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山东艺术学院 2020 年省内本科专业招生考试调整实施方案

根据上级部门工作要求及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形势，为减少人员流动，保障考生利益，本着注重科学、切实可行、保证安全的原则，严守疫情防控和

考试公平公正的底线，我校对部分专业的考试方案进行了调整，具体调整如下：

一、考试形式

考试形式包括线上考试和线下考试，各专业具体考试形式详见下表：

专业名称 调整前考试形式 调整后考试形式

绘画

山东省 2020 年美术类专业统考成

绩达到本科合格线基础上，组织校

考。

山东省 2020 年美术类专业统考成绩达到本科合格线基础上，

认可统考成绩，不再组织校考。

雕塑

中国画

视觉传达设计

环境设计

产品设计



工艺美术

数字媒体艺术

动画

戏剧影视美术设计

美术学 山东省 2020 年文学编导类专业统

考成绩达到本科合格线基础上，组

织校考。

山东省 2020 年文学编导类专业统考成绩达到本科合格线基

础上，认可统考成绩，不再组织校考。
戏剧影视文学

广播电视编导

表演
组织校考；

考生须到考试现场参加初、复试。

通过联考平台组织一次性线上考试。考生通过系统提交视频，

无需到现场参加考试。

书法学
组织校考；

考生须到考试现场参加笔试。

组织校考；只进行一次线上考试。考生通过系统提交视频，无

需到现场参加考试。

音乐表演（演唱） 组织校考； 组织校考；



考生须到考试现场参加初、复试。 初试为线上考试：考生通过系统提交视频，无需到现场参加初

试；

复试为线下考试：初试合格的考生须到现场参加复试。

音乐表演（管弦乐器演奏）

音乐表演（中国乐器演奏）

音乐表演（钢琴演奏）

音乐学（师范类）

音乐表演（音乐剧）

音乐表演（现代音乐）

播音与主持艺术

舞蹈学

表演（戏曲表演）

音乐表演（戏曲音乐伴奏）

戏剧影视导演

舞蹈表演



舞蹈编导

影视摄影与制作
组织校考；

考生须到考试现场参加笔试。

组织校考；

线上进行初步筛选：考生通过系统提交视频，无需到现场；

初筛合格的考生须到现场进行线下考试。

二、线上考试安排

（一）线上考试时间

线上考试专业名称 时间安排

音乐表演（演唱） 2020 年 4 月 22 日-4 月 26 日（每天 9:00-19:00），为保证视频上传成功，建

议考生尽量于每天 18:00 前完成考试。

考生每个科目有 2 次视频录制机会，录制完毕后，可选择其中最满意的 1 个视频，

提交上传作为考试视频。

考生须在 2 小时内完成所报专业所有科目的视频录制并提交，逾期无法提交视频。

音乐表演（管弦乐器演奏）

音乐表演（中国乐器演奏）

音乐表演（钢琴演奏）

播音与主持艺术



戏剧影视导演

音乐学（师范类）

音乐表演（音乐剧）

音乐表演（现代音乐）

舞蹈表演

舞蹈编导

舞蹈学

表演（戏曲表演）

音乐表演（戏曲音乐伴奏）

表演 2020 年 4 月 22 日-4 月 26 日（每天 9:00-12：00），为保证视频上传成功，建

议考生尽量于每天 11:00 前完成考试。

考生每个科目有 2 次视频录制机会，录制完毕后，可选择其中最满意的 1 个视频，

提交上传作为考试视频。

影视摄影与制作



考生须在 2 小时内完成所报专业所有科目的视频录制并提交，逾期无法提交视频。

书法学

2020 年 4 月 22 日-4 月 26 日（每天 9:00-12：00），考试时长为 45 分钟。

考生只有 1 次视频录制机会，为保证视频上传成功，考生务必于每天 11:00 前开

始考试，并确保 12:00 前完成视频及图片上传。

（二）线上考试流程

请报考我校上述专业的考生登录 https://www.xiaoyibang.com/下载并安装 APP，具体考试流程详见附件 1：山东艺术学院 2020 年招生线上考试

App 操作说明 。

（三）线上考试科目及拍摄要求

专业名称 考试科目 类别 考试内容 拍摄要求 备注

音乐表演（演唱） 演唱 /
自选歌曲一首：

美声或民族

背谱演唱，竖屏正面全身拍摄，限

时 3 分钟，清唱或钢琴现场伴奏，

不允许使用其他形式伴奏，不允许

使用扩音设备，录制画面只允许出

https://www.xiaoyibang.com/
http://zsbgs.sdca.edu.cn/system/_content/download.jsp?urltype=news.DownloadAttachUrl&owner=1282413051&wbfileid=3804251
http://zsbgs.sdca.edu.cn/system/_content/download.jsp?urltype=news.DownloadAttachUrl&owner=1282413051&wbfileid=3804251


