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院校代码 院校名称 科类 综合分最低分

0441 河北工艺美术职业学院 理工 ——

0445 河北环境工程学院 理工 323.3

1205 唐山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理工 387.8

1206 天津滨海职业学院 理工 387.8

1211 天津城市建设管理职业技术学院 理工 ——

1216 天津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理工 ——

1217 天津工艺美术职业学院 理工 359.8

1220 天津广播影视职业学院 理工 ——

1221 天津国土资源和房屋职业学院 理工 ——

1231 天津轻工职业技术学院 理工 349.3

1236 天津师范大学 理工 348.7

1241 天津天狮学院 理工 350.7

1252 天津职业大学 理工 363.7

1254 天津中德应用技术大学 理工 366.6

1312 武汉船舶职业技术学院 理工 325.8

1808 武汉交通职业学院 理工 ——

1808 武汉交通职业学院 理工 ——

0071 北京汇佳职业学院 文史 323.1

0441 河北工艺美术职业学院 文史 379.6

0445 河北环境工程学院 文史 361.4

1016 山东英才学院 文史 ——

1039 陕西服装工程学院 文史 383.8

1065 上海工艺美术职业学院 文史 355.6

1159 苏州工艺美术职业学院 文史 386.1

1205 唐山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文史 386.7

1206 天津滨海职业学院 文史 321.8

1211 天津城市建设管理职业技术学院 文史 339

1212 天津城市职业学院 文史 346.4

1216 天津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文史 393.7

1217 天津工艺美术职业学院 文史 251.2

1220 天津广播影视职业学院 文史 304.9

1221 天津国土资源和房屋职业学院 文史 330.6

1231 天津轻工职业技术学院 文史 338.9

2018年艺术类高职批统考A类各院校录取最低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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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校代码 院校名称 科类 综合分最低分

2018年艺术类高职批统考A类各院校录取最低分

1236 天津师范大学 文史 412.2

1241 天津天狮学院 文史 338.5

1245 天津现代职业技术学院 文史 358

1250 天津艺术职业学院 文史 348.9

1252 天津职业大学 文史 397.1

1254 天津中德应用技术大学 文史 400.6

1312 武汉船舶职业技术学院 文史 352.9

1451 邢台职业技术学院 文史 387.3

1808 武汉交通职业学院 文史 338.9

1831 忻州职业技术学院 文史 321.5

文化控制线：艺术文91分，艺术理91分，市级统考专业合格线美术与设计学类60分。
按照综合分排序投档，综合分折算方法：

综合分＝考生文化总分×40%＋考生市级美术类专业统考成绩×2.5×60%
（根据2018年天津市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工作规定，高职批次考生文化总分为语文、数学、

外语三门高考成绩之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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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校代码 院校名称 科类 综合分最低分

0841 南昌理工学院 理工 ——

1220 天津广播影视职业学院 理工 ——

0841 南昌理工学院 文史 488.88

1220 天津广播影视职业学院 文史 448.5

2018年艺术类高职批统考B类各院校录取最低分

文化控制线：艺术文91分，艺术理91分，市级统考专业合格线戏剧与影视学类60分。
按照综合分排序投档，综合分折算方法：

综合分＝考生文化总分＋考生市级戏剧与影视学类专业统考成绩×3.75
（根据2018年天津市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工作规定，高职批次考生文化总分为语文、数学、

外语三门高考成绩之和）

第 3 页，共 6 页



院校代码 院校名称 科类
综合分（舞蹈联考成绩）最低

分

1216 天津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理工 ——

1216 天津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文史 71.33

1250 天津艺术职业学院 文史 60.67

2018年艺术类高职批统考C类各院校录取最低分

文化控制线：艺术文91分，艺术理91分，市级统考专业合格线舞蹈学类55分。
按照综合分（舞蹈联考成绩）排序投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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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校代码 院校名称 科类 文化课最低分

1061 上海电影艺术职业学院 理工 ——

1250 天津艺术职业学院 理工 253

0096 北京戏曲艺术职业学院 文史 134

1250 天津艺术职业学院 文史 120

2018年艺术类高职批校考阶段各院校录取最低分

文化控制线：艺术文91分，艺术理91分，市级统考专业合格线美术与设计学类60分。
戏剧与影视学类60分，舞蹈类55分。按照各校招生录取原则排序录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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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校代码 院校名称 科类 综合分最低分

1205 唐山幼儿师范高等专科 理工 629.45

1288 天津体育职业学院 理工 551.93

1830 石家庄理工职业学院 理工 ——

1205 唐山幼儿师范高等专科 文史 ——

1288 天津体育职业学院 文史 503.93

1830 石家庄理工职业学院 文史 ——

2018年体育类高职批阶段各院校录取最低分

文化控制线：体育文123分，体育理159分，体育专业合格线351.53分。
按照综合分排序投档。综合分折算方法：

综合分＝考生文化总分＋考生市级体育类专业统考成绩
（根据2018年天津市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工作规定，高职批次考生文化总分为语文、数学、

外语三门高考成绩之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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