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重庆市 2023 年艺术类考生报考须知

重庆市普通高校招生艺术类专业考试包括我市专业统

考和高校专业校考。

专业统考由市教育考试院统一组织，委托考点具体实

施，详见各类别专业统考简章。我市专业统考设 5个类别：

美术学与设计学类（简称美术类）、音乐类［音乐学、音乐

表演（声乐）、音乐表演（钢琴）、音乐表演（器乐）］、

编导类、影视类（表演、播音与主持艺术）、舞蹈类，考生

可兼报。

专业校考由招生院校自行组织，报考要求、考试安排等

详见高校招生简章。经教育部批准的部分独立设置本科艺术

院校（含部分艺术类本科专业参照执行的少数高校）和我市

统考未涵盖的专业，由招生院校自行组织专业校考；其他院

校艺术类专业原则上不再单独组织专业校考（我市统考未涵

盖专业除外），直接使用我市专业统考成绩；艺术类高职（专

科）专业，不得组织专业校考，直接使用我市专业统考成绩。

除我市专业统考未涵盖的艺术专业外，凡报考艺术类的

考生均须参加我市专业统考。若招生院校的校考专业在我市

统考范围内，考生须先参加我市统考并合格，方能参加校考。

所有艺术类考生均须按市教育考试院要求和区县招考

机构安排，于 2022 年 10 月 28 日至 11 月 11 日期间完成普通

高考报名和指纹采集，报名时须选择报考的艺术专业类别并

完成网上缴费，方为报名成功。所有艺术类考生均须通过重



庆市教育考试院门户网站或重庆市招考信息网，登录“重庆

市普通高校招生艺术类专业考试信息采集系统”，从 2022

年 11 月 22 日 9:00 起按系统公告要求进行注册、完成有关事

项。

凡需参加专业统考的考生，均须在艺术采集系统自行打

印《重庆市艺术类专业考试准考证》，凭身份证和专业准考

证参加我市专业统考。仅报考专业校考的考生，须于 2022

年 12 月 20 日至 2023 年 1 月 31 日期间，在艺术采集系统自

行打印《重庆市艺术类专业考试报考证》。报考专业校考的

考生，应按高校要求凭专业准考证或报考证参加考试。

请考生即时关注我院门户网站首页《重庆市 2023 年普

通高考有关日程安排》，如有疑问可联系报名区县招考机构。

重庆市教育考试院

2022 年 10 月 28 日



重庆市 2023 年艺术专业统考简章
（编导类）

根据教育部及重庆市普通高校艺术类专业招生有关规定，我市编导类专业统

考实行统一命题、统一考试、统一评卷。凡报考普通高校广播电视编导、戏剧影

视文学、戏剧影视导演等专业的考生，均须参加我市统一组织的编导类专业统考。

一、招生院校及专业

2023 年各在渝招生院校、招生专业、招生计划、收费标准、办学性质及其

他要求详见重庆市 2023 年招生计划汇编。

二、报名对象和流程

符合重庆市 2023 年普通高校招生考试报名条件的考生均可报考。考生须按

要求于 2022 年 10 月 28 日至 11 月 11 日进行高考报名和指纹采集，报名时选择

报考编导类并网上交纳报考费，交费成功方为报名成功。报名成功的考生还须通

过重庆市教育考试院门户网站或重庆招考信息网（以下简称“指定网站”），登

录重庆市普通高校招生艺术类专业考试信息采集系统（以下简称“艺术采集系

统”），从 2022 年 11 月 22 日 9：00 起按系统公告要求进行注册、完成有关事项，

首次登录须确认高考报名信息，其专业考试报考信息由市教育考试院直接导入艺

术采集系统，无需再次进行采集。

三、考试安排

（一）考试地点：重庆邮电大学（重庆市南岸区南山街道崇文路 2号重庆邮

电大学第三教学楼、第四教学楼），具体考场及座位信息等详见专业准考证。

（二）准考证打印

编导类考生专业统考准考证统一随机编排。考生须于考试前 3 天当日 10：

00 起，登录艺术采集系统，按提示接受考前教育、通过“考风考纪答题测试”、

签署《重庆市艺术类专业考试诚信承诺书》并自行打印专业准考证，凭本人身份