现考生一人，不允许考生离开画

面，演唱结束后，点击停止录制按

钮完成录制，超过 3 分钟系统将自

动停止录制。

音乐表演（管弦乐器演

奏）
乐器演奏一

打击

乐
小军鼓练习曲一

首

根据乐器选择竖屏或者横屏拍摄，

乐器演奏一律为独奏，不得带任何

形式伴奏，录制画面只允许出现考

生一人，考生人脸、手指和乐器不

能离开画面，限时 3 分钟，演奏结

束后，点击停止录制按钮完成录

制，超过 3 分钟系统将自动停止录

制。

考生可根据所学乐器

选择相应类别进行考

试；

该专业只招收长笛、

双簧管、单簧管、巴

松、圆号、小号、长

号、中音号、大号、

小提琴、中提琴、大

非打

击乐
练习曲一首



提琴、低音提琴、打

击乐、竖琴。

乐器演奏二

打击

乐

马林巴中级以上

程度乐曲一首

根据乐器选择竖屏或者横屏拍摄，

乐器演奏一律为独奏，不得带任何

形式伴奏，录制画面只允许出现考

生一人，考生人脸、手指和乐器不

能离开画面，限时 6 分钟，演奏结

束后，点击停止录制按钮完成录

制，超过 6 分钟系统将自动停止录

制。

非打

击乐
乐曲一首

乐器演奏三

打击

乐

马林巴中级以上

程度练习曲一首

根据乐器选择竖屏或者横屏拍摄，

乐器演奏一律为独奏，不得带任何

形式伴奏，录制画面只允许出现考

生一人，考生人脸、手指和乐器不

能离开画面，限时 3 分钟，演奏结

非打

击乐

音阶琶音（小提

琴除单音外还需



束后，点击停止录制按钮完成录

制，超过 3 分钟系统将自动停止录

制。

演奏三、六、八

度的双音阶）

音乐表演（中国乐器演

奏）
乐器演奏一

打击

乐

小军鼓练习曲一

首

背谱演奏，根据乐器选择竖屏或者

横屏拍摄，乐器演奏一律为独奏，

不得带任何形式伴奏，录制画面只

允许出现考生一人，考生人脸、手

指和乐器不能离开画面，限时 3 分

钟，演奏结束后，点击停止录制按

钮完成录制，超过 3 分钟系统将自

动停止录制。

考生可根据所学乐器

选择相应类别进行考

试；

该专业只招收唢呐、

笛子、笙、柳琴、琵

琶、扬琴、筝、三弦、

阮、板胡、二胡、坠

琴、古琴、大提琴、

非打

击乐
练习曲一首



低音提琴、民族打击

乐。

乐器演奏二

打击

乐
排鼓乐曲一首

背谱演奏，根据乐器选择竖屏或者

横屏拍摄，乐器演奏一律为独奏，

不得带任何形式伴奏，录制画面只

允许出现考生一人，考生人脸、手

指和乐器不能离开画面，限时 6 分

钟，演奏结束后，点击停止录制按

钮完成录制，超过 6 分钟系统将自

动停止录制。

非打

击乐
乐曲一首

音乐表演（钢琴演奏） 钢琴演奏 / 练习曲一首

背谱演奏，横屏拍摄，钢琴演奏为

独奏，不得带任何形式伴奏，录制

画面只允许出现考生一人，考生人

脸、手指和钢琴键不能离开画面，

限时 3 分钟，演奏结束后，点击停



止录制按钮完成录制，超过 3 分钟

系统将自动停止录制。

表演

形象

/

考生外形条件

根据语音提示，先报身高、体重；

然后竖屏拍摄正面上半身、左侧上

半身、右侧上半身、正面全身 4 个

视频镜头，每个镜头保持约 5 秒。

朗诵

自备朗诵展示

（散文、小说或

寓言等）

竖屏正面上半身拍摄，限时 3 分钟，

无配乐脱稿朗诵，录制画面只允许

出现考生一人，不允许考生离开画

面，展示结束后，点击停止录制按

钮完成录制，超过 3 分钟系统将自

动停止录制。

声乐 自备歌曲展示 竖屏正面全身拍摄，清唱，不允许



使用扩音设备，限时 3 分钟，录制

画面只允许出现考生一人，不允许

考生离开画面，展示结束后，点击

停止录制按钮完成录制，超过 3 分

钟系统将自动停止录制。

形体 自备形体展示

横屏全身拍摄，录制画面只允许出

现考生一人，不允许考生离开画

面，可用配乐、可换服装，限时 3

