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2级商务英语专业人才培养方案

一、专业代码 660108

二、专业名称 商务英语

三、招生对象 普通高中毕业生（文、理兼收）

四、基本学制 三年

五、社会需求分析

随着中国成功地加入世贸，中国与世界的距离进一步缩小，对外经贸业务也

呈现前所未有的繁荣景象，中国企业全面参与国际竞争，渗透海外市场，特别是

2004 年 7月 1日起施行的“新外贸法”，允许个人经营进出口贸易，我国外贸

业面临了全新、多变的发展机遇, 新老外贸企业对人才的需求“叠加”，无疑将

使国际经贸类人才缺额骤增。

根据中国商务部的信息：06年进出口贸易总额增 20%，超过 1.7 万亿美元 07

年将超过 2 万亿美元，速度保持 15%。外贸行业情况看好。5 年内，国内拥有外

贸进出口权的企业数量将达到36万家，按每家新增企业需要10位外贸专才计算，

就需要 180 万人。而根据教育部门高校就业指导中心统计，中国每年高校经济类

毕业生在 13 万人左右，即使 13 万人全部从事外贸工作，也只能培养出 65 万外

贸人才，尚有 100 多万人才的缺口。

市场的需求和经济发展，使得既具有扎实的英语基础，又拥有一定的国际贸

易专业知识和实践技能的综合性“实用”人才具有很大的市场需求。社会对应用

型商务英语人才需求的广泛性以及商务英语人才素质的通识性、复合性,使得商

务英语专业招生、就业形势良好，各高校纷纷开办商务英语专业，特别是高职高

专院校，商务英语专业已成为学生的热门专业。开设商务英语专业适应了这一新

形势，新变化，具有广阔的市场需求和旺盛的生命力。

六、培养目标

培养拥护党的基本路线，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需要，具有较为宽厚、

扎实的国际商贸基本知识、基本理论，熟悉涉外商务活动的操作规范、政策方针

和相关法律，能够熟练运用英语在对外经贸部门及涉外企、事业单位从事商务活

动的应用型人才。



七、就业去向

就业去向及主要岗位：

1、商务管理、商务翻译、外贸洽谈、经贸文秘、英语编辑、英语记者、驻

外商务代理、涉外公关、涉外导游等工作。

2、中、小学教师

3、自考本科或专升本；大学生村官

八、证书要求

1. 计算机等级证书（一级）；

2. 大学英语（CET）四、六级证书；

3. 全国外贸业务员证；

4. 全国商务英语等级证书(一级)；

5. 翻译专业资格证

6. 普通话等级证书；

7. 外销员证书。

8．国际商务单证员证书

9. 报关员证书；

10. 会计从业资格证

11. 导游资格证

12. 剑桥商务英语初级证书（BEC）；

（选考其中两种以上）

九、人才培养规格和毕业生质量标准

（一）人才培养规格

1.具有扎实的英语听、说、读、写、译的能力，具有以英语为工作语言进行

一般性商务活动的能力；

2.掌握与商务英语专业相关的写作、文秘、计算机应用等方面的知识；

3.能够使用现代化办公设备，具有较强的计算机、网络技术应用能力；

4.具有较强的中英文写作能力和文字处理能力；

5.熟悉主要商务活动各环节操作实务，掌握电子商务的运作；

6.了解中外各国的社会背景知识、风土人情及文化差异；

7.掌握我国对外贸易的方针、政策、法规和国际商务惯例，了解国际贸易、

市场营销等相关知识；



8.具有从事商务工作所具有的文化修养、礼仪素质、道德品质，维护国家和

集体的利益。

（二）毕业生质量标准

1. 基本素质

（1）思想道德素质

有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能用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来观察问题，