证和专业准考证在规定时间参加考试。

（三）考试科目及时间

考试时间 考试科目 考试形式 分值 总分

2022 年 12 月 3日

9：00—11：30

艺术常识

笔试

100 分

300 分
故事写作 100 分

2022 年 12 月 3日

14：00—16：30
影视作品分析 100 分

各科目考核目标、内容及要求详见《重庆市 2023 年普通高等学校招生艺术类专业统一考

试考试说明》，可登录 https://www.cqksy.cn 查阅。



四、成绩查询及复核

考生可在规定时间（预计 2023 年 1 月上旬，具体时间另行公布）登录指定

网站自行查询本人专业统考成绩并打印成绩单，也可凭专业准考证和身份证到

区县（自治县）招考机构申请打印成绩通知单并加盖公章。若考生对查询到的

成绩有疑义，可在规定时间登录成绩查询网站申请成绩复核、查看复核结果。

五、考生应试须知

1.考生须凭本人身份证和专业准考证按时参加考试。

2.考生须按规定时间完成报名和缴费等，考试现场不再接受补报。

3.考试开始 15 分钟后，考生不得再进入考场考试，迟到误考责任自负。

4.严禁考生将任何通讯工具及电子产品（手机、MP3、MP4、录音机、相机

等）带入考场，携带手机等通讯工具进入考场将认定为考试作弊。凡在专业考试

中被认定为作弊的考生，其所报名参加艺术类专业考试以及文化考试的各阶段、

各科成绩无效，同时取消该生当年高考报名和录取资格，并视情节给予其他处理。

5.建议考生考前保持在渝学习生活 14 天以上，做好自我健康监测和参考准

备，以免影响正常参考。专业统考应试防疫要求届时根据疫情防控规定另行发布

（预计 11 月中下旬），请留意市教育考试院指定网站。

六、考试咨询及监督

重庆市编导类专业统考考务办公室设在重庆邮电大学招生办公室。

联系电话：重庆邮电大学招生办公室（62468661，62468662）

重庆邮电大学传媒艺术学院（62461192）

监督电话：67860458



重庆市 2023 年艺术专业统考简章
（美术学与设计学类）

根据教育部及重庆市普通高校艺术类专业招生有关规定，我市美术学与设计

学类（简称美术类）专业统考实行统一命题、统一考试，统一评卷。凡报考普通

高校美术学与设计学类专业的考生，均须参加我市统一组织的美术类专业统考。

一、招生院校及专业

2023 年各在渝招生院校、招生专业、招生计划、收费标准、办学性质及其

他要求详见重庆市 2023 年招生计划汇编。

二、报名对象和流程

符合重庆市 2023 年普通高校招生考试报名条件的考生均可报考。考生须按

要求于 2022 年 10 月 28 日至 11 月 11 日完成普通高考报名和指纹采集，报名时

选择报考美术类并网上交纳报考费，交费成功方为报名成功。报名成功的考生还

须通过重庆市教育考试院门户网站或重庆招考信息网（以下简称“指定网站”），

登录重庆市普通高校招生艺术类专业考试信息采集系统（以下简称“艺术采集系

统”），从 2022 年 11 月 22 日 9：00 起按系统公告要求进行注册、完成有关事项，

首次登录须确认高考报名信息；从 2022 年 11 月 23 日 10：00 起至 2022 年 11

月 24 日 18：00 期间选择考点，若某一考点容纳人数满额，则只能选择未满额的

其他考点。

三、考试安排

（一）考试地点：具体考点、考场及座位等信息详见专业准考证。

（二）准考证打印

美术类考生专业统考准考证统一随机编排。考生须于考试前 3 天当日 10：

00 起，登录艺术采集系统，按提示接受考前教育、通过“考风考纪答题测试”、

签署《重庆市艺术类专业考试诚信承诺书》并自行打印专业准考证，凭本人身份

证和专业准考证在规定时间参加考试。

考点名称 地址 联系电话

四川美术学院 重庆市沙坪坝区大学城南路 56 号 023-65921056

重庆师范大学 重庆市沙坪坝区大学城中路 37 号 023-65911111