分钟，展示结束后，点击停止录制

按钮完成录制，超过 3 分钟系统将

自动停止录制。

表演
命题单人小品表

演

横屏全景拍摄，系统随机播放小品

题目，根据语音提示，3 分钟准备



时间后，开始表演，表演时间不超

过 3 分钟。录制画面只允许出现考

生一人，准备及正式表演期间不允

许与他人交流或查阅资料等，不允

许考生离开画面，表演结束后，点

击停止录制按钮完成录制，超过 3

分钟系统将自动停止录制。

播音与主持艺术

形象

/

考生外形条件

根据语音提示，先报身高、体重；

竖屏拍摄正面上半身、左侧上半

身、右侧上半身、正面全身 4 个视

频镜头，每个镜头保持约 5 秒。

自我介绍
自我介绍

（不得出现考生

竖屏正面全身拍摄，限时 2 分钟，

录制画面只允许出现考生一人，不



姓名、考号等个

人信息）

允许考生离开画面，自我介绍结束

后，点击停止录制按钮完成录制，

超过 2 分钟系统将自动停止录制。

戏剧影视导演

朗诵

/

自备朗诵展示

（散文、小说或

寓言等）

竖屏正面全身拍摄，限时 3 分钟，

须脱稿，无配乐朗诵，录制画面只

允许出现考生一人，不允许考生离

开画面，朗诵结束后，点击停止录

制按钮完成录制，超过 3 分钟系统

将自动停止录制。

个人推介
考生阐述报考此

专业的优势

竖屏正面全身拍摄，限时 2 分钟，

录制画面只允许出现考生一人，不

允许考生离开画面，个人推介结束

后，点击停止录制按钮完成录制，



超过 2 分钟系统将自动停止录制。

音乐学（师范类）

演唱

/

自选歌曲一首

背谱演唱，横屏正面全身拍摄，限

时 3 分钟，清唱或钢琴现场伴奏，

不允许使用其他形式伴奏，不允许

使用扩音设备，录制画面只允许出

现考生一人，不允许考生离开画

面，不允许出现钢琴伴奏人员，演

唱结束后，点击停止录制按钮完成

录制，超过 3 分钟系统将自动停止

录制。

乐器演奏
钢琴或手风琴演

奏乐曲一首

背谱演奏，横屏拍摄，乐器演奏一

律为独奏，不得带任何形式伴奏，



录制画面只允许出现考生一人，考

生人脸、手指和乐器不能离开画

面，限时 3 分钟，演奏结束后，点

击停止录制按钮完成录制，超过 3

分钟系统将自动停止录制。

音乐表演（音乐剧）

演唱

/

自选歌曲一首

背谱演唱，横屏正面全身拍摄，限

时 3 分钟，清唱或任何形式的伴奏，

不允许使用扩音设备，录制画面只

允许出现考生一人，不允许考生离

开画面，演唱结束后，点击停止录

制按钮完成录制，超过 3 分钟系统

将自动停止录制。

朗诵 自备朗诵（散文、 脱稿朗诵，横屏正面全身拍摄，不



小说或寓言） 允许使用背景音乐，限时 3 分钟，

录制画面只允许出现考生一人，不

允许考生离开画面，朗诵结束后，

点击停止录制按钮完成录制，超过

3 分钟系统将自动停止录制。

音乐表演（现代音乐） 演唱或演奏 演唱 自选歌曲一首

背谱演唱，横屏正面全身拍摄，限

时 3 分钟，清唱或任何形式的伴奏，

不允许使用扩音设备，录制画面只

允许出现考生一人，不允许考生离

开画面，演唱结束后，点击停止录

制按钮完成录制，超过 3 分钟系统

将自动停止录制。

考生可根据所学专业

选择相应类别进行考

试；

该专业只招收流行演

唱、古典吉它、电吉

它、电贝司、爵士鼓、

萨克斯、流行键盘、



双排键电子琴、手风

琴。

演奏 自选乐曲一首

背谱演奏，横屏拍摄，乐器演奏为

独奏（电吉他和电贝司方向可使用

任何形式伴奏），录制画面只允许

出现考生一人，考生人脸、手指和

乐器不能离开画面，限时 3 分钟，

演奏结束后，点击停止录制按钮完

成录制，超过 3 分钟系统将自动停

止录制。

舞蹈表演 基本功展示 男生

横竖叉（竖叉变

横叉）、下腰、

前旁腿搬腿、双

飞燕 3 个、串飞

脚 1 个。

横屏全身拍摄，女生统一着体操