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

了解法律知识，具有良好的行为规范，职业道德和文明礼仪。

（2）文化素质

自觉遵守和维护社会公德，踏实笃行，好学上进，善于合作；具有实事求是，

勇于实践，勇于创新的工作作风。

（3）身体心理素质

对个人、现实有正确的认识，有切合实际的生活目标和人生追求；

有良好的心理素质，健全的人格，坚强的意志，较强的心理承受能力和乐观

的情绪；包容理解别人，有良好的团队精神，与人为善，乐于助人，具有换位思

考的态度；

具有良好的身体素质，有自觉锻炼身体的良好习惯和良好的卫生习惯。

2. 职业素质

具有较强的创业精神，认真负责的敬业精神；有较强的工作能力，组织管理

能力和一定的社交能力；热爱祖国，拥护党的领导，以国家的利益为重，严守秘

密；掌握与职业工作岗位相关的基本能力和专业技能。

3. 基本能力与技能

（1）信息采集与处理能力

能熟练打字、电子表格制作及图文处理；能熟练使用 Windows 操作系统；能

熟练使用 Office 软件进行信息处理；能熟练地在因特网上检索、浏览信息、下

载文件、收发电子邮件；会使用常见软件检查和清除常见的计算机病毒。

（2）语言与文字表达能力

能有效运用信息撰写比较规范的常用应用文，如调查报告、工作计划及工作

总结等，且书写工整。

（3）调查研究能力

能熟练应用市场营销、国际贸易、国际商法等知识，分析与预测市场，调查

研究问题的能力。



（4）办公自动化能力

熟练掌握和运用各种新技术、新设备、新系统以提高学习和工作的效率，包

括现代化办公设备、办公软件、基本通讯设施的故障排除。

4. 职业能力与技能

（1）英语语言应用能力

有较强的英语听、说、读、写、译的能力。

（2）商务英语交际能力

熟悉不同文化的背景知识，有较强的跨文化交际能力和商务交际能力。

（3）涉外商贸能力

熟悉主要商务活动各环节的操作实务，国际贸易实务，国际报关实务，进出

口单证实务，商务谈判技巧。

（4）中英文文秘能力

具有较强的中英文写作能力和文字处理能力；熟悉英文贸易函电和有关文件

的格式与书写方法。

5. 基础知识

（1）计算机、互联网操作基本知识

Windows 操作系统知识；文字编辑和办公处理、工具软件、计算机病毒知识；

计算机硬件组成基本知识。

（2）人文知识

英语国家背景知识；中西方文化概况；一般应用文写作知识。

（3）英语知识

掌英语的语音、词汇、语法结构等语音体系知识；听、说、读、写、译的基本

知识；熟练掌握谈话技巧及如何有效地组织信息，如何利用和处理对方的信息等知

识。

（4）常见心理卫生知识

大学生心理健康知识；个人卫生、公共卫生知识。

（5）体育运动知识

健身保健常识；形体训练常识；会一般交谊舞。

6. 专业知识

（1）中英文写作知识

商务文书写作知识；外贸英语函电的撰写及文字处理知识；英语翻译（笔译）

的技巧。



（2）商务活动知识

商务礼仪知识；仪容、仪表、仪态常识；职业着装常识；正确的行为举止常

识；涉外接待礼仪；涉外交往常识；日常接待工作的内容和程序；外事工作的原

则和要求，迎送外宾的要求；涉外宴请常识。

（3）涉外贸易知识

国际贸易进出口实务知识；市场营销、国际商法方面的理论知识；报关实务、

进出口单证实务、外贸函电等基础理论；

（4）商务英语知识

基础外贸口译的特点和技巧；英语听力的理解，组织信息及处理信息的能力；

用英语口头交流的技巧与知识；谈判的技巧与掌握；跨文化交际知识。

十、人才培养模式

迎合社会经济发展的需求，依据岗位定课程，不断对人才培养方案进行调整

与改革，突出英语听说，以“英语”和“商务”为两根主线，并把他们紧密结合

在一起。通过语法、写作、听力、口语、阅读、商务英语等课程的教学，使学生

具备扎实的英语基础和较强的英语交际技能；通过外贸函电、商务谈判、外贸单

证、国际贸易、国际商法等课程的教学使学生具备综合的商务知识和商务技能；

通过实习实训、社会调查及最后阶段产学结合的顶岗实习等实践教学，使学生能

把理论知识和专业技能有机结合起来并在实践中转化为良好的专业综合素质和

职业素质，使学生就业时能满足社会需求，成为“英语+商务”特色的应用型人

才，并具有较强的竞争能力和社会适应能力。

（一）基本模式

1．模式概述：以知识为基础、能力为核心、素质作保证的模块融合式人才

培养模式。

2．目标体系：（见前述培养目标、培养规格及知识、能力、素质标准）

3．内容方式体系：

（1）理论课程体系

①理论教学内容的“必需、够用”问题。所谓“必需、够用”，应是衡量课

程内容是否为职业岗位工作所需，是否满足社会需求与学生个体发展需要。根据

实际调研确定职业方向，在企业、社会、教师、教育管理者的共同参与下制定教

学计划，能较大程度地满足学生适岗、应变、综合、创新的就业与发展需求，并

在产学合作教育中达到企业满意即为“必需”。

②跟踪商务英语的发展前沿，加强新知识、新技能的传授。商务英语作为新



兴的经济活动，其理论和应用还处在不断的发展变化中，特别是基于互联网的信

息处理技术和知识经济的经营理念的发展日新月异。在教学中通过互联网等媒体

紧紧跟踪商务英语发展的前沿，将新的理念、新的知识、新的技能融合与课程体

系中及时传授给学生，使学生能够把握商务英语发展的趋势。

③根据学生就业、企业人才需要，进行课程体系的调整、完善和优化。适当

加强了“国际商务谈判”与“商务英语听说”教学模块的份量和教学比重，增加

了主干课“国际贸易实务”、“国际商务谈判（英语）”的理论学时和校内实训内

容，为本专业核心能力培养作了重要理论铺垫；增加了“国际贸易实务流程”、

“单证操作”两门实训类课程，逐步提高学生应用英语和国际贸易专业知识从事

国际商务活动的技能水平等。

④专业职业技能课程体系构成三个模块：综合英语模块；国际贸易模块；商

务英语综合模块。

（2）实践教学体系

实践教学体系由渗透在理论课程内的基本技能、基本能力训练，集中专项能力

训练实践和毕业前的综合能力训练实践以及人文素质培养训练四大模块组成。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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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专业主要课程和专业核心课程

