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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城市科技学院是全日制普通本科高等学校，学校始建于 2005 年，其前身是重庆大学城市科技
学院（由教育部直属全国重点大学、国家“211 工程”和“985 工程”重点建设高水平研究型综合性大学、
国家“世界一流大学建设高校（A 类）”——重庆大学举办），2020 年 12 月经教育部批准转设为重
庆城市科技学院。

学校有两个校区，分别位于重庆市永川区和巴南区，总占地面积 1977 亩。校园依山傍水，花繁
树茂，环境秀美，荣获重庆市园林式单位称号，是读书学习的理想场所。学校教育教学设施完备，
图书馆文献资源丰富可满足全校学生学习的需要；教学楼所有教室配备了先进的智慧教学平台，建
成智慧实验大楼，120 余个土木建筑类、电气信息类、机械设计类、经济管理类、传媒艺术类、人文
社科类、人工智能与大数据类等专业实验室和 8 个工程实训中心，为培养应用型人才创造了良好的
条件。

为保证人才培养质量，学校设有包括重庆大学各学科知名专家、教授在内的教学督导组和教学委
员会，对专业设置、课程安排、教学过程、教学质量等进行全程指导、监督和评估。

学校根据国家和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设置专业。学校现有本科专业 48 个，其中：重庆市“一
流专业”建设点 4 个（土木工程、工程造价、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软件工程），重庆市特色专业 5 个，

GENERAL INTRODUCTION01
720 度校园全景 VR

学校简介

申报国家“双万计划”建设专业 3 个（土木工程、工程造价、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是一所“以工
学为主，工、管、经、文、法、艺、教等多学科协调发展”的应用型大学。现有在校生 3.6 万余人。

学校以“高端化、国际化、个性化”为发展战略，以“基础实、能力强、素质高”应用型人才
为培养目标，着力培养学生实践应用能力和创新创业能力，努力探索创业与就业相结合的育人模式，
为学生走向成功创造优良的环境。

新时代新征程，学校聚焦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秉持“厚德、博学、求是、创新”的人才培养理念，
质量立校，特色兴校，为国家社会经济发展培养高素质应用型人才，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做出积
极的贡献。

永川校区总规示意图

学校正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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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与传媒学院成立于 2010 年，前身为艺术设计学院，经过 10 余年的发展，具备良好的教学基础。
现有教授占 6.2%，副教授占 16.2%，海外留学背景教师占 11.5%，硕士及以上学历占 99%，柔性引
进了西南大学、重庆工商大学、重庆师范大学、四川外国语学院、四川美术学院等高校专家教授为我
院专业学术带头人。

目前校内实习实训设备齐全，拥有专业画室、苹果图形图像处理实验室，模型制作实验室，3D 打印
实验室，VR 虚拟现实实验室，影音实验室，艺术工坊实验室，形体训练实验室、书法实验室、融媒体中
心等实践教学场地 8000 余平方米；校外建有四川雅安上里、重庆奉节等写生教学基地、邑升禾易（重庆）
工程设计有限公司、广东星艺装饰集团有限公司、重庆奥凡园林景观规划设计工程有限公司、重庆广播
电视集团（总台）、江津网、永川广播电视台等一大批产学研实践教学基地。以市场人才需求为导向，
培养专业特色鲜明，综合素质全面的应用型人才，指导学生创新创业，在国内外设计大赛中屡获佳绩。

艺术与传媒学院坚持“国际化、高端化、个性化”的办学理念，满足学生高层次个性化学习需求，
积极寻求国际化合作，与国际接轨，推行“本硕直通”国际化人才培养模式，量身定制留学提升计划，
让每一位学子都能拥有牵手世界名校的留学梦想。

SCHOOL OF ARTS AND MEDIA02 艺术与传媒学院

欢迎广大考生报考重庆城市科技学院艺术与传媒学院！

巴南校区总规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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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书馆

艺术学院花车

校园文化活动 智慧教室

智慧教室

学生军训

图书馆

学生食堂

学生公寓 学生公寓

图书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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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INNOVATION EDUCATION03 创新教育

1.�艺术与传媒学院在首届高校专业推介短视频大赛
中荣获一等奖

2. 艺术学子荣获第一届圆明园文创设计大赛二等奖
3.�艺术与传媒学院在 2022 第四届新火之声主播技
能大赛中荣获优秀组织单位称号

4.艺术学子在“创青春中国创意大赛”中荣获一等奖
5.�艺术与传媒学院斩获中国国际空间设计大赛银
奖、铜奖、优秀组织奖等八项大奖

6. 艺术学子荣获 2022 时报金犊奖银奖
7.�艺术学子荣获第十三届“挑战杯”中国大学生创
业计划竞赛重庆赛区铜奖

8.�陈洁、柳冰蕊老师在 2022 校级微课笔比赛中荣
获佳绩

9.�刘鹏老师获 2022 年度市教委人文社会科学类研
究项目立项

10.�任 卿老师 2022 成功立项重庆市教育科学
“十四五”规划

11.�学院教师在 2022 年校级教师教学创新大赛中荣
获佳绩

12. 学院立项 2022 年校级教改项目 4项

1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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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MPLOYMENT AND  ENTREPRENEURSHIP04 就业创业