服，男生着短袖上衣和短裤。根据

语音提示，完成指定动作，总计约

2 分钟。录制画面只允许出现考生

一人，不允许考生离开画面。



女生

横竖叉（竖叉变

横叉）、下腰、

前旁后腿搬腿、

点地翻身 10 个、

倒踢紫金冠 2 个、

串翻身 4 个。

跳转翻综合

技术技巧
/

每人在不重复前

面展示过的单一

技巧的基础上呈

现个人跳转翻或

复合技巧一到两

项。

横屏全身拍摄，女生统一着体操

服，男生着短袖上衣和短裤；录制

画面只允许出现考生一人，不允许

考生离开画面，限时 2 分钟，舞蹈

表演结束后，点击停止录制按钮完

成录制，超过 2 分钟系统将自动停

止录制。



舞蹈学 基本功展示

男生

横竖叉（竖叉变

横叉）、下腰、

前旁腿搬腿、双

飞燕 3 个、串飞

脚 1 个。

横屏全身拍摄，女生统一着体操

服，男生着短袖上衣和短裤。根据

语音提示，完成指定动作，总计约

2 分钟。录制画面只允许出现考生

一人，不允许考生离开画面。
女生

横竖叉（竖叉变

横叉）、下腰、

前旁后腿搬腿、

点地翻身 10 个、

倒踢紫金冠 2 个、

串翻身 4 个。



舞蹈剧目表

演
/

自选舞蹈剧目片

段或组合

横屏全身拍摄，考生自备音乐伴

奏、道具，不允许穿演出服装，录

制画面只允许出现考生一人，不允

许考生离开画面，限时 2 分钟以内，

考生只报剧目名称，与考试无关的

信息不可出现，舞蹈表演结束后，

点击停止录制按钮完成录制，超过

2 分钟系统将自动停止录制。

舞蹈编导 基本功展示 男生

横竖叉（竖叉变

横叉）、下腰、

前旁腿搬腿、双

飞燕 3 个、串飞

脚 1 个。

横屏全身拍摄，女生统一着体操

服，男生着短袖上衣和短裤。根据

语音提示，完成指定动作，总计约

2 分钟。录制画面只允许出现考生

一人，不允许考生离开画面。



女生

横竖叉（竖叉变

横叉）、下腰、

前旁后腿搬腿、

点地翻身 10 个、

倒踢紫金冠 2 个、

串翻身 4 个。

跳转翻综合

技术技巧
/

每人在不重复前

面展示过的单一

技巧的基础上呈

现个人跳转翻或

复合技巧一到两

项。

横屏全身拍摄，女生统一着体操

服，男生着短袖上衣和短裤；录制

画面只允许出现考生一人，不允许

考生离开画面，限时 2 分钟，舞蹈

表演结束后，点击停止录制按钮完

成录制，超过 2 分钟系统将自动停

止录制。



表演（戏曲表演）

戏曲唱念

/

戏曲唱念

竖屏全身拍摄，考生素颜，不允许

化妆，不准使用任何伴奏或音响效

果。录制画面只允许出现考生一

人，不允许考生离开画面，唱念结

束后，点击停止录制按钮完成录

制，超过 3 分钟系统将自动停止录

制。

形体基本功

1、基功

2、身训

3、把子（空打）

或者武功

横屏全身拍摄，考生素颜，不允许

化妆。录制画面只允许出现考生一

人，不允许考生离开画面，根据语

音提示，完成 3 个指定项目，总计

约 3 分钟。

音乐表演（戏曲音乐伴 演奏 / 戏曲音乐片段或 背谱独奏，所有乐器均不得带任何



奏） 民族器乐曲一首 形式伴奏，包括板鼓、铙钹、大锣、

小锣。根据乐器选择竖屏或者横屏

拍摄。演奏打击乐器的考生，请先

口头背诵自选锣鼓经，然后开始演

奏，录制画面只允许出现考生一

人。考生人脸、手指和乐器不能离

开画面，限时 5 分钟，演奏结束后，

点击停止录制按钮完成录制，超过

5 分钟系统将自动停止录制。

文场：京胡、京二胡、

月琴、三弦、坠琴、

二胡、笛子；

武场：板鼓、铙钹、

大锣、小锣。

影视摄影与制作
分镜头设计

阐述

命题分镜头设计

阐述

竖屏正面上半身拍摄，根据系统随

机显示的题目准备 2 分钟，准备期

间不允许朗读题目，不允许书写题

目及提纲，不允许与他人交流或查

考生只能使用手机前

置摄像头进行考试。



