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招 生 简 章
艺术类

★全国百强独立学院

★区域高水平应用型独立学院

★湖北省首批批准的独立学院

★共享三峡大学一本师资，艺术类专业与本部共同培养

★服务水利、电力行业，服务地方社会经济建设为宗旨

★毕业生被“国家电网”公司录用人数位居同类院校第一

★共建教育部 --中兴通讯 ICT 产教融合创新基地

★湖北省高校大学生思想政治工作先进单位

电话：0717-6394011、6394010、6393106、6399538   

传真：0717-6394011、6393106

学院网址：http://kjxy.ctgu.edu.cn/

三峡大学科技学院招生在线

环境设计  （本科  学制四年）
培养目标：本专业培养适应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发展需要，

掌握专业基础理论、相关学科领域理论知识与专业技能，并具有创新能
力和设计实践能力，能够从事专业教学、研究工作，在环境设计机构从
事室内设计、环境景观设计及园林设计，并具备一定的设计实施与管理
等能力的环境设计应用型人才。

主要课程：设计素描、设计色彩、设计概论、建筑史、环境设计制图、
电脑辅助设计（含 CAD）、透视学与手绘效果图、建筑装饰材料与施工、
人体工程学与居住空间设计、环境设计方法与原理、建筑设计、园林设计、
办公空间设计、景观规划设计、住宅区景观设计、设计管理等。

视觉传达设计 （本科  学制四年）
培养目标：本专业培养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经济发展需要，

德、智、体、美全面发展，具有艺术及创造性思维和能力，具备国际设
计文化视野、中国设计文化特色、适合于创新时代需求，集传统平面（印
刷）媒体和现代数字媒体，在专业设计领域、企业、传播机构、大企业
市场部门、科研院校等从事视觉传播方面的设计、教学、研究和管理工作，
并可持续发展的复合型专门人才。

5 招生专业介绍

三峡大学科技学院艺术类 2017 年招生计划及收费标准

层次 专业名称 科类 学制 人数
学费标准（元

/ 年）

本科

环境设计 美术 4 年 35 18000

视觉传达设计 美术 4 年 35 18000

音乐学 非美术类 4 年 30 18000

播音与主持艺术 非美术类 4 年 40 18000

本科合计 140

专科
艺术设计 美术 3 年 50 12000

专科合计 50

总    计 190

注：2017 年艺术类专业具体招生计划，以各省市招办实际公布的为准。

主要课程：素描、色彩设计、书法与篆刻、图形设计、文字设计、
版式设计、广告策划与设计、符号设计、出版物设计、展示设计、包装设计、
品牌设计、企业形象设计、广告动画设计、印刷技术、装饰基础、数字插画、
二维动画、三维动画、角色动画、视听剪辑、影视特效制作、网页设计等。

音乐学（本科 学制四年）
培养目标：本专业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掌握音乐教育基

础理论、基础知识、基本技能，具有创新精神、适应面广、实践能力强、
专业水平高、能从事音乐教育及相关行业工作的专门人才。

主要课程：乐理与视唱练耳、多声部音乐分析与写作、声乐、钢琴、
中西乐器演奏基础、合唱与指挥、形体与舞蹈、钢琴即兴伴奏、学校音
乐教育导论与教材教法 、中国音乐史与名作赏析、西方音乐史与名作赏
析、中小学音乐教学法、教育学基础、心理学基础、现代教育技术应用等。

播音与主持艺术（本科  学制四年）
培养目标：本专业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能从事各类节目

主持、新闻报道、影视配音及演播的复合型、应用型传播人才，同时向
各大企事业单位、网络公司与文化传播公司等输送语言传播及公关策划
人才。本专业面向广播电视等传媒机构培养学生具备播音学、节目主持
学、广播电视新闻学的基本理论，具有广播电视播音与节目主持的基本
能力，具有广播电视新闻采访写作、节目编辑制作的初步能力。培养特
色主要体现在注重综合素质，强化应用能力。

主要课程：普通话语音和播音发声、播音创作基础、广播播音与主
持、电视播音与主持、新闻学概论、传播学概论、广播电视概论、广播
编辑与节目制作、电视编辑与节目制作、电视摄像、广播电视文稿写作、
新闻采访、新闻写作、现代汉语、中国古代文学、中国现当代文学。

艺术设计  （专科  学制三年）
培养目标：本专业培养德、智、体、能全面发展，具有较强的设计

思维能力以及设计表现技能，具有一定的实践应用能力、策划创意能力
和社会适应能力，能在平面、媒体、室内设计等领域从事教育、研究、
设计制作和设计管理的应用型人才。

主要课程：素描、色彩、设计概论、电脑辅助设计、图形创意、版
式设计、广告设计、包装设计、出版物设计、透视学与设计、室内设计、
展示设计、网页设计、品牌视觉设计等。