聘请重庆同乘工程咨询设计有限责任公司高级技术
人才为艺术与传媒学院客座教授

艺术与传媒学院与重庆乾达美园
林艺术有限公司建成产学研合作

基地

艺术与传媒学院与重庆饕餮广告有限公司（饕餮映画）
建立校企合作关系

艺术与传媒学院与完美世界、爱奇艺
等多家企业建立校企合作实践基地

艺术与传媒学院深入重庆广电
集团文体频道等企事业单位进
行产学研基地搭建等工作调研

第七届中国国际“互联网+”
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校内决赛）

重庆城市科技学院“千校万岗�启航青春”就业精准帮
扶行动暨 2022 届秋季校园双选会

创新创业大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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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ACHING STAFF05 师资队伍

视觉传达设计专业学术带头人，博
士（后）。重庆市工艺美术行业协会专
家委员会专家，重庆市非物质文化遗产
项目评审专家，河北省科技奖励评审专
家，重庆市科技评审专家，重庆师范大
学设计学学术带头人，在国际国内期刊
上发表论文 50 余篇，主持国家级省部级
项目 10 余项，获得国家专利 10 余项，
各种奖项若干。研究方向：艺术设计，
工艺美术。

环境设计专业学术带头人，硕士研
究生导师。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中国
建筑学会室内设计分会会员、中国建筑
装饰协会高级会员、重庆市工艺美术行
业协会副会长、西南大学中国当代城市
美学研究中心副主任、重庆市工业设计
协会常务理事、重庆市美术家协会首届
设计艺委会委员。

新闻传播学硕士生导师，文艺与传
媒硕士生导师，重庆市社会科学专家库
首批入库专家，教育部学位与研究生教
育评审专家，重庆市文旅委专家，重庆
市广播电视节目收听收看评议员。在四
川外国语大学新闻传播学院任教 15 年；
在西南政法大学新闻传播学院任教17年。
出版专著两部，发表论文 20 余篇。10
年新闻媒体从业经验。在报刊上发表各
类体裁新闻文本数百篇，约 20 余万字，
编辑新闻文本 100 余万字。

博士，硕士研究生导师，毕业于四
川大学。现任重庆城市科技学院艺术与
传媒学院院长，重庆电视艺术家协会副
主席、中华新闻工作者协会特邀理事、
中国新闻与传播教育学会常务理事，国
家社科基金课题通讯评审专家、国家社
科基金成果评审专家、重庆市社会科学
专家库首批专家。主持国家社科基金课
题、省部级课题和重庆机场文化建设等
重要横向课题近 20 项。在《新闻与传播
研究》《现代传播》等权威刊物上发表
学术论文 30 余篇，出版学术著作三部。
曾获全国新闻学与传播学创新项目奖（广
告学）、重庆市广播电视艺术奖二等奖、
重庆市“三项学习教育”先进个人。

书法系主任，重庆美术家协会会员，
重庆“十四五”教育科学规划课题评审
专家，重庆美术与设计类专业教学指导
委员会委员。作为第一作者发表论文 10
多篇，第一主编出版专业教材 8 部，参
编教材 10 多部。主持研究重庆市重点课
题 2 项、规划课题 1 项，主持北方国际
大学联盟教育科学研究课题 1 项。重庆
市民办教育优秀学术成果评选表彰获得
多项一等奖和二等奖，指导学生参加省
部级学科竞赛获得奖励 10 多项，多次评
为市级“优秀指导教师”、校级教学名
师等。

摄影系副主任，中国高等院校影视
学会会员，出版专著 2 本，主持教 育部
产学研课题一项，主研重庆市级教改，
科研课题 4 项，其中重点课题一项， 发
表相关论文多篇，指导学生参加全国 大
学生计算机大赛纪录片单元多次获奖，
其中一等奖一次，二等奖三次，三等奖
三次。

数字媒体艺术专业带头人。重庆工
商大学高层次人才特聘教授、博士生导
师、艺术学院院长。国家马克思主义理
论研究与建设工程专家，中国新闻史学
会第四届、第五届常务理事和第六届特
邀常务理事，中国新闻史学会海外华文
传媒研究会副会长，国家社科基金项目、
教育部规划基金项目评审专家，教育部
学位中心博士学位论文评审专家，教育
部第三、第四、第五轮学科评估专家，
重庆市学术技术带头人。

媒体艺术系副主任。曾先后主研、
参与市级项目 2 个，校级课题 3 个，在
线公开课程制作 1 门，主编教材 1 本，
发表交互设 计相关论文五篇，荣获学校
优秀教师 1 次。先后指导学生获得大学
生广告艺术大赛 和大学生艺术比赛优秀
奖多次。

艺术设计专业学术带头人。1963 年
生于四川宣汉，1986 年毕业于西南师范
大学美术学专业留校任教。现为西南大
学美术学院教授 , 重庆市美术家协会副主
席，西南大学学术委员会委员，艺术学
部学术委员会主任，重庆市美术家协会
油画艺委会副主任 , 中国美术家协会会
员 , 重庆画院油画艺委会副主任 , 曾任西
南大学美术学院院长。作品入选第十一
届、十二届、十三届全国美术作品展等
国家级展览，学术论文发表于《美术》《装
饰》《美术观察》等核心刊物。