重庆电子工程职业学院 重庆市沙坪坝区大学城东路 76 号 023-65928153

重庆城市管理职业学院 重庆市沙坪坝区虎溪大学城南二路 151 号 023-86664090

重庆建筑科技职业学院 重庆市沙坪坝区大学城明德路 3号 023-61736334



（三）考试科目及时间

考试时间 考试科目 考试形式 分值 总分

2022 年 12 月 4 日 08:30-11:30 素描

笔试

100 分

300 分2022 年 12 月 4 日 11:45-12:15 速写 100 分

2022 年 12 月 4 日 14:00-17:00 色彩 100 分

各科目考核目标、内容及要求详见《重庆市 2023 年普通高等学校招生艺术类专

业统一考试考试说明》，可登录 https://www.cqksy.cn 查阅。

四、成绩查询及复核

考生可在规定时间（预计 2023 年 1 月上旬，具体时间另行公布）登录指定

网站自行查询本人专业统考成绩并打印成绩单，也可凭专业准考证和身份证到

区县（自治县）招考机构申请打印成绩通知单并加盖公章。若考生对查询到的

成绩有疑义，可在规定时间登录成绩查询网站申请成绩复核、查看复核结果。

五、考生应试须知

1.考生须凭本人身份证和专业准考证按时参加考试。

2.考生须按规定时间完成报名和缴费等，考试现场不再接受补报。

3.考生可于 2022 年 12 月 3日 12：00 — 18：00 提前熟悉考场。

4.考生须提前于考试前 30 分钟进入考场，按照准考证号对号入座，并核对准

考证号与本人姓名是否相符，将证件放在画板左上角以备检查；考试开始 15 分

钟后，考生不得再进入考场考试，迟到误考责任自负。

5.考生须在试卷指定位置摁盖大拇指手印，不得在试卷上书写姓名、考号或

作记号，违者试卷将作废处理。

6.素描和色彩科目，距考试结束前 30 分钟，考生方可交卷离场；速写科目须

待考试结束，方可交卷离场。

7.考生考试所用的画板或画夹、颜料、画笔等工具一律自带。画板或画夹不

能大于 4开、上面不能有任何图案；画架不得高于 80 公分；试卷上不得使用定

画液。色彩科目考生可自带直流电吹风机（自带电），有条件的考生请尽量自备。

8.严禁考生将任何通讯工具及电子产品（手机、MP3、MP4、录音机、相机

等）带入考场，携带手机等通讯工具进入考场将认定为考试作弊。凡在专业考试

中被认定为作弊的考生，其所报名参加艺术类专业考试以及文化考试的各阶段、

各科成绩无效，同时取消该生当年高考报名和录取资格，并视情节给予其他处理。

9.建议考生考前保持在渝学习生活 14 天以上，做好自我健康监测和参考准

备，以免影响正常参考。专业统考应试防疫要求届时根据疫情防控规定另行发布

（预计 11 月中下旬），请留意市教育考试院指定网站。



六、考试咨询及监督

重庆市美术类专业统考考务办公室设在四川美术学院招生处。

联系电话：65921056

监督电话：67860458



重庆市 2023 年艺术专业统考简章
（音乐类）

根据教育部及重庆市普通高校艺术类专业招生有关规定，我市音乐类专业统

考实行统一命题、统一考试、统一评卷（打分）。凡报考普通高校音乐类专业的

考生，均须参加我市统一组织的音乐类专业统考。

一、招生院校及专业

2023 年各在渝招生院校、招生专业、招生计划、收费标准、办学性质及其

他要求详见重庆市 2023 年招生计划汇编。

二、报名对象和流程

符合重庆市 2023 年普通高校招生考试报名条件的考生均可报考。考生须

按要求于 2022 年 10 月 28 日至 11 月 11 日进行高考报名和指纹采集，报名时

选择报考音乐类并网上交纳报考费，交费成功方为报名成功。报名成功的考生

还须通过重庆市教育考试院门户网站或重庆招考信息网（以下简称“指定网

站”），登录重庆市普通高校招生艺术类专业考试信息采集系统（以下简称“艺

术采集系统”），从 2022 年 11 月 22 日 9：00 起按系统公告要求进行注册、完