国家标准代码：13236
湖北省代码：3117

我院学生“杯中窥人”作品
在全国大学生广告大赛中获奖

我院环境设计专业毕业生设计作品



1 学院简介

三峡大学科技学院是经国家教育部备案、湖北省教育厅批准，
由三峡大学与宜昌教育实业开发总公司合作举办的具有独立事业法
人地位的高校独立学院。其前身是 2000 年 9 月成立的三峡大学宜
昌分校；2002 年 8 月，经省教育厅批准更名为三峡大学科技学院；
2004 年 2 月，经国家教育部批准重新确认为实施高等学历教育的高
校独立学院。学院于 2010 年通过了湖北省独立学院本科专业教学水
平评估，2012 年通过了湖北省独立学院学士学位授予权单位及专业
审核评估，具有自主颁发学士学位资格。

学院位于三峡工程所在地、世界水电之都、中国旅游名城——
湖北省宜昌市，与三峡大学毗邻，共享三峡大学良好的氛围和优质
的教育资源。学院校园占地面积 825 亩，目前招生专业有 31 个本科
专业和 11 个专科专业，学科覆盖工、文、管、经、法、医、艺等 7
个学科门类，并具备少数民族预科班、民族班办学资格。截止 2016
年底学院共有在校生 11500 余人，其中预科班在校生 245 人。

学院现有教职工 692 人，其中专任教师 520 人，聘请校外教师
350 人。专任教师中，具有硕士以上学位的教师比例为 67.3%；具有
高级职称以上的教师比例为 35%。

三峡大学科技学院在发展过程中以“崇德、尚能、修身、明智”
为校训，始终将深化教学改革，不断提高教学质量作为实现学院转
型升级的重要突破口，并形成了“以人才培养为中心，以服务于水
利电力行业、服务于地方社会经济建设为宗旨，以三个课堂为载体，
为生产第一线培养应用技术型专门人才”的办学思路，学院教育质
量及教学水平得到了较大的提升。近年来，学院本科毕业生就业率
一直保持在 90% 以上，考研上线率始终保持在 10% 以上，学院学生
每年在各类学科竞赛中获省部级以上奖励 150 项以上。2016 年，学
院进入全国百强独立学院行列，并被评为区域高水平独立学院。

展望未来，学院将继续在规范办学的基础上，抢抓机遇，加快
转型升级的步伐，努力实现新的跨越。

2 部分获奖情况

我院吕川、黄磊等同学在第
十三届“挑战杯”全国大学生课外
学术科技作品竞赛中，凭借《鄂西
生态文化旅游圈水利旅游可持续发
展策略研究》荣获国家级三等奖，
是本次比赛湖北省独立学院中唯一
获得国家级奖项的作品。

我院学子在 2016 年教育部“西
门子杯”中国智能制造挑战赛包揽
一、二、三等奖。

我院学子在 2016 年“高教杯”
全国大学生先进成图技术与信息建
模创新大赛尺规单项中获得一等奖。

我院学子在 2016 年全国中、高
等院校 BIM 应用技能比赛 - 第九届
BIM 算量大赛中获得团体三等奖。

我院学子刘佳鑫在 2016 年第九
届“高教杯”全国大学生先进制图
技术与技能大赛中获得个人全能一
等奖。 

我院学子在 2015 年第四届全国
大学生水利创新设计竞赛中分别获
得一、二等奖。

我院学子在2015年“网中网杯”
大学生财务决策大赛中部区比赛中
获得团体一等奖，全国总决赛团体
三等奖。

我院学子在2016年中国大（中）
学生体育舞蹈锦标赛中分别斩获了
金、银、铜六枚奖牌及一项第五的

优异成绩。
我院学子金洪旭在 2016 年“和

平杯”书画国际联展青山年儿童书
画艺术作品评奖活动中获得金奖。

我院音乐学专业学生郭英爱在
2016 中韩国际交流音乐大赛中获得
湖北赛区一等奖。

我院音乐学专业学生张婉琴在
2016 年“中国婚礼”中华主持策划
师比赛中获得银奖。

我院环境设计专业学生段海霞
在 2016 年第十七届 CUBA 大学生篮
球联赛湖北赛区中获得女子甲组第
一名。

我院英语专业学生林艺丽曾在
湖北省大学生英语演讲比赛中获一
等奖，毕业后在“非你莫属”电视
节目中求职成功。

我院 2008 届法学专业毕业生高
金磊扎根基层，奉献农村，带动当
地村民致富。先后获得湖北省十佳
大学生村官、全国农村青年致富带
头人、中央电视台年度三农人物，
并成为“感动中国”年度候选人。

我院 2008 届英语专业毕业生黄
鹭 2012 年以优异成绩考入意大利米
兰理工大学攻读建筑学博士学位，
并获得国家留学基金委资助。2014
年作为留学生代表获李克强总理接
见。