艺术学硕士，毕业于重庆大学艺术
设计学院。现任重庆城市科技学院艺术
与传媒学院副院长。主要从事环境设计、
非物质文化遗产等领域的研究，发表教
研、教改论文 10 余篇，出版学术专著及
教材 4 部，专利 2 项，多次主持及主研
重庆市教委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重
庆市教委科学技术研究项目、重庆市高
等教育教学改革项目、十三五社科规划
项目等。长期致力于设计理论教学与设
计实践相结合的教学理念。

视觉传达设计系主任，主持 / 主研
省部级科研项目 4 项， 主持校级教改及
转型试点课程项目多项， 参与编写专业
教材两部，出版专著一部， 在各类期刊
发表专业论文十余篇，重庆市 永川区优
秀教师，入选重庆市“双千双师” 项目，
为“双师型”教师。教学经验丰富， 指
导学生获得国家级一等奖一项，二等奖 
两项，三等奖一项，获得市级一等奖一项， 
二等奖五项，三等奖及优秀奖若干。

摄影专业学术带头人，硕士研究生
导师，互动媒体教研室副主任；英国伯
恩茅斯艺术大学访问学者；中国图象图
形学学会会员，CSIG( 数码艺专业委员会 )
委员；IIDC（中国工业设计协会信息与交
互专业设计委员会）特约通讯员；重庆
美术家协会会员 , 重庆电影家协会会员，
重庆工业设计协会会员，中国高校影视
学会会员。

教育部全国专业学位水平评估毕业
成果质量评价专家；全国高校数字艺术
设计大赛评委；全国电子信息行业新技
术应用职业技能竞赛副裁判长，重庆赛
区裁判长。

网络与新媒体系主任，新媒体艺术
专业负责人。重庆广播影视高教专委会
成员，先后获得国家级项目资助 1 项，
指导国家级大学生创新 创业训练计划 2
项，市级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 目 5 项，
主持主研市级课题 2 项，其中重点 课题
1 项，主持、主研、参研校级课题 5 项， 
主编教材 2 本，专著 2 本，指导学生获
得全国 大学生广告艺术节一等奖、优秀
奖多项，荣获 全国大学生广告艺术大赛
优秀指导教师奖。先 后发表新媒体影视
相关论文及教改论文 10 余 篇，其中中文
核心一篇，外文期刊一篇。

网络与新媒体专业学术带头人。教
授，硕士研究生导师。毕业于四川美术
学院版 画系，现任四川美术学院实验艺
术学院院长。重庆市美术家协会副秘书
长、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研究方向：
绘画、实验艺术、 新媒体艺术、摄影。

教育学博士，教授，博士生导师，
美国密歇根州立大学访问学者。西南大 
学研究生院副院长、西南大学新媒体研 
究所所长。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党员， 
现任民革重庆市委副主委；政协重庆市 
第五届委员会委员；政协重庆市第五届
委员会常务委员。中国教育技术协会影 
视传媒专业委员会副会长、中国教育技 
术协会信息技术教育专业委员会副主任。 
主要研究方向为教育技术应用、新媒体 
传播、影视新媒体、新媒体传播与未来 
教育。着重关注新媒体传播的新现象成 
因和新规律挖掘，探究新媒体技术在教
育、影视、科普等传播领域应用的新理论、 
新空间、新模式、新发展。

播音与主持艺术系副主任。文学硕
士，本科毕业于重庆大学美视电影学院，
研究生毕业于香港教育大学。主要从事
语音学、语言传播美学、语言传播接受
美学等领域的研究，发表多篇相关论文。
参与重庆市普通话推广相关项目的推进
工作，多次参加并担任重庆市语言类竞
赛评委、考官。长期坚持“尊重教育主
体能动性，激发教育主体创造性”的教
学理念。

李绍彬  教授 金  科  教授

皮传荣  教授蔡  敏  教授
常雁来  教授

谭  宇  讲师

殷  俊  教授

刘  钊  讲师

刘曙光  教授

王  颖  副教授

邵文杰  副教授张  剑  副教授

廖晓文  副教授

李  川  教授

涂  涛  教授

姚思远  讲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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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JOR INTRODUCTION07 专业介绍

（艺术类 本科 四年 授艺术学学士学位）

培养目标：本专业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适应国家经济发展需要，具有较
好的艺术学、文学等学科基础知识，具有娴熟的普通话语言及播音的基本技能，掌
握播音学基本知识、言语形象塑造相关理论、肢体语言及形体表现相关知识，熟悉
广播电视节目采、编、播等环节基本知识，具有良好的口头和文字表达能力，具有
创新思维和创业意识、国际化视野和独立实践能力、社会责任感和团队合作精神，
基础实、能力强、素质高的应用型人才。

专业图解二维码

播音与主持艺术

就业方向：毕业后能在政府、企事业单位、网络媒体等部门，从事节目主持、采访、编辑、播音
等工作；也可以进一步攻读本专业或相关专业的硕士学位，或出国留学、深造。

3D 打印实验室

摄影棚 图形图像实验室

重庆市中华经典诵读大赛三部作品全部获奖

重庆市高校诵读大赛

实景演播厅

VR虚拟现实实验室

印刷实验室

绿幕 模型制作实验室

形体实验室 影音制作实验室

实景演播厅

EXPERIMENT AND TRAINING CENTER06 实验实训中心

校考

BROADCASTING AND HOS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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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类 本科 四年 授艺术学学士学位）

