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广州大学 2023 年本科艺术类专业招生简章 

 

根据教育部《关于做好 2023年普通高等学校部分特殊类型招生工作的通知》

（教学厅[2022]8号）精神，结合我校实际情况，制定本简章。 

一、学校及招生专业介绍 

广州大学是广东省高水平大学建设计划重点建设高校、广州市高水平大学建

设高校。学校于 2000年合并组建，有着 90多年的办学传统。学校以“德才兼备、

家国情怀、视野开阔、爱体育、懂艺术、能力发展性强”为人才培养目标，努力

建设与国家和粤港澳大湾区发展深度融合、广州城市地位相得益彰的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一流创新型大学。 

学校整体办学水平和国内外影响力快速提升，2022软科中国大学排名，位列

主榜第 91 名，连续三年进入软科最好大学排名中国内地高校百强行列；居

U.S.News2023世界大学排名第 551位、中国内地高校第 56位；居 2023年泰晤士

高等教育世界大学排名全球高校第 601-800位。 

广州大学播音与主持艺术专业是国家级一流本科专业建设点，2021年获评软

科 A等级专业；该专业定位于服务于粤港澳大湾区和“一带一路”发展需求，培

养德艺并举、具有国际视野、熟悉粤港澳区域文化、适应媒体深度融合和行业创

新发展，能够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的播音主持与口语传播人才。该专业

历年累计为国家级媒体、省市级媒体、政府部门、企事业单位、网络传媒公司等

输送优秀毕业生 1400 余名，七成以上毕业生进入粤港澳大湾区媒体及传媒相关

行业就业。 

广州大学广播电视编导专业是国家级一流本科专业建设点。该专业注重学生



对传媒前沿的研究能力和传媒产品的创新创意能力相结合；促进学生对传媒发展

趋势的分析理解，同时培养扎实的技术能力和优秀的艺术素养，迎合传媒行业特

别是视听新媒体的发展需要。 

广州大学音乐学专业是国家级一流本科专业建设点。音乐学（声乐、器乐）

专业本专业主要培养具有坚定的政治信念、开阔的国际视野、深厚的跨文化意识、

良好的音乐专业素养、人文科学素养、信息素养，同时具有教育情怀和多元音乐

能力、较强演奏（演唱）技能和研究能力，同时也具有社会责任感、多层知识结

构、多元文化素养以及终身学习意识和能力，能够在专业艺术团体、文化与传媒

机构、社区及各类事业单位从事音乐表演、教学以及宣传等工作的高素质复合应

用型人才。音乐学（师范）专业主要致力于培养具有良好的音乐专业素养和多元

音乐能力，同时具有一定的岭南音乐文化教学与研究能力的“一专多能应用型音

乐教育人才”。 

广州大学舞蹈编导专业培养具有舞蹈编创与导演方面的知识和能力，掌握舞

蹈编导方面专业知识、实践经验与研究能力，具备良好的人文素养、社会责任感

和道德修养的舞蹈复合型、创新型编导人才。 

广州大学美术学（师范）专业是国家级一流本科专业建设点。该专业体现本

专业的学科特点和师范属性，凸显指向未来的师范生综合素养与实践技能，同时

又具备优秀的绘画或新教育信息技术实践能力。培养以美育、美术疗育、岭南文

化艺术与科技交叉融合，以及强化艺术不同媒介的中国表现为专业特色的新师范

卓越美术教师与艺术创研高素质复合型人才。 

广州大学设计学类专业实行大类招生，一年级设计学类大平台教学，二至四

年级，分产品设计、环境设计、数字媒体艺术三个专业。产品设计专业为省级一



流本科专业建设点。该专业培养以消费市场和用户需求为设计目标，具备创造性

地发现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设计能力和服务于粤港澳大湾区工业制造企

业及面向未来的创新型产品设计人才。环境设计专业围绕“数字科技—地域文化

—人居环境—设计创新”四要素，培养跨领域融合应用的环境设计创新的人才，

立足湾区、面向应用、服务社会，落实立德树人与为人民设计的根本任务，培养

具有社会责任、德行情怀、实践能力、国际视野、创新能力、科研精神和设计管

理技能的创新型环境设计人才。数字媒体艺术是一个跨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人

文科学的综合性学科，集中体现了“科学、艺术和人文”的理念。该专业立足粤