专业主要课程

综合英语、英语听力、英语口语、英语阅读、英语写作、翻译理论与实践、

英语视听说、商务英语、外贸英语函电、市场营销实务、电子商务概论、国际贸

易理论与实务、商务英语交际、外贸单证实务、商务英语谈判、报关实务、财经

法规与会计 、会计基础、初级会计电算化教程等。

专业核心课程

1.商务谈判

本课程主要介绍商务谈判的概念、属性、特征与类型，分析商务谈判的过程、

谈判的组织及其管理；分析针对不同谈判阶段、不同谈判对手的策略选择；谈判

的思维技巧、语言技巧及行为语言；正式谈判场合和非正式谈判场合的礼节，不

同文化背景下的谈判行为。是英语语言技能与商务专业知识综合能力的体现。

参考学时：48

2.国际贸易实务

具体学习国际贸易的原理及有关西方贸易理论、国际贸易政策，国际贸易的

基本知识、技能及相关知识的应用，通过本课程的学习，使学生掌握有关国际贸

易的基本理论、分析和处理实际业务的能力。

参考学时：72

3.外贸英语函电

本课程旨在培养学生掌握外贸英语函电的基本知识，并能熟练地加以运用，

外贸英语函电的主要任务是培养学生在走上工作岗位后能够迅速适应对外经贸

业务活动的需要，帮助他们系统地学习和掌握外贸英语函电的格式、专业词汇、

行文方法与文体特点，提高学生在外贸业务活动中正确地使用英语的能力，以及

对外进行各项业务联系和通讯活动的能力及进出口业务中的单证填、审、制能力。

参考学时：72

4．外贸单证实务

本课程主要在介绍外贸单证的制作方法中，力求实现“实用性”和“适用性”。

加强信用证、单据制作、单据审核等内容；让学生掌握外贸单据制作的基本原理、



基本方法，以“能力本位”为教学目的，配以针对性极强的练习及时巩固所学的

理论知识，以便学生全面掌握制单与结汇的综合技能。

参考学时：72

5.商务英语

本课程主要根据商务工作的实际需要，以现代商务活动为素材，内容与 BEC

考试联系紧密，从听、说、读、写对考生在商务和一般生活环境下使用英语的能

力进行全面考查，开阔了学生视野，全面提高学生在商贸活动中运用英语的能力；

达到获得剑桥商务英语等级资格证书的能力。

参考学时：120

6. 英文写作

本课程主要讲授英语书信、通知、便条、请柬、名片、提纲、摘要、日常应

用文、一般题材的短文和合同文书。通过大量的训练，使学生能够写出条理清晰、

语法正确、语言通畅、格式正确的短文，培养学生使用英语书写日常公文能力。

参考学时：72

7.综合英语

本课程旨在对学生进行听、说、读、写、译的全面训练，使之掌握英语基本

句型、基础语法、正确的语音语调，以及 2000-2500 左右的英语词汇及短语，并

能将所学知识和技巧运用于实践中。

参考学时：414

8.英语听力

参考学时：204

本课程旨在帮助学生进行英语交流，使学生有较强的听音、辨音和话语听辨

理解能力。包括基础听力和高级听力两个阶段。基础听力着重音素、字句和较短

言语篇，包括：语速为每分钟 30 左右词的简短会话、讲话、讲座和外语电台慢

速英语广播）。高级阶段着重具有较大难度的听力材料，包括：英语长篇讲座、

报告、外语电台正常语速英语

广播。

9.英语口语

本课程采用交际口语教学法，培养学生进行语言交际的能力，注重语言交际

过程，主要培养的技能有：熟悉足够广泛的话题、掌握各种言语功能、领会不可

预知的表达能力、使用得体的语言、共同创造对话。



参考学时：102

10. 英语阅读

Ⅰ.阅读理解：能够读懂英语国家出版的中等难度的各种材料和文章。阅读

速度为 80 个词/分钟，能了解中心大意，抓住主要论点或情节；能根据所读材料

进行推理和分析，领会作者的真实意图。

Ⅱ.快速阅读：能在 3-4 分钟内速读 1000 词左右的中等难度的文章（生词不

超过总词数 3%），了解中心大意，根据上下文和构词知识猜测和判断词义。快

速阅读可分为：

（1）、略读：要求以“全景式”浏览全文。目的是检查对文章大意的理解

程度。重点放在从整体意义上把握作者思维的轨迹。

（2）、寻读：旨在寻找各种特定的具体信息，不要求了解全文大意。

参考学时：102

十二、学时分配表

1、各类课程学时比例表