培养目标：本专业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适应国家经济发展需要，具有较
好的艺术学、传播学等学科基础知识，掌握数字媒体创作工具基本技能，具有创新
思维和创业意识、国际化视野和独立实践能力、社会责任感和团队合作精神，基础实、
能力强、素质高的应用型人才。

就业方向：在政府、企事业单位、设计公司等部门，从事平面设计、网络媒体
制作、游戏、动画制作、数码视频编辑等工作。

专业图解二维码

数字媒体艺术 （艺术类 本科 四年 授艺术学学士学位）

培养目标：本专业培养德智体全面发展，掌握书法、篆刻等艺术方面的基本理论、
基础知识与基本技能，了解书法发展动向和规范字书写教学，兼修艺术设计，具备
较强书法、篆刻鉴赏能力与创作能力，能运用学习掌握的书法、篆刻技法与修养进
行艺术创作、书法篆刻教育教学研究，成为胜任书法创作、艺术设计、教学和管理
工作的应用复合型人才。

书法学

专业图解二维码

就业方向：从事各级各类企业、事业、文化部门需要的书法、篆刻艺术人才和社会上各类书法篆
刻艺术活动推广及组织，在各类学校从事书法、篆刻教学和教育研究。

校考 校考

DIGITAL MEDIA ART CALLIGRAPH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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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类 本科 四年 授艺术学学士学位）

培养目标：本专业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适应国家经济发展需要，具有较
好的设计学、摄影摄像技术等学科基础知识，掌握平面摄影、艺术人像摄影、商业
广告摄影、数码暗房操作等基本理论和基本技能，具有创新思维和创业意识、国际
化视野和独立实践能力、社会责任感和团队合作精神，基础实、能力强、素质高的
应用型人才。

就业方向：在政府、企事业单位、广告公司等部门，从事摄影师、平面设计师、
摄像师、后期剪辑师等工作。

专业图解二维码

摄影 （艺术类 本科 四年 授艺术学学士学位）

培养目标：本专业培养德智体美
劳全面发展，具有新媒体艺术创意能
力、表现能力和推广能力的专业艺术
人才。通过系统的专业理论知识学习
与实践训练，了解新时代背景下，文
化创意产业和传媒产业发展需求，具

备良好的思想道德素质、较高的艺术修养、具有广泛的
艺术创作能力、创造性思维和实验精神，掌握跨媒介语
言及创作手段，能够在游戏、交互设计、智能设备、网
络应用、移动媒体设计、虚拟现实等领域从事新媒体相
关工作，具有现代创新精神的艺术和技术相结合的复合型、应用型人才。

就业方向：在互联网、网络传播公司、数字出版与传播、手机等新媒体传播机构等部门，从事新
闻采编、网络运营与推广、网站页面、媒体设计与制作、网络广告视频等工作。

新媒体艺术

专业图解二维码

校考 校考

PHOTOGRAPHY NEW MEDIA A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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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类 本科 四年 授艺术学学士学位）

培养目标：本专业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适应国家经济发展需要，具有较好
的软件制图、设计创新、设计实践等学科基础知识，掌握广告策划与文案、平面广告
设计、智能终端界面与交互设计、包装设计、展示设计等专业基本理论和品牌策划、
设计表达、项目设计及管理等基本技能，具有创新思维和创业意识、国际化视野和独
立实践能力、社会责任感和团队合作精神，基础实、能力强、素质高的应用型人才。

就业方向：在政府、企事业单位、广告设计公司、出版印刷企业、传播媒体、艺
术设计教育等部门，从事设计创意表达、平面及视频广告制作、品牌策划及推广等工作。

视觉传达设计

专业图解二维码

（艺术类 本科 四年 授艺术学学士学位）

培养目标：本专业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适应国家经济发展需要，具有较
好的艺术学、文学等学科基础知识，掌握室内设计、景观设计等专业基本理论和手
绘、制图、创作等基本技能，具有创新思维和创业意识、国际化视野和独立实践能力、
社会责任感和团队合作精神，基础实、能力强、素质高的应用型人才。

就业方向：政府、企事业单位、设计公司等部门，从事艺术设计、研究、教学、
管理等工作。

专业图解二维码

环境设计
 VISUAL COMMUNICATION DESIGN ENVIRONMENTAL DESIGN

统考 统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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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硕直通

在教育国际化的时代浪潮中，重庆城市科

技学院积极响应国家“一带一路”倡议，实施“高

端化、国际化、个性化”办学战略，设立国际

教育学院，主动对接全球学术资源，聘请诺贝

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埃里克 • 马斯金教授担任名

誉教授。积极开展国际合作交流，与英、美、澳、

加等国多所知名大学建立合作关系，构建了多

层次分段式国际联合培养平台。通过本硕直通，

培养具有创新意识、全球思维和世界眼光的高

层次国际化人才。

牵手城科，圆梦世界。国际教育学院精心

打造国际文化艺术节、国际大讲堂、畅想家看

世界、国际班酒会、第二课堂独角兽计划等品

牌文化活动。同时，与联合国人口基金合作举

办“UPower”青年榜样领导力项目，培养学生

国际责任，提升区域和世界领导力，努力构建

中国青年国际话语权。

OVERSEAS GRADUATE PROGRAM
HELPING OUR STUDENTS WIN ADMISSION TO 

THE WORLD'S TOP UNIVERSITIES让每一个学生都能牵手世界名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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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导师

