、戏剧与影视学类和舞蹈学类专业

统一考试大纲>的通知》文件执行。今年对音乐学类（声乐、器

乐、理论作曲、音乐表演<空中乘务>）、舞蹈学类专业统一考试

大纲重新进行了修订，其中舞蹈学类专业考试对测试项目分值

进行了调整；音乐学类（音乐表演<空中乘务>）专业考试不再

统一组织体检，由考生自行体检，达到相关要求者方可报考。 

美术与设计学类统考评分标准按《全国普通高等学校招生

美术与设计学类专业省级统一考试考务管理办法（试行）》及《全

国普通高等学校招生美术与设计学类专业省级统一考试评分参

考》（教学厅[2008]15 号）相关规定执行，其中统考的本科合格

要求执行教育部相关规定，即 3 门科目总成绩不低于 180 分，

且其中 2 门科目分别不低于 6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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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艺术类专业省级统考成绩适用范围 

（一）美术与设计学类统考成绩适用范围 

省内外院校的本科、高职（专科）美术与设计学类专业均

应使用我省美术与设计学类统考成绩，其中省外符合组织校考

条件的院校美术与设计学类本科专业可使用我省统考成绩，也

可经我院审核后在我省美术与设计学类统考合格生源范围内再

组织校考。  

（二）音乐学类统考成绩适用范围 

省内外院校的本科、高职（专科）音乐学类（声乐、器乐、

理论作曲）专业均应使用我省音乐学类统考成绩，其中省外符

合组织校考条件的院校音乐学类本科专业可使用我省统考成

绩，也可经我院审核后再组织校考。 

省内外院校的本科、高职（专科）音乐学类（音乐表演<空

中乘务>）相同或相近专业必须使用我省统考成绩，我省不再设

立音乐表演（空中乘务）专业校考考点，同时不接收任何院校

音乐表演（空中乘务）相同或相近专业校考成绩。 

（三）戏剧与影视学类统考成绩适用范围 

省内外院校的本科、高职（专科）戏剧与影视学类专业均

应使用戏剧与影视学类统考成绩，其中省外符合组织校考条件

的院校戏剧与影视学类本科专业可使用我省统考成绩，也可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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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院审核后再组织校考。  

（四）舞蹈学类统考成绩适用范围 

省内外院校的本科、高职（专科）舞蹈类专业均应使用舞

蹈学类统考成绩，其中省外符合组织校考条件的院校舞蹈类本

科专业可使用我省统考成绩，也可经我院审核后再组织校考。 

四、专业成绩公布、报送及管理 

（一）统考专业成绩的报送与查询 

美术与设计学类、音乐学类、戏剧与影视学类和舞蹈学类

全省统考专业成绩数据库由各统考考点负责于 2016 年 1 月 23

日前报送省教育考试院。 

省教育考试院将于 2016年 1月中下旬在网站开通考生统考

成绩查询功能（查询网址：http://www.gszs.cn）。 

（二）美术与设计学类统考合格证发放 

全省美术与设计学类统考合格证由县（区）招生办负责打

印盖章并发放给考生。 

（三）成绩管理 

省统考考点院校要加强专业成绩的管理工作，仔细核对，

确保专业成绩的准确、完整和规范。省教育考试院汇总艺术类

专业统考成绩后，按照甘肃省招生信息管理相关规定进行严格

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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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有关要求 

(一)加强艺术类专业考试规范化管理 

各艺术类专业统考考点要建立和完善信息公开、多人评审、

专家指导、纪检监督为一体的艺术类专业考试管理工作机制。 

在艺术类专业省级统考中要建立由权威专家和教师组成的

专业考试仲裁小组，小组成员名单按机密级事项管理，同时要

加强对艺术类专业考试评委管理；要成立由相关学科专家教授、

行政管理人员组成的专业考试工作组，建立和完善艺术类专业

命题、制卷、考试、评卷等工作实施办法。 

加大对艺术类专业考试的监督管理力度，改进和完善监督

办法，加强条件建设，启用现代化管理技术和手段，逐步实现

专业考试在有录像和监控的标准化考场内进行，确保考试的公

平公正。 

(二)严肃艺术类专业考试工作纪律 

艺术类专业统考是国家教育考试的组成部分，各级招生部门

要加强对报名工作的统一领导，要针对艺术类考试工作的特殊性,

研究细化具体工作方案，确保各环节有序衔接，相互制约。各艺

术类专业统考考点要进一步加强和规范考场管理，要参照国家

教育考试安全保密要求，严密组织考试，要强化对考务工作人

员和监考教师的选拔和培训，严肃考风考纪，健全监督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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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查各类违纪舞弊行为。各学校要教育考生遵守报名、考试纪

律，诚信应考，公平竞争。对在报名考试中出现的违法、违纪

考生、工作人员和单位，按《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九）》、

教育部《国家教育考试违规处理办法》（教育部第 33号令）和有

关规定严肃查处，切实维护艺术类专业考试秩序和良好信誉，

确保我省艺术类专业统考工作的顺利实施。 

(三)加大艺术类专业考试信息公开力度 

各招生院校要加大信息公开力度，及时向社会公布高校艺

术类专业考试的内容和要求，维护考生及家长的利益；要在各

个工作环节实施科学、规范的操作，增强艺术类专业考试评分

的客观性、公正性；要加大艺术类专业考试工作的宣传力度，

实现社会的有效监督。 

六、收费标准 

我省普通高校艺术类专业统考的报名收费按照甘发改收费

[2010]1915号文件核定标准执行。 

 

附件：2016 年甘肃省艺术类专业统考类别与艺术类本科专

业对应表 

  

甘肃省教育考试院 

2015 年 11 月 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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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016 年甘肃省艺术类专业统考类别与 

艺术类本科专业对应表 

 

省级统考科类 艺术类本科专业 

可授艺术类学士

学位的非艺术类

本科专业 

省级艺术统考

合格要求 

美术与设计学类 

美术学、绘画、雕塑、摄影、书法

学、中国画、动画、戏剧影视美术

设计、艺术设计学、视觉传达设计、

环境设计、产品设计、服装与服饰

设计公共艺术、工艺美术 

服 装 设 计 与 工

程、风景园林 

甘肃省美术统

考本科合格 

音乐学类 
音乐表演、音乐学、作曲与作曲技

术理论 
 无要求 

舞蹈学类 舞蹈表演、舞蹈学、舞蹈编导  无要求 

戏剧与影视学类 

戏剧影视文学、广播电视编导、戏

剧影视导演、播音与主持艺术、影

视摄影与制作、录音艺术、表演、

戏剧学、电影学、数字媒体艺术、

艺术与科技、艺术史论 

文化产业管理、

艺术教育 
无要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