成有关事项，首次登录须确认高考报名信息，其专业考试报考信息由市教育考

试院直接导入艺术采集系统，无需再次进行采集。

三、考试安排

（一）考试时间：2022 年 12 月 17 日—24 日。12 月 17 日 9：30—11：00 笔

试练耳、乐理与音乐常识； 12 月 17 日下午—24 日面试声乐、钢琴、器乐、视

唱（分时段进行，面试分组以现场公布为准，考点可能根据实际报考人数作合理

调整）。

（二）考试地点：西南大学（重庆市北碚区天生路 2号）。笔试考场详见

准考证，面试地点设在西南大学音乐学院，具体考场现场随机安排。

（三）准考证打印：音乐类考生专业统考准考证统一随机编排。考生须于考

试前 3天当日 10：00 起，登录艺术采集系统，按提示接受考前教育、通过“考

风考纪答题测试”、签署《重庆市艺术类专业考试诚信承诺书》并自行打印专业

准考证，凭本人身份证和专业准考证在规定时间参加考试。

（四）考试科目及分值：各音乐类专业及方向的考试科目详见下表，各科

目考核目标、内容及要求详见《重庆市 2023 年普通高等学校招生艺术类专业

统一考试考试说明》，可登录 https://www.cqksy.cn 查阅。音乐学专业“声乐和



钢琴”科目中分数较高的一门为主科，另一门为副科。

专业类别及
方向

考试科目 考试形式 分值 总分

音乐学

声乐和钢琴 面试
120 分（主科）
80 分（副科）

300 分视唱 面试 30 分

练耳 笔试 50 分

乐理与音乐常识 笔试 20 分

音乐表演
（声乐）

声乐 面试 200 分

300 分
视唱 面试 30 分

练耳 笔试 50 分

乐理与音乐常识 笔试 20 分

音乐表演
（钢琴）

钢琴 面试 200 分

300 分
视唱 面试 30 分

练耳 笔试 50 分

乐理与音乐常识 笔试 20 分

音乐表演
（器乐）

器乐 面试 200 分

300 分
视唱 面试 30 分

练耳 笔试 50 分

乐理与音乐常识 笔试 20 分

四、成绩查询及复核

考生可在规定时间（预计 2023 年 1 月上旬，具体时间另行公布）登录指定

网站自行查询本人专业统考成绩并打印成绩单，也可凭专业准考证和身份证到

区县（自治县）招考机构申请打印成绩通知单并加盖公章。若考生对查询到的

成绩有疑义，可在规定时间登录成绩查询网站申请成绩复核、查看复核结果。

五、考生应试须知

1.考生须凭本人身份证和专业准考证按时参加考试，面试科目在本人考试时

段起始时间前 30 分钟到考场候考。

2.考生须按规定时间完成报名和缴费等，考试现场不再接受补报。

3.音乐学专业的声乐科目考试不限美声、民族或通俗唱法。美声和民族唱法

由考点统一安排钢琴伴奏，考生须自带考试曲目的乐谱；通俗唱法由考生自备伴

奏音乐（自带 U盘且 U盘中仅储存有考试所需 3 首伴奏音乐，其中自选 1首、

其余 2首现场抽唱 1首）。

4.练耳、乐理与音乐常识科目考试采用机读卡答题，请考生自备 2B铅笔。

5. 笔试科目（练耳、乐理与音乐常识）考试开考 15 分钟后考生不得再进入

考场考试，面试科目（声乐、钢琴、器乐、视唱）严格按规定时段进行考试，迟

到或误考责任由考生自负。考生进入考场后须考完所有应考科目后方能离开考

场。



6. 考生在专业考试过程中原则上不化浓妆、不穿演出服、不穿鞋跟高于 5 cm

以上的高跟鞋。

7.严禁考生将任何通讯工具及电子产品（手机、MP3、MP4、录音机、相机

等）带入考场，携带手机等通讯工具进入考场将认定为考试作弊。凡在专业考试

中被认定为作弊的考生，其所报名参加艺术类专业考试以及文化考试的各阶段、

各科成绩无效，同时取消该生当年高考报名和录取资格，并视情节给予其他处理。

8.建议考生考前保持在渝学习生活 14 天以上，做好自我健康监测和参考准

备，以免影响正常参考。专业统考应试防疫要求届时根据疫情防控规定另行发布

（预计 11 月中下旬），请留意市教育考试院指定网站。