山水城科，梦起航的地方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马斯金教授

重大城科，成就非凡的你
——加拿大前总理查尔斯•约瑟夫•克拉克

加强国际合作，打造特色高校
——希腊前总理乔治•帕潘德里欧阁下

Yali
美国南加州大学

（QS 世界大学排名 134 ）

刘潇懋
英国杜伦大学

（QS 世界大学排名 82）

张爱萍
韩国成均馆大学

（QS 世界大学排名 97 ）

王稀锐
英国诺丁汉大学

（QS 世界大学排名 103）

翟海佑
英国卡迪夫大学

（QS 世界大学排名 154 ）

Arron
英国伯明翰大学

（QS 世界大学排名 90 ）

Maggie
澳大利亚悉尼大学

（QS 世界大学排名 38）

Cara
加拿大维多利亚大学

（QS 世界大学排名 346 ）

刘雨杭
英国莱斯特大学

（QS 世界大学排名 279 ）

陈彦瑾
美国南加利福尼亚大学

（QS 世界大学排名 134）

Danny
加拿大维多利亚大学

（QS 世界大学排名 346 ）

龚婷
英国雷丁大学

（QS 世界大学排名 202）

Harry
英国谢菲尔德大学

（QS 世界大学排名 96 ）

胡若曦
英国杜伦大学

（QS 世界大学排名 82）

陈晓涵
澳大利亚墨尔本大学

（QS 世界大学排名 33 ）

张春晓
英国华威大学

（QS 世界大学排名 64）

Nick
英国剑桥大学

（QS 世界大学排名 2）

张龙飞
英国格拉斯哥大学

（QS 世界大学排名 7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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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拿大卡普顿大学到访交流

加拿大前总理乔·克拉克阁下
与我校师生亲切交流

加拿大维多利亚前市长迪恩·福廷
勉励城科学子“做有中国情怀的世

界公民”

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埃里克·马斯
金教授访问我校并受聘为荣誉教授

城科学子龚婷（右二）与青年演员
易烊千玺共同参加联合国经济及社

会理事会青年论坛

英国考文垂大学代表与我校学子交流 北美艺术家来学校演出交流

联合国人口基金会“一带一路”青
年领导力论坛

索菲亚大学校长巴里·瑞恩教授到
访交流

参加联合国人口基金会“一带
一路”青年领导力校园大使培

训班

希腊前总理乔治·帕潘德里欧阁下与
我校学生代表共话世界青年领导力

国际交流招生对象及流程 优势亮点

学校面试招生

专业不限

招生人数为每班 25 名学生

未满足条件者由学校统一组织入学
考试，内容为英语科目的笔试、口
试与面试，择优录取。

一次交费终身受益

个性培养量身定制

海外高校 100% offer

国际导师全程陪伴

海外基地保驾护航

增值服务优质教育

入学条件 学校面试招生
参加高考成绩面试入学

未满足条件者由学校统一组织入学考试内容
为英语科目笔试，口试与面试，择优录取

国际班
培养计划

（大一至大三）

大一入学
（国内）

大一
（国内）

上学期：雅思课堂

下学期：雅思课堂 + 考试
    确定大学意向

上学期：申请启动

下学期：海外院校相关培训
    首批申请完成

大三
（国内）

大四
（留学申请

及签证）

大四上学期：海外生有关培训
      申请完成获得录取
      毕业设计

获得国外高校硕士学历

（可提前前往海外就读语言与预科）

（留学申请及签证）

组建班级 / 组
国际交流活动

DNA 国际特色研学项目
（大一至大四期间）

留学申请
及签证
（大四）

国外硕士
（1-3年）

大四下学期：完成毕业设计       获得学位证

培养及升学路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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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海外合作院校信息

大学中文名称 大学英文名称 国家 城市 本国排名 世界排名 可参照的国内院校
延世大学 Yonsei University 韩国 首尔 韩国国内排名第 1 QS 79  
  QS 98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QS 131 南京大学
意大利米兰理工
大学

Polytechnic University 
of Milans 意大利 米兰 工程技术欧洲第 4 QS 142  

科廷大学新加坡
校区

Curti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新加坡 马 里 士 他 路 惹 兰 拉

惹 90 到 92 号 / QS 194  

皇家墨尔本理工
大学 RMIT University 澳大利亚 墨尔本 艺术与设计专业排名全

澳第 1 QS 206  

  QS 211 同济大学
  QS 225 武汉大学
惠灵顿维多利亚
大学

Victoria University of 
Wellington 新西兰 惠灵顿 新西兰五星大学 QS 236  

  QS 236 哈尔滨工业大学
  QS 260 中山大学
  QS 260 中山大学
庆熙大学 Kyung Hee University 韩国 首尔 韩国国内排名第 6 QS 264  
  QS 270 北京师范大学

萨里大学 University of Surrey 英国 英 格 兰 萨 里 郡 吉 尔
福德 35 QS 272  

  QS 275 南方科技大学

迪肯大学 Deakin University 澳大利亚 维多利亚州 运动科学与营养学院全
澳第 1 QS 283  

梅西大学 Massey University 新西兰 北帕默斯顿市 新西兰五星大学 QS 284  
伊利诺伊大学芝
加哥分校

UNIVERSITY OF ILLINOIS 
AT CHICAGO’S COLLEGE 美国 芝加哥 72 QS 285  

  QS 290 西安交通大学

白俄罗斯州立大
学

Белорусский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ый
университет，БГУ