阅资料。阐述时间不超过 3 分钟，

录制画面只允许出现考生一人，准

备及阐述期间不允许考生离开画

面，阐述结束后，点击停止录制按

钮完成录制，超过 3 分钟系统将自

动停止录制。

自我介绍

自我介绍

（不得出现考生

姓名、考号等个

人信息）

竖屏正面全身拍摄，限时 2 分钟，

录制画面只允许出现考生一人，不

允许考生离开画面，自我介绍结束

后，点击停止录制按钮完成录制，

超过 2 分钟系统将自动停止录制。

书法学 楷书创作
命题“古诗文”

创作

横屏拍摄，系统会在屏幕上随机显

示考试题目，根据语音提示开始创

考生只能使用手机前

置摄像头进行录制，



作，录制画面只允许出现考生一

人，创作期间请保证考生、作品、

草稿纸一直在画面内，不允许与他

人交流或查阅资料等。

考试流程：

1、请考生根据图示在 1 分钟内做

好考试准备。

2、根据语音提示进行人脸认证。

3、考生根据屏幕所示题目开始考

试，需在 45 分钟内完成创作。

4、45 分钟后，系统将自动停止录

制，如考生提前完成创作，也可手

动点击“完成录制”。

对作品拍照时建议使

用后置摄像头。

具体要求：

1、用楷书书体（含魏

碑）书写，风格流派

不限；

2、试卷尺幅为四尺对

开斗方（限 1 张），

草稿纸 66*33（限 1

张）；

3、不写标点符号，文

字使用规范，不可繁

简混用；



5、根据语音提示，考生须在 30 秒

内将作品正面全景展示在镜头前。

6、展示完成后在规定时间内点击

“+”，对作品进行拍照，保证整

幅作品全部在镜头内（如第一次拍

照失误，可进行第二次拍照），拍

照时应保持作品不变形且画面内

除作品外不得出现任何可能泄露

考生相关身份的信息。点击“提交

作品”，结束考试流程。

4、落款为行书“某某

某诗庚子春书”（某

某某为题目中诗作

者）。作品中不得出

现考生姓名、考号等

相关信息，不盖印，

不准做任何标记。

5、请考生于 4 月 30

日前将试卷寄送至学

校（邮寄地址：济南

市文化东路 91 号山东

艺术学院招生办公

室，联系电话：



0531-86423300），

请在邮寄单“备注”

栏内注明考生姓名、8

位校考准考证号(请点

击 APP 中“报考详情”

查看)。

（四）线上考试成绩公布及查询

表演、书法学专业考生的线上考试成绩即为考生最终的专业成绩；其它专业线上考试合格考生进入线下考试，线上考试成绩不计入总分，线下考试

成绩为最终的专业成绩。复试名单、最终成绩公布时间及查询办法通过山东艺术学院本专科招生网站（http://zsbgs.sdca.edu.cn）及山东艺术学院微信

公众号（sdca1958）发布。届时考生如对本人成绩有异议，可根据要求向我校招生办公室提出书面申请。我校招生办公室将对提出异议的考生成绩进行

复核，并将复核结果回复考生。

三、线下考试安排

http://zsbgs.sdca.edu.cn/


学校将根据上级有关部门的统一安排部署，专门制定线下考试疫情防控工作方案，充分做好考试期间的疫情防控工作，保障考生和相关工作人员的

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线下考试原则上将于高考结束后在我校组织，具体时间及地点安排另行公布，考试科目详见下表：

专业名称 线下考试科目

作曲与作曲技术理论

1.基本乐科（含乐理、练耳）

2.歌曲写作（为指定歌词谱曲）

3.基础和声

4.器乐曲写作（将指定的音乐主题发展成小型器乐曲）

5.钢琴演奏（练习曲、乐曲各一首，亦可加试其他乐器）

音乐学

1.基本乐科（含乐理、练耳）

2.音乐学常识

3.音乐评论（围绕题目写一篇音乐评论短文）

4.乐器演奏（乐曲一首）或演唱（2－3 首民歌或戏曲、曲艺片段）



音乐表演（演唱） 演唱(自选歌曲二首，曲目与初试不得重复)