环艺专业学生赴广州深圳设计机构实习我院学子在全国体育舞蹈大赛获奖

3 答考生问

◎你院是一所什么性质的学院？
答：我院创建于 2000 年 9 月，

是由三峡大学和宜昌教育实业开发
总公司合作，按新机制、新模式举
办的本科层次的全日制普通高等学
校。2004 年 2 月，经教育部批准确
认为高校独立学院。我院艺术类本
专科专业教学均委托三峡大学培养。

◎ 你院在第几批次录取？学院代码
是多少？

答：经各省招生委员会批准，
我院本科专业在外省的录取批次一
般安排在本科二批或本科三批，
国家代码为 13236。湖北省代码为
3117，在湖北省录取批次为：本科
录取在第二批，我院本科艺术类专
业在湖北省为艺术本科（二）批次，
专科只录取湖北考生。

◎你院近几年录取情况如何？
答：根据历年统计，在省、市、

自治区录取的考生，一般为第一志
愿填报我院。2014、2015、2016 年
我院新生报到率均在 91％以上，历
年报到情况均在同类院校前列。

◎如何填报贵校专业志愿？
答：我院开设的专业都是三峡

大学的优势学科和就业好的专业，
也是当前社会特别是现代产业大量
需求的热门专业。除临床医学专业
按成绩录取外，原则上均满足考生
填报的第一专业志愿，所以考生在
填报志愿时可以把感兴趣的专业放
在首位。

◎ 你院今年的调档比例是多少？对
于加分考生如何对待？

答：我院今年按各省市招生部

门规定的投档比例调阅考生档案。
凡各省规定的加分投档的考生，我
院均予以承认。

◎你院 2017 年录取方式是什么？
答：我院 2017 年招生实行远程

网上录取，按照“公平、公正、公开”
的原则，坚持依法招生，具体录取
方法详见《三峡大学科技学院 2017
年招生章程》。

◎你院毕业生就业情况如何？
答：我院每年毕业生就业率在

90% 以上，就业工作依托三峡大学
本部和科技学院两个就业平台，今
年录取到“国家电网”公司人数在
同类院校中位居第一。毕业生主要
面向水利、电力、建筑、冶金、机械、
互联网、电信、金融、教育、行政、
医疗、卫生等行业。主要就业去向有：
考取研究生、考取公务员、考取选
调生、参加“三支一扶”、出国留学、
自主创业和直接就业。

◎你院是否有助学贷款？
答：我院学院贷款为生源地信

用助学贷款，即学生在其生源所在
地银行办理的助学贷款，生源地贷
款金额一般不超过 8000 元 / 年，学
生在校期间由国家财政贴息，学生
毕业后利息由个人承担，2017 年贷
款政策参照所在省市国家规定。

4 招生章程节选

学院中文全称为三峡大学科技学院（以下简称学院），国家标准代
码为 13236。湖北省代码 3117，注册地址为湖北省宜昌市大学路 18 号，
邮政编码为 443002。

学院为独立学院，现有 31 个本科专业面向全国招生，11 个专科专
业面向湖北省招生。学院对符合毕业条件或学士学位授予条件的学生，
按照《独立学院设置及管理办法》【教育部令第 26 号】的相关规定，
分别颁发三峡大学科技学院具印的毕业证书或学士学位证书。

学院的招生工作在三峡大学招生工作领导小组的指导下，在三峡大
学科技学院招生委员会领导及三峡大学监察处的监督下进行，招生联系
方式为：

通讯地址：湖北省宜昌市大学路 18 号   邮政编码：443002  
电话：0717-6394011、6394010、6393106、6399538   
传真：0717-6394011、6393106
学院网址：http://kjxy.ctgu.edu.cn/
E-mail：kjxyzbb@ctgu.edu.cn 
学院以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招生部门所划定的有关批次投档分

数为提档线，按招生部门规定的投档比例调阅考生档案。对于省级招生
部门规定的各种增加分数或降低分数投档的考生，学院均予以承认。

美术类专业（环境设计、视觉传达设计、艺术设计）、音乐学专业录取：
按高考文化成绩和专业统考成绩折合后的综合分排序投档，投档成绩为 
[（高考文化成绩 + 优录加分）×40%+ 专业统考成绩 ×60%]×2。综合
分相同时按专业分优先录取。

播音与主持艺术专业录取 : 按高考文化成绩和专业统考成绩折合后
的综合分排序投档，投档成绩为 [（高考文化成绩 + 优录加分）×80%+
专业统考成绩 ×20%]×2。综合分相同时按专业分优先录取。

学院大学外语教学以英语为主。
凡填报学院志愿的投档考生，按规定录取后一律不换录、不退档。
学院对考生身体健康状况的要求将严格按照《普通高等学校招生体

检工作指导意见》中的有关标准执行。新生进校后均安排体检复查，复
查不合格者将根据《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及学院相关规定处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