白俄罗斯 明斯克 EECA 欧 洲 大 学 第 20
名 QS 295  

爱尔兰国立科克
大学

U n i v e r s i t y  C o l l e ge 
Cork 爱尔兰 科克市 CWTS 爱尔兰第 1 QS 298  

俄罗斯国家研究
型高等经济大学

N a t i o n a l  R e s e a r c h 
U n i v e r s i t y  H i g h e r 
School of Economics

俄罗斯
莫 斯 科 校 区、 圣 彼
得 堡 校 区、 彼 尔 姆
校 区、 下 诺 夫 罗 德
校区

QS 世界大学俄罗斯第
7 QS 305  

邓迪大学 University of Dundee 英国 邓迪市 法医学专业全英第 1 QS 322  

  QS 334 华中科技大学

  QS 334 天津大学

布鲁内尔大学 Brunel University
London 英国 伦敦 62 QS 351  

  QS 358 南开大学

林肯大学 Lincoln University 新西兰 林肯镇 世界小型大学第 12 名 QS 372  

  QS 373 北京理工大学

肯特大学 Kent University 英国 坎特伯雷市 50 QS 383  

  QS 407 厦门大学

华盛顿州立大学 Washington State
University 美国 普尔曼市 90 QS 427  

科罗拉多州立大
学

Colorado State
University 美国 科 罗 拉 多 州 柯 林 斯

堡 81 QS 431  

  QS 436 上海大学

邦德大学 Bond University 澳大利亚 昆士兰州黄金海岸 法律课程全澳第一、商
科拥有五星级排名 QS 451  

  QS 451 四川大学
伦敦大学金史密
斯学院

Glodsmiths, University 
of london 英国 伦敦东南部 63 QS 461  

  QS 465 东南大学

大学中文名称 大学英文名称 国家 城市 本国排名 世界排名 可参照的国内院校
斯特林大学 University of Stirling 英国 苏格兰斯特林 38 QS 471  
西江大学 Gogang Unviversity 韩国 首尔特别市麻浦区 韩国国内排名第 6 QS 494  

  QS 
501-600

吉林大学、中南大学、中国地质
大学、华东师范大学、西北工业
大学、大连理工大学、华东理工
大学、湖南大学、电子科技大学

俄勒冈州立大学 Oregon State
 University 美国 科瓦利斯市 88 QS 

531-540  

南佛罗里达大学 University of South 
Florida 美国 佛罗里达州坦帕湾 89 QS 

581-590  

中央昆士兰大学 CQU University 
Australia 澳大利亚 昆士兰州 就业率高居全澳 Top4 QS 

601-650  

普利茅斯大学 Plymouth University 英国 普利茅斯 69 QS 
601-650  

马来西亚管理与
科学大学

Management and 
Science University 马来西亚 雪 兰 莪 州 首 府 莎 阿

南市 亚洲顶尖大学前 1.8% QS 
601-650  

  QS 
601-650

中国农业大学、南京理工大学、
中国人民大学、深圳大学、苏州
大学

埃迪斯科文大学 Edith Cowan
 University 澳大利亚 珀斯

教育学，传播和媒体学
连 续 三 年 跻 身 世 界 前
200 名

QS 
651-700  

阿尔斯特大学 Ulster University 英国 北 爱 尔 兰 首 府 贝 尔
法斯特 44 QS 

651-700  

  QS 
651-700 重庆大学

诺森比亚大学 Northumbria
University 英国 纽卡斯尔 世界四星级大学 QS 

701-750  

南昆士兰大学 University of Southern 
Queensland 澳大利亚 昆士兰州 昆士兰州毕业生全职就

业率最高
QS 

701-750  

  QS 
701-750 北京工业大学

格林威治大学 University of
Greenwich 英国 伦敦 92 QS 

751-800  

  QS 
751-800

暨南大学、兰州大学、西北大学（中
国）

德蒙福特大学 De Montfort University 英国 莱斯特郡 101 QS 
801-1000  

伦敦南岸大学 London South Bank 
University 英国 伦敦 108 QS 

801-1000  

诺丁汉特伦特大
学

N o t t i n g h a m  Tr e n t 
University 英国 诺丁汉市 45 QS 

801-1000  

英国西部大学 University of the West 
of England; UWE 英国 布里斯托市 55 QS 

801-1000  

布莱顿大学 University of Brighton 英国 布 莱 顿、 伊 斯 特 本
和黑斯廷斯 艺术设计专业全英第 8 QS 

801-1000  

中央兰开夏大学 University of Central 
Lancashire 英国 英 格 兰 兰 开 夏 郡 普

雷斯顿
传媒、艺术和时尚系在
英国排名前茅

QS 
801-1000  

赫特福德大学 University of
Hertfordshire 英国 伦 敦 北 部 的 赫 特 福

德郡哈特菲尔德镇 80 QS 
801-1000  

乔治梅森大学 George Mason
University 美国 弗 吉 尼 亚 州 费 尔 法

克斯市 122 QS 
801-1000  

  QS 
801-1000

北京外国语大学、北京交通大学、
北京中医药大学、北京邮电大学、
哈尔滨工程大学、南京航空航天
大学、武汉理工大学、西交利物
浦大学

伯明翰城市大学 Birmingham City
University 英国 伯明翰市 82 QS 

1001-1200  

  QS 
1001-1200

中国政法大学、上海外国语大学、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格拉斯哥卡利多
尼安大学

Glasgow Caledonian 
University 英国 格拉斯哥 77 QS 

1001-1200  

利兹贝克特大学 Leeds Beckett
University 英国 利兹市 全英优秀大学评选第二 QS 

1001-1200  

北亚利桑那大学 Northern Arizona 
University 美国 弗拉格斯塔夫市 147 QS 

1001-1200  

  QS 1201+ 上海财经大学、西南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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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伦敦大学学院
（QS 世界大学排名 8）