六、考试咨询及监督

重庆市音乐类专业统考考务办公室设在西南大学招生就业处。

联系电话：68367034，68367777

监督电话：67860458



重庆市 2023 年艺术专业统考简章

（舞蹈类）
根据教育部及重庆市普通高校艺术类专业招生有关规定，我市舞蹈类专业统

考实行统一命题、统一考试、统一打分。凡报考普通高校舞蹈学、舞蹈表演、舞

蹈编导等专业的考生，均须参加我市统一组织的舞蹈类专业统考。

一、招生院校及专业

2023 年各在渝招生院校、招生专业、招生计划、收费标准、办学性质及其

他要求详见重庆市 2023 年招生计划汇编。

二、报名对象和流程

符合重庆市 2023 年普通高校招生考试报名条件的考生均可报考。考生须按

要求于 2022 年 10 月 28 日至 11 月 11 日进行高考报名和指纹采集，报名时选择

报考舞蹈类并网上交纳报考费，交费成功方为报名成功。报名成功的考生还须通

过重庆市教育考试院门户网站或重庆招考信息网（以下简称“指定网站”），登

录重庆市普通高校招生艺术类专业考试信息采集系统（以下简称“艺术采集系

统”），从 2022 年 11 月 22 日 9：00 起按系统公告要求进行注册、完成有关事项，

首次登录须确认高考报名信息；从 2022 年 11 月 22 日 10：00 起至 11 月 24 日

18：00 期间选择考试时段，若某一考试时段容纳人数满额，则只能选择未满额

的其他时段。

三、考试安排

（一）考试地点：重庆大学虎溪校区艺术大楼。

（二）准考证打印：舞蹈类考生专业统考准考证统一随机编排。考生须于考

试前 3天当日 10：00 起，登录艺术采集系统，按提示接受考前教育、通过“考

风考纪答题测试”、签署《重庆市艺术类专业考试诚信承诺书》并自行打印专业

准考证，凭本人身份证和专业准考证在规定时间参加考试。

（三）考试科目及时间

四、成绩查询及复核

考生可在规定时间（预计 2023 年 1 月上旬，具体时间另行公布）登录指定

考试时间 考试科目 考试形式 分值 总分

2022 年 12 月 6 日

至 12 月 11 日

专业基本条件

面试

50 分

300分
专业基本能力 80 分

技能技巧 70 分

舞蹈组合或剧目表演 100 分

各科目考核目标、内容及要求详见《重庆市 2023 年普通高等学校招生艺术类专

业统一考试考试说明》，可登录 https://www.cqksy.cn 查阅。



网站自行查询本人专业统考成绩并打印成绩单，也可凭专业准考证和身份证到区

县（自治县）招考机构申请打印成绩通知单并加盖公章。若考生对查询到的成绩

有疑义，可在规定时间登录成绩查询网站申请成绩复核、查看复核结果。

五、考生应试须知

1.考生须凭本人身份证和专业准考证按时参加考试。

2.考生须按规定时间完成报名和缴费等，考试现场不再接受补报。

3.考生务必按照本人专业准考证上对应的考试初始时间提前 1小时候考，不

得擅自提前或延后参加考试，否则视为自动放弃。

4.考生自备表演所需音乐 CD光碟或 U盘，可穿戴表演服装、携带所需道具

等，不得化妆。

5.严禁考生将任何通讯工具及电子产品（手机、MP3、MP4、录音机、相机

等）带入考场，携带手机等通讯工具进入考场将认定为考试作弊。凡在专业考试

中被认定为作弊的考生，其所报名参加艺术类专业考试以及文化考试的各阶段、

各科成绩无效，同时取消该生当年高考报名和录取资格，并视情节给予其他处理。

6.建议考生考前保持在渝学习生活 14 天以上，做好自我健康监测和参考准

备，以免影响正常参考。专业统考应试防疫要求届时根据疫情防控规定另行发布

（预计 11 月中下旬），请留意市教育考试院指定网站。

六、考试咨询及监督

重庆市舞蹈类专业统考考务办公室设在重庆大学招生办公室。

咨询电话：重庆大学艺术学院（65678201，65678236）

重庆大学招生办公室（65102371，65102370）

监督电话：67860458



