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疆艺术学院关于调整 2020 年普通本科艺术类专业

招生考试方案的公告（新疆）

为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精神，坚持把考生和考试

工作人员的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放在第一位，按照教育部 2020 年高校艺术类专业招生考试

工作视频会议“防止校考引发大规模人员流动、聚集，尽量减少校考专业范围，高考前不组

织现场考试”等要求，本着注重科学、严守公平、切实可行、保证安全的原则，经学校研究

决定，现对 2020 年普通本科艺术类专业招生考试方案作出如下调整：

一、报考说明

报考考生应持有自治区教育考试院颁发的 2020 年普通高考艺术类测试准考证（艺考

证），报考我校美术学类、设计学类、音乐类（木卡姆演唱方向除外）专业的考生还需取得

相应专业省级统考本科合格。

二、考试方案

1.疆内我校美术学类、设计学类专业使用自治区美术统考成绩作为专业成绩，不再组

织现场考核；

2.广播电视编导、戏剧影视文学、艺术管理三个专业按高考文化课成绩录取，不再组

织现场考核，考生应持有自治区教育考试院颁发的 2020 年普通高考艺术类测试准考证（艺

考证）；



3.其他专业（舞蹈学、舞蹈表演、舞蹈编导、音乐学、音乐表演、作曲与作曲技术理

论、播音与主持艺术、表演），采用非现场考核方式组织校考。各专业详细考试内容、视频

录制要求、录取办法另行公布。

三、退费

对新疆（乌鲁木齐、喀什、伊犁）考点所有专业已报考考生作退费处理，预计于 4

月 10 日开始，将报名费退回考生原支付宝账户。

四、组织非现场考核

（一）报名

1.对疆内舞蹈学、舞蹈表演、舞蹈编导、音乐学、音乐表演、作曲与作曲技术理论、

播音与主持艺术、表演专业考生，使用非现场考核方式考试。考生可在“艺术升”网上报名

平台重新报名，报名平台开通时间为 4 月 15-18 日，逾期不予补报，不组织现场报名及缴

费。

2.考生只能选择一个专业（含方向）报考，不允许兼报。考生报考时需参照我校疆内

各专业招生计划类别表。（详见附件 1）

（二）考核

1.考试时间：疆内考生于 4 月 21 日-25 日按要求用可录像的智能手机登录“艺术升”

APP 完成非现场考试，即考生成功上传本人录制实时考试视频。



4 月 26 日-27 日，已完成报名缴费但未能在考试时间内成功上传考试视频的考生，

上传实时考试视频。

2.考核方式：舞蹈类（舞蹈学、舞蹈表演、舞蹈编导）、播音与主持艺术、表演专业

使用录制实时考试视频的方式考核；音乐类（音乐学、音乐表演、作曲与作曲技术理论），

使用“自治区音乐类统考乐理单科成绩+非现场考核成绩”作为专业成绩，非现场考核使用

录制实时考试视频的方式。

3.考核内容及要求：详见我校招生就业处官网后续公告。

五、成绩公布

考生于 2020 年 5 月 20 日后,登录我校本科招生网查询专业考试成绩，并按系统提示，

自行打印合格证，我校不再单独寄发。

六、考试违纪处理

我校将采用人脸识别等技术手段，在报名、考试、提交作品等各环节加强考生身份审

核，并要求考生对完成作品的独立性、真实性做出承诺。对在考试过程中违规的考生，按照

《国家教育考试违规处理办法》《普通高等学校招生违规行为处理暂行办法》等规定严肃处

理。对有弄虚作假等作弊行为的考生，将取消相关考试的报名和录取资格，同时通报省级招

生考试机构取消该生当年高考报名和录取资格。

七、新生入学专业复测



新生入学后需进行专业复核测试。对复核不合格或入学前后两次测试成绩差异显著的

考生，进行专门调查。经查实属提供虚假作品材料、替考、冒名顶替入学等违规行为的，取

消该生录取资格，并通报考生所在地省级招生考试机构。对涉嫌犯罪的，将配合司法机关依

法处理。

新疆艺术学院关于调整 2020 年普通本科艺术类专业

招生考试方案的公告（外省）

为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精神，坚持把考生和考试工

作人员的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放在第一位，按照教育部 2020 年高校艺术类专业招生考试工