音乐表演（管弦乐器演奏）

乐器演奏(自选乐曲一至二首)

打击乐须测试：（1）小军鼓、马林巴乐曲各一首（可加试定音鼓或爵士鼓）；（2）钢琴

演奏（奏鸣曲或乐曲一首）。

音乐表演（中国乐器演奏）

乐器演奏(自选乐曲二首,其中可以重复一首初试曲目)

打击乐须测试：小军鼓（练习曲或乐曲一首）、排鼓（乐曲一首），不得与初试曲目重复，

另加试其他乐器或音高乐器。

音乐表演（钢琴演奏） 1.钢琴演奏：乐曲一首(不得与初试曲目重复)2.视奏。

播音与主持艺术 1.自备文学作品朗诵 2.即兴口语表达

戏剧影视导演 1.命题小品 2.命题编讲故事

音乐学（师范类）
1.演唱歌曲一首 2.钢琴或手风琴演奏乐曲一首

注：复试演唱、演奏曲目需不同于初试，有舞蹈专长或第二乐器可加试。



音乐表演（音乐剧）
1.演唱歌曲一首（曲目不同于初试）2.命题小品或即兴表演 3.舞蹈表演（自选舞蹈片段 2 分

钟）

音乐表演（现代音乐）

现代音乐演唱：

演唱自选歌曲二首（曲目不得与初试重复）

现代音乐演奏：

乐器演奏（自选乐曲一首，曲目不得与初试重复）

舞蹈表演 1.基本功测试 2.舞蹈剧目表演(自选舞蹈剧目片段，限时 2 分钟以内)

舞蹈学 舞蹈评论（观看舞蹈作品，写出评论文章）

舞蹈编导 1.专业基础条件测试 2.自编或自选剧目表演 3.音乐编舞

表演（戏曲表演） 自选剧目片段（10－15 分钟）

音乐表演（戏曲音乐伴奏） 戏曲音乐片段或民族器乐曲一首（演奏曲目不得与初试重复）

影视摄影与制作 笔试：视听常识与分析设计



四、其他几项说明

1、考生须保证作品的真实性，视频录制须同期不间断、不得转切、不得编辑美化。线上正式考试前，每一名考生均须签订考试诚信承诺书，未签订

者取消考试资格；正式视频录制中，考生要严格按照拍摄要求进行视频录制，不得离开拍摄画面，不得出现任何显示考生信息的提示性文字、图案、声

音、背景、着装等，更不得出现考生姓名、考号等个人信息，否则将被视为违规，并取消考试资格，考生录制视频环境等其它客观因素不影响专业成绩

评定。考试各环节出现违规作弊行为的，视情节轻重，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九)》以及《国家教育考试违规处理办法》（教育部令第 33 号）

等确定的程序和规定进行处理。

2、新生入校后必须接受学校组织的材料复核和专业复测。对于复测不合格、入学前后两次测试成绩差异明显的考生，将组织专门调查。经查实属提

供虚假作品材料、替考等违规行为的，取消该生录取资格，并通报考生所在地省级招生考试机构倒查追责。对涉嫌犯罪的，学校将及时报案，并配合司

法机关处理。

3、农村和贫困地区不具备智能手机和无线网络条件的考生，可以向我校提出申请，由我校协调解决。确有困难的考生须于 4 月 23 日前将考生姓名、

身份证号、报考专业、联系电话、居住地及申请理由等信息发送至邮箱 syzsxf@126.com。

4、对于不再组织校考的各专业，我校将全额退还已报考考生的报名费。

5、学校将根据本方案对招生简章进行修订，其他未尽事宜，请参照修订后的招生简章。

mailto:syzsxf@126.com


6、上级政策如有调整，将结合我校实际情况参照上级相关规定执行。

7、请广大考生切实做好自身防护，合理安排时间，安心备考。疫情防控期间，我校官方网站（www.sdca.edu.cn）、我校本专科招生信息网站

（http://zsbgs.sdca.edu.cn）、山东艺术学院官方微信公众号（sdca1958）将及时发布相关最新信息，考生如需咨询，可致电：0531-86423303，

0531-86423300(8:30-17:30)，线上考试技术问题可咨询平台客服 QQ：800180626。

http://www.sdca.edu.cn/
http://zsbgs.sdca.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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