港澳大湾区，融合世界领先的互联网信息科技，以推动动漫、游戏、网络文化、

数字文化装备、数字艺术展示等数字创意产业发展为己任，培养面向未来的卓越

数字内容创新设计人才。 

二、招生专业、计划及收费标准 

（一）分省招生专业及省统考子科类对照 

省市 

名称 

省统考 

科类名称 

省统考 

子科类名称 

专业 

代码 

专业 

名称 

招考 

方向 

河北 舞蹈学类 舞蹈 130206 舞蹈编导  

吉林 舞蹈学类 舞蹈学类 130206 舞蹈编导  

上海 戏剧与影视学类 编导类 130305 广播电视编导  

安徽 戏剧与影视学类 
模块二(广播电视编

导、艺术史论等) 
130305 广播电视编导  

江西 
播音与主持艺术专

业 
播音与主持艺术 130309 播音与主持艺术 普通话 

江西 戏剧与影视学类 
戏剧影视文学（广播

电视编导） 
130305 广播电视编导  

江西 舞蹈学类 舞蹈学类 130206 舞蹈编导  

江西 音乐学类 音乐学类(声乐) 130202 音乐学 声乐 

江西 音乐学类 音乐学类(器乐) 130202 音乐学 器乐 

江西 美术学和设计学类 美术与设计学类 1305 设计学类  

山东 舞蹈学类 舞蹈类（艺术舞蹈） 130206 舞蹈编导  

山东 音乐学类 音乐类 130202 音乐学 声乐 

山东 音乐学类 音乐类 130202 音乐学 器乐 



湖北 美术学和设计学类 设计学类（本科） 1305 设计学类  

湖南 
播音与主持艺术专

业 
播音与主持艺术类 130309 播音与主持艺术 普通话 

湖南 戏剧与影视学类 编导类 130305 广播电视编导  

湖南 舞蹈学类 舞蹈类 130206 舞蹈编导  

湖南 音乐学类 音乐类 130202 音乐学 声乐 

湖南 音乐学类 音乐类 130202 音乐学 器乐 

湖南 美术学和设计学类 美术类 1305 设计学类  

广东 
播音与主持艺术专

业 
播主 130309 播音与主持艺术 普通话 

广东 
播音与主持艺术专

业 
播主（粤语） 130309 播音与主持艺术 粤语 

广东 戏剧与影视学类 编导 130305 广播电视编导  

广东 舞蹈学类 舞蹈 130206 舞蹈编导  

广东 音乐学类 音乐表演—声乐 130202 音乐学 声乐 

广东 音乐学类 音乐表演—器乐 130202 音乐学 器乐 

广东 音乐学类 音乐学 130202 音乐学 师范 

广东 美术学和设计学类 美术 130401 美术学 师范 

广东 美术学和设计学类 美术 1305 设计学类  

广西 戏剧与影视学类 广播影视编导类 130305 广播电视编导  

广西 美术学和设计学类 美术类 1305 设计学类  

海南 舞蹈学类 舞蹈类 130206 舞蹈编导  

海南 音乐学类 声乐类 130202 音乐学 声乐 

海南 音乐学类 器乐类 130202 音乐学 器乐 

重庆 
播音与主持艺术专

业 
播音与主持艺术 130309 播音与主持艺术 普通话 

甘肃 戏剧与影视学类 广播电视编导 130305 广播电视编导  

甘肃 美术学和设计学类 美术类 1305 设计学类  

港澳台

（联招

计划） 

播音与主持艺术专

业（校考） 
—— 130309 播音与主持艺术 普通话 

港澳台

（联招

计划） 

播音与主持艺术专

业（校考） 
—— 130309 播音与主持艺术 粤语 

注： 

1.具体计划以各省级招生考试机构实际公布为准。 

2.音乐学（师范、声乐、器乐）专业招生，可招收的乐器种类为：钢琴、二

胡、竹笛、琵琶、小提琴、单簧管、萨克斯、长笛。 

 



（二）收费标准 

学校收费标准按《关于调整公办普通高校学费的通知》（粤发改价格〔2016〕

367 号）和《广东省发展改革委 广东省教育厅 广东省财政厅关于印发〈广东省

普通高等学校学分制收费管理办法（2021 年修订）〉的通知》（粤发改规〔2021〕

10号）公布的标准执行。 

艺术类专业学费 10000元/生·学年；住宿费 1000元/生·学年。 

三、报考要求 

（一）内地考生 

1.艺术类考生需符合 2023 年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工作规定的报名条件，并已