作视频会议“防止校考引发大规模人员流动、聚集，尽量减少校考专业范围，高考前不组织

现场考试”等要求，本着注重科学、严守公平、切实可行、保证安全的原则，经学校研究决

定，现对 2020 年普通本科艺术类专业招生考试方案作出如下调整：

一、报考说明

报考考生应持有所在省份教育考试院（或省级招办）颁发的 2020 年普通高考艺术类测

试准考证（艺考证），生源省份艺术类专业统考（联考）涉及专业，考生还需取得相应专业

省级统考（联考）合格证。

二、考试方案

1.我校在西安、郑州、成都考点参加考试的考生涉及 23 个省份（北京市、天津市、山

西省、辽宁省、吉林省、内蒙古自治区、黑龙江省、上海市、浙江省、福建省、江西省、西

藏自治区、湖北省、海南省、四川省、贵州省、云南省、广西壮族自治区、重庆市、陕西省、

青海省、河南省、宁夏回族自治区），对涉及省份各专业均使用校考成绩，且招生计划仍采

用全国不分省计划，相关工作按《新疆艺术学院 2020 年普通本科、高职（专科）招生简章》

执行。

2.我校原设考点，但未开考的山东、湖南、江苏、河北、广东、安徽、甘肃（含宁夏未



取得我校校考合格考生），美术学类、设计学类专业使用省级统考（联考）成绩作为专业成

绩，不再组织现场考核；其他专业原则上在有同类或同专业省级统考（联考）的省份进行招

生，其中广播电视编导、戏剧影视文学、艺术管理专业按高考文化课成绩录取，舞蹈学、舞

蹈表演、舞蹈编导、音乐学、音乐表演、播音与主持艺术、表演专业使用统考（联考）成绩

作为专业成绩，不再组织现场考核。设点未开考省份招生专业一览表详见附件 1，各专业录

取办法另行公布。

三、退费

1.对山东、江苏、湖南考点所有专业已报考考生作退费处理，具体退费流程及时间按各

省教育考试院规定执行。

2.对使用我校报名系统的广东、甘肃考点所有专业已报考考生作退费处理，预计于 4 月

10 日开始，将报名费退回考生原支付宝账户。

四、成绩公布

在西安、郑州、成都三个考点参加我校校考的考生，于 2020 年 4 月 30 日后,登录我校

本科招生网查询专业考试成绩，并按系统提示，自行打印合格证，我校不再单独寄发。

五、考试违纪处理

对在考试过程中违规的考生，按照《国家教育考试违规处理办法》、《普通高等学校招

生违规行为处理暂行办法》等规定严肃处理。对有弄虚作假等作弊行为的考生，将取消相关

考试的报名和录取资格，同时通报省级招生考试机构取消该生当年高考报名和录取资格。

六、新生入学专业复测

新生入学后需进行专业复核测试。对复核不合格或入学前后两次测试成绩差异显著的考

生，进行专门调查。经查实属提供虚假作品材料、替考、冒名顶替入学等违规行为的，取消

该生录取资格，并通报考生所在地省级招生考试机构。对涉嫌犯罪的，将配合司法机关依法

处理。

请广大考生和家长密切关注我校招生就业处网站及微信公众平台通知。如有疑问,可通

过拨打咨询电话、发送电子邮件等方式进行咨询，我们将及时为您解答。

监督举报电话：0991-2554921

招生咨询电话：0991-2554104

咨询邮箱：xjart_zb@163.com



学校网址：http://www.xjart.edu.cn/

招生就业处网址：http://zsjy.xjart.edu.cn/

招办微信公众号：“新艺招生就业处”