重庆市 2023 年艺术专业统考简章
（影视类）

根据教育部及重庆市普通高校艺术类专业招生有关规定，我市影视类专业统

考实行统一命题、统一考试、统一打分。凡报考普通高校影视表演、播音与主持

艺术等专业的考生，均须参加我市统一组织的影视类专业统考。

一、招生院校及专业

2023 年各在渝招生院校、招生专业、招生计划、收费标准、办学性质及其

他要求详见重庆市 2023 年招生计划汇编。

二、报名对象和流程

符合重庆市 2023 年普通高校招生考试报名条件的考生均可报考。考生须按

要求于 2022 年 10 月 28 日至 11 月 11 日进行高考报名和指纹采集，报名时选择

报考影视类并网上交纳报考费，交费成功方为报名成功。报名成功的考生还须通

过重庆市教育考试院门户网站或重庆招考信息网（以下简称“指定网站”），登

录重庆市普通高校招生艺术类专业考试信息采集系统（以下简称“艺术采集系

统”），从 2022 年 11 月 22 日 9：00 起按系统公告要求进行注册、完成有关事项，

首次登录须确认高考报名信息；从 2022 年 11 月 22 日 14：00 起至 11 月 24 日

18：00 期间选择考试时段，若某一考试时段容纳人数满额，则只能选择未满额

的其他时段。

三、考试安排

（一）考试地点：重庆市沙坪坝区重庆大学A区美视电影学院。

（二）准考证打印：影视类考生专业统考准考证统一随机编排。考生须于考

试前 3天当日 10：00 起，登录艺术采集系统，按提示接受考前教育、通过“考

风考纪答题测试”、签署《重庆市艺术类专业考试诚信承诺书》并自行打印专业

准考证，凭本人身份证和专业准考证参考。

（三）考试科目及时间

考试时间 专业方向 科 目 考试形式 分值 总分

2022 年 12 月 11 日

至 12 月 17 日

表演

台词

面试

60 分

300分
声乐 60 分

形体 60 分

表演 120 分

播音与主

持艺术

散文朗读

面试

70分

300分
古诗词朗诵 60分

话题评述 130分

才艺展示 40分

各科目考核目标、内容及要求详见《重庆市 2023 年普通高等学校招生艺术类专

业统一考试考试说明》，可登录 https://www.cqksy.cn 查阅。



四、成绩查询及复核

考生可在规定时间（预计 2023 年 1 月上旬，具体时间另行公布）登录指定

网站自行查询本人专业统考成绩并打印成绩单，也可凭专业准考证和身份证到区

县（自治县）招考机构申请打印成绩通知单并加盖公章。若考生对查询到的成绩

有疑义，可在规定时间登录成绩查询网站申请成绩复核、查看复核结果。

五、考生应试须知

1.考生须凭本人身份证和专业准考证按时参加考试。

2.考生须按规定时间完成报名和缴费等，考试现场不再接受补报。

3.考生务必按照本人专业准考证上对应的考试初始时间提前 1小时候考，不

得擅自提前或延后参加考试，否则视为自动放弃。

4.考生在专业考试过程中，原则上不化浓妆、不穿鞋跟高于 5 cm 以上的高

跟鞋。

5.严禁考生将任何通讯工具及电子产品（手机、MP3、MP4、录音机、相机

等）带入考场，携带手机等通讯工具进入考场参加考试的将认定为考试作弊。凡

在专业考试中被认定为作弊的考生，其所报名参加艺术类专业考试以及文化考试

的各阶段、各科成绩无效，同时取消该生当年高考报名和录取资格，并视情节给

予其他处理。

6.建议考生考前保持在渝学习生活 14 天以上，做好自我健康监测和参考准

备，以免影响正常参考。专业统考应试防疫要求届时根据疫情防控规定另行发

布（预计 11 月中下旬），请留意市教育考试院指定网站。

六、考试咨询及监督

重庆市影视类专业统考考务办公室设在重庆大学招生办公室。

联系电话：重庆大学美视电影学院（65106258）

重庆大学招生办公室（65102371）

监督电话：6786045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