参加省级招生考试机构组织的高考报名和艺术类术科统考报名。对于艺术类不分

文科和理科的省份，投放的招生计划不分文理；对于分艺术（文）、艺术（理）的

省份，我校仅招收艺术（文）考生。实行“3+1+2”新高考模式的省份，对于不分

首选科目投放招生计划的省份，我校不限考生的首选科目，对于首选科目分别投

放招生计划的省份，我校仅招收首选科目为“历史”的考生。 

2.艺术类考生须参加生源省份省级招生考试机构组织的相关专业科类术科

统考考试，且术科统考成绩及高考成绩均达到生源省份相关要求。未取得相关

专业类别的省统考合格证的考生将无法报考广州大学艺术类专业。 

3.考生要求身体健康，符合《普通高等学校招生体检工作指导意见》相关规

定。 

（二）港澳台地区考生 

考生需报名参加“2023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普通高等学校联合招收华侨港澳台

学生入学考试”，并报名参加广州大学 2023年面向港澳台联招考生组织的播音与

主持艺术专业术科校考，且具有一定播音和主持专长。 



（三）播音与主持艺术（含普通话、粤语）专业特殊要求 

1.气质优良、身体健康、五官端正，身体各部分没有明显外在缺陷； 

2.声带状况良好，口腔等各发音器官无缺陷，无色盲、夜盲，屈光不正（近

视眼或远视眼）任何一眼矫正到 4.8，镜片度数小于 500度； 

3.特别提示：建议男性身高≤1.70 米、女性身高≤1.60 米的考生慎重报考。 

（四）因学校公共外语必修课为英语，新生入学后修读的外语仅限英语，请

非英语语种考生慎重报考。 

四、录取原则 

（一）内地考生 

1.依据生源省（自治区、直辖市）艺术类的投档原则，对文化分、术科分均

上省（自治区、直辖市）本科控制线的考生，在生源省（自治区、直辖市）招生

办公室投出的档案中按合成总分从高到低排序，按照“分数优先、遵循志愿”原

则进行专业录取。对生源省（自治区、直辖市）有本专业类别统考而未取得统考

合格证的考生不予录取。 

2. 对于平行志愿投档的省（自治区、直辖市），合成总分计算方式及总分排

序规则按相关（自治区、直辖市）招生办公室所公布的规则执行。 

对于非平行志愿投档的省（自治区、直辖市），按广东省招生办公室所公布的

相关类别合成总分计算方式及总分排序规则执行。 

3. 有关加分或照顾录取政策，按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有关规定执行。高

考文化成绩无单科要求。 

4. 对广东省艺术类考生，计入高考总成绩的 3 门普通高中学业水平选择性

考试科目对应的 3门普通高中学业水平合格性考试科目须合格。具体要求以广东

省当年招生录取工作文件为准。 

（二）港澳台地区考生 

1.考生须取得广州大学播音与主持艺术专业术科校考考试合格证及文化分



达到港澳台联招艺术类本科最低控制线方能报考广州大学。 

2.对港澳台联招考生，播音与主持艺术（普通话、粤语）专业的投档依据港

澳台联招的投档原则进行。按广州大学综合排位分高低择优录取。 

3.播音与主持艺术专业的综合排位分计算方式为文化分占 60%，术科分占 40%，

合成综合排位分。公式如下：综合排位分=文化课成绩×60%+术科校考成绩×2.5

×40%。 

（三）根据教育部规定，艺术类专业录取的学生，入学后不得转入非艺术类

专业。 

五、有关说明 

（一）本简章由广州大学授权广州大学招生办公室解释。本简章若与国家

和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的规定不一致，则以国家和各省（自治区、直辖

市）的规定为准。 

（二）本简章适用于广州大学 2023年本科艺术类专业招生工作，自公布之

日起实施。 

（三）招生咨询及联系方式 

咨询电话：020-39366232 

传    真：020-39366069 

电子邮箱：zhaosb@gzhu.edu.cn 

学校网址：http://www.gzhu.edu.cn 

招生网址：http://zsjy.gzhu.edu.cn 

http://zsjy.gzhu.edu.cn/


微信公众号： 

微信小程序： 

广州大学招生委员会办公室 

2022年 11月 28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