未纳入本调整方案的事项仍以《新疆艺术学院 2020 年普通本科、高职（专科）招生简

章》为准。

附件 1：

各省招生专业一览表

招生

省份
组考方式

计划

类型
招生专业名称

山东
省级统考

（联考）

分省计

划

播音与主持艺术、表演、戏剧影视文学、广播电视编导、艺术管理、音乐学、音乐表

演、舞蹈学、舞蹈表演、舞蹈编导、美术学类、设计学类

湖南 省级统考
分省计

划

播音与主持艺术、表演、戏剧影视文学、广播电视编导、艺术管理、音乐学、音乐表

演、舞蹈学、舞蹈表演、舞蹈编导、美术学类、设计学类

河北
省级统考

（联考）

分省计

划

播音与主持艺术、戏剧影视文学、广播电视编导、艺术管理、音乐学、音乐表演、舞

蹈学、舞蹈表演、舞蹈编导、美术学类、设计学类

江苏 省级统考
分省计

划
戏剧影视文学、广播电视编导、音乐学、音乐表演、美术学类、设计学类

广东 省级统考
分省计

划

广播电视编导、音乐学、音乐表演、舞蹈学、舞蹈表演、舞蹈编导、美术学类、设计

学类

安徽 省级统考
分省计

划

播音与主持艺术、表演、戏剧影视文学、广播电视编导、艺术管理、音乐学、音乐表

演、舞蹈学、舞蹈表演、舞蹈编导、美术学类、设计学类

甘肃 省级统考
分省计

划

播音与主持艺术、戏剧影视文学、广播电视编导、艺术管理、音乐学、音乐表演、舞

蹈学、舞蹈表演、舞蹈编导、美术学类、设计学类

宁夏 省级统考
分省计

划

戏剧影视文学、广播电视编导、艺术管理、音乐学、音乐表演、舞蹈学、舞蹈表演、

舞蹈编导、美术学类、设计学类

http://www.xjart.edu.cn/


新疆艺术学院招生就业处

2020 年 4 月 9 日



请广大考生和家长密切关注我校招生就业处网站及微信公众平台通知。如有疑问,可

通过拨打咨询电话、发送电子邮件等方式进行咨询，我们将及时为您解答。

监督举报电话：0991-2554921

招生咨询电话：0991-2554104

咨询邮箱：xjart_zb@163.com

学校网址：http://www.xjart.edu.cn/

招生就业处网址：http://zsjy.xjart.edu.cn/

招办微信公众号：“新艺招生就业处”

mailto:xjart_zb@163.com
http://www.xjart.edu.cn/


未纳入本调整方案的事项仍以《新疆艺术学院 2020 年普通本科、高职（专科）招生

简章》为准。



新疆艺术学院招生就业处

2020 年 4 月 9 日





附件 1：

疆内各专业招生计划类别表

序号 招生专业名称 招生计划类别

1 美术学（美术史论） 普通类、单列类

2 美术学（美术教育） 普通类、民语言类、单列类、双语类

3 绘画 普通类、民语言类、单列类、双语类

4 雕塑 普通类、民语言类、单列类、双语类

5 摄影 普通类、单列类

6 戏剧影视美术设计（舞台美术设计） 普通类、单列类、双语类

7 视觉传达设计 普通类、民语言类、单列类、双语类

8 服装与服饰设计 普通类、民语言类、单列类、双语类

9 环境设计 普通类、单列类、双语类

10 动画 普通类、单列类、双语类

11 广播电视编导 普通类、单列类、双语类

12 戏剧影视文学 普通类、单列类、双语类

13 艺术管理 普通类、单列类

14 舞蹈学 普通类、民语言类、单列类、双语类



15 舞蹈表演 普通类、民语言类、单列类、双语类

16 舞蹈编导 普通类、单列类、双语类

17 音乐学 普通类、民语言类、单列类、双语类

18 音乐表演 普通类、民语言类、单列类、双语类

19 作曲与作曲技术理论 普通类、单列类、双语类

20 播音与主持艺术 普通类、单列类、双语类

21 表演 普通类、单列类、双语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