（清华大学世界排名 17）

英国曼彻斯特大学
（QS 世界大学排名 27）
（北京大学世界排名 18）

英国曼彻斯特大学
（QS 世界大学排名 27）
（北京大学世界排名 18）

英国伦敦大学学院
（QS 世界大学排名 8）

（清华大学世界排名 17）

英国伦敦大学学院
（QS 世界大学排名 8）

（清华大学世界排名 17）

曾钰莹

澳大利亚墨尔本大学
（QS 世界大学排名 37）
（浙江大学世界排名 45）

程子鉴

英国布里斯托大学
（QS 世界大学排名 62）

（中国科技大学世界排名 98） 

文宇

钱董承

范歆榆台尧

英国布里斯托大学
（QS 世界大学排名 62）

（中国科技大学世界排名 98）

张源

侯若愚

学子风采

英国伯明翰大学
（QS 世界大学排名 90）

（中国科技大学世界排名 98）

张杨舟

英国诺丁汉大学
（QS 世界大学排名 103）

（中国科技大学世界排名 98）

向凌志

英国诺丁汉大学
（QS 世界大学排名 103）

（中国科技大学世界排名 98）

鲁丰

英国卡迪夫大学
（QS 世界大学排名 151）

武汉大学排名 225

唐鹿源

英国伯明翰大学
（QS 世界大学排名 90）

（中国科技大学世界排名 98）

罗江轮

澳大利亚阿德莱德大学
（QS 世界大学排名 108）
（南京大学世界排名 131）

王彦挚

澳大利亚墨尔本大学
（QS 世界大学排名 33）
（复旦大学世界排名 31）

陈妍琦

澳大利亚悉尼大学
（QS 世界大学排名 38）
（复旦大学世界排名 31）

许琳杰

澳大利亚悉尼大学
（QS 世界大学排名 38）
（浙江大学世界排名 45）

王谡鸣

澳洲昆士兰大学
（QS 世界大学排名 47）
（复旦大学世界排名 31）

徐子琪

澳大利亚昆士兰大学
（QS 世界大学排名 47）
（浙江大学世界排名 45）

史筱萌

英国杜伦大学
（QS 世界大学排名 82）

（中国科技大学世界排名 98）

英国伯明翰大学
（QS 世界大学排名 90）

（中国科技大学世界排名 98）

蔡孟岑

张帅

英国卡迪夫大学
（QS 世界排名 154）

（武汉大学世界排名 225）

公孙惠男

英国雷丁大学（亨利商学院）
（QS 世界大学排名 202）
（武汉大学世界排名 225）

崔诗悦

英国拉夫堡大学
（QS 世界大学排名 231）
（武汉大学世界排名 225）

杜瑞海

英国纽卡斯尔大学
（QS 世界大学排名 134）
（南京大学世界排名 131）

兰梓文

英国拉夫堡大学
（QS 世界大学排名 231）
（武汉大学世界排名 225）

刘子源
英国雷丁大学（亨利商学院）
（QS 世界大学排名 202）
（武汉大学世界排名 225）

龚婷

英国卡迪夫大学
（QS 世界大学排名 151）
（武汉大学世界排名 225）

周恩霖

英国埃克塞特大学
（QS 世界大学排名 149）
（南京大学世界排名 131）

黄梓诚

英国约克大学
（QS 世界大学排名 151）
（南京大学世界排名 131）

李陈灏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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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 年艺术类校考报考指南

（一）专业测试报名流程：

搜索：重庆城市科技学院

（注册 / 登录）

进入学校

缴费

身份认证

选择报考专业

报名成功

报名考试

报名前任务

（二）专业成绩通知与查询
2023 年 5-6 月（具体时间请关注微信公众号：重庆城市科技学院招生处），所有参加学校艺术类

专业校考的考生可通过学校网站（https://www.cqcst.edu.cn/）、微信公众号（重庆城市科技学院招
生处）、小艺帮 APP 等查询成绩，并自行下载、打印专业合格证，学校不再统一邮寄。不合格考生不
再另行通知。

（三）录取规则
根据专业测试成绩，发放相应“专业合格证”。取得合格证的考生，在填报高考志愿时可报考学校。

考生必须参加全国普通高等院校招生统一考试。在思想政治考核合格、体检合格、文化成绩达到省规
定相应批次控制分数线的情况下，按“专业成绩排名录取，专业成绩相同时，再比较文化成绩”（详见：
重庆城市科技学院 2023 年招生章程）。

→ →

→

→→

→

→

→

→

一、报考流程

小艺帮 APP

二、考试科目与大纲

新媒体艺术

考试科目和分值（总分 300 分）
1、名词解释（文学艺术常识、影视、新媒体、美术等相关知识），限时 15 分钟（50 分）；
2、简答题（文学艺术常识、影视、新媒体、美术等相关知识），限时 20 分钟（50 分）；
3、论述题（文学艺术常识、影视、新媒体、美术等相关知识），限时 20 分钟（50 分）；
4、命题创作（完成一幅创作图稿或编写故事①创作图稿要求画面以表现人物或者景物，构图完整，

符合题意，材料技法不限，工具自理，并完成 300 字创意阐述。②命题编写要求主题明确，内容丰满，
有人物，有头有尾，情节设计合理。编写的故事有画面感，字数 800 字以内），限时 60 分钟（150 分）。

数字媒体艺术

考试科目和分值（总分 300 分）
1、填空题（文学艺术常识、影视、数字媒体、美术等相关知识），限时 6 分钟（10 分）；
2、名词解释（文学艺术常识、影视、数字媒体、美术等相关知识），限时 15 分钟（40 分）；
3、简答题（文学艺术常识、影视、数字媒体、美术等相关知识），限时 20 分钟（50 分）；
4、论述题（文学艺术常识、影视、数字媒体、美术等相关知识），限时 20 分钟（50 分）；
5、编写故事、命题作画二选一（编写故事字数 800 字以内；命题作画风格不限 < ①根据命题，

在 8 开画纸上完成一张含场景与角色的设计；②绘画使用材料不限；③场景与角色均需着色；④ 300
字的创意阐述。＞），限时 60 分钟（150 分）。

播音与主持艺术

考试科目和分值（总分 300 分）
1、自我介绍（不可包含考生个人身份信息），限时 1 分钟（30 分）；
2、自备稿件（自备朗诵自选文学作品一篇，要求脱稿朗诵、体裁不限），限时 1 分 30 秒（60 分）；
3、指定稿件播读（朗诵系统随机抽取的新闻稿件一篇，本环节着重考察声音条件及新闻播报水平，

不考虑形象因素），限时 2 分钟（90 分）；
4、即兴评述（根据抽取的话题进行即兴评述，考查考生的语言表达能力），限时 2 分钟（90 分）；
5、才艺展示（非语言类才艺展示，可自备伴奏），限时 2 分钟（3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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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法学

考试科目和分值（总分 300 分）
1、楷书临摹（①试题内容：按所给指定试题内容进行书法临摹；②生宣纸四尺三开，竖式临摹；

③按原有章法顺序，不漏字；④不署名钤印），限时 60 分钟（100 分）。
2、隶书临摹（①试题内容：按所给指定试题内容进行书法临摹；②生宣纸四尺斗方，竖式临摹；

③按原有章法顺序，不漏字；④不署名钤印），限时 60 分钟（100 分）。
3、书法创作（①试题内容：按指定诗词进行书法创作；②书体自选，繁体字，不写作者、题目、

标点符号，不错字漏字；③生宣纸，四尺三开竖式；④落款：**（省份）考生书（例：重庆考生书）；
⑤不署名钤印），限时 90 分钟（100 分）。

摄影

考试科目和分值（总分 300 分）
1、填空题（文学艺术常识、影视、美术等相关知识），限时 6 分钟（10 分）；
2、名词解释（文学艺术常识、影视、美术等相关知识），限时 20 分钟（40 分）；
3、简答题（文学艺术常识、影视、美术等相关知识），限时 20 分钟（50 分）；
4、论述题（文学艺术常识、影视、美术等相关知识），限时 35 分钟（100 分）；
5、作品分析，限时 40 分钟（100 分）。

三、拟招生情况表

艺术类校考分省联系人

省份 拟招生专业 学费
（元 / 人 / 年） 招生人数

北京 摄影 / 播音与主持艺术 / 数字媒体艺术

18000

2022 年招生计划
数 1164 名，2023
年校考省份、专业

及招生人数以教
育主管部门公布

为准。

天津 摄影 / 数字媒体艺术 / 书法学 / 新媒体艺术
河北 摄影 / 播音与主持艺术
山西 摄影 / 播音与主持艺术 / 数字媒体艺术 / 新媒体艺术

内蒙古 播音与主持艺术 / 数字媒体艺术 / 书法学 / 新媒体艺术
吉林 摄影 / 播音与主持艺术 / 书法学

黑龙江 摄影 / 数字媒体艺术 / 新媒体艺术
上海 摄影 / 数字媒体艺术 / 书法学 / 新媒体艺术
江苏 摄影 / 播音与主持艺术 / 书法学
浙江 书法学
安徽 摄影 / 播音与主持艺术
江西 摄影 / 数字媒体艺术 / 书法学
山东 摄影 / 数字媒体艺术 / 新媒体艺术
广东 摄影 / 播音与主持艺术 / 数字媒体艺术 / 新媒体艺术
广西 摄影 / 数字媒体艺术 / 新媒体艺术
海南 摄影 / 播音与主持艺术 / 数字媒体艺术 / 书法学 / 新媒体艺术
重庆 摄影 / 数字媒体艺术 / 书法学
四川 摄影 / 数字媒体艺术 / 新媒体艺术
贵州 摄影 / 数字媒体艺术
陕西 摄影 / 播音与主持艺术 / 书法学 / 新媒体艺术
青海 摄影 / 数字媒体艺术
宁夏 摄影 / 播音与主持艺术 / 书法学
新疆 播音与主持艺术 / 书法学

备注：各专业本硕直通班需另缴纳 6.8 万元本硕培养费。



封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