课程类别 学时数 占总学时比例

公共课 300 15.34%

专业基础课 846 43.25 %

专业课 648 33.13%

选修课 162 8.28%

2、理论教学与实训教学学时比例表

学时分配 学时数 占总学时比例

理论教学时数 1175 42.05%

实习实训教学时数 1619 57.95%

合计 2794 100．00%





十三、课程设置及教学计划进程表

2012 级商务英语专业教学进程表

课

程

类

别

序

号
课程名程

课程

编码

考核

方式

课内学时 学期周数及周课时分配

总计

其中 1 2 3 4 5 6

理

论
实践

18
周

18
周

18
周

18
周

9
周

18
周

通

识

模

块

1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

础
13A0260 考试 48 30 18 3

2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
13A0250 考试 72 54 18 4

3 形势与政策 1、2、3、4 13A027X 考查 64 16 48 (16) (16) (16) (16)
4 心理健康教育 50A2240 考查 20 16 4 (10) (10)
5 就业指导 1、2、3 50A223X 考查 38 24 14 (12) (12) (14)
6 入学教育 50D2270 考查 16 16 (16)
7 国防教育（军训） 50A2250 考查 96 36 60 (96)
8 应用文写作 13B0330 考查 30 20 10 2
9 计算机基础Ⅱ 22A1070 考试 60 30 30 4
10 体育 1、2、3 17A092X 考试 102 12 90 2 2 2
小 计 546 254 292

专

业

模

块

1 综合英语 1、2、3、4 33B193X 考试 414 206 208 6 6 6 6
2 英语听力Ⅰ1、2、3 33B185X 考试 204 78 126 4 4 4
3 英语口语Ⅰ1、2、3 33B182X 考试 102 34 68 2 2 2
4 英语语法 33B1890 考查 30 30 2
5 英语阅读Ⅰ1、2 33B191X 考试 72 48 24 2 2
6 英语写作Ⅰ 33B1870 考试 36 12 24 2
7 商务英语交际 34B1980 考查 36 12 24 2
8 英语视听说 33B1840 考查 36 12 24 2
9 商务英语Ⅰ1、2 34B196X 考试 108 54 54 4 4
10 翻译理论与实践 1、2 33B180X 考试 72 36 36 4
11 外贸英语函电 34B2000 考试 48 32 16 4
12 市场营销实务 16B0830 考试 72 48 24 4
13 电子商务概论Ⅰ 11B0040 考试 72 50 22 4
14 基础会计 考试 72 72 4
15 初级会计电算化 考查 48 24 24 3

16
财经法规与会计职业道

德
考查 48 48 3

17 国际贸易理论与实务Ⅰ 12B0160 考试 72 54 18 4
18 外贸单证实务Ⅱ 12B0190 考试 36 18 18 4
19 报关实务 12B0110 考查 36 28 8 4
小 计 1538 904 634

课内总学时 2084 1158 926 29 34 29 25
综

合

实

践

模

块

1 商务技能实训 考查 30 30 1
周2 社会实践 50D2280 考查 120 120 2周 2周

3 毕业设计（论文） 40D2210 考查 240 240 8
周4 毕业实习（顶岗实习） 40D2220 考查 480 480 16

周小 计 840 840
合 计 2954 1158 1796



十四、专业指导委员会成员名单

季舒鸿、刘超、卢岩、朱玫玫、杨昕、王华、徐其华、刘会霞

十五、专业教师及教辅人员一览表

姓名 性别 学历 职称

季舒鸿 男 硕士研究生 教授

刘超 男 硕士研究生 讲师

卢岩 女 大学本科 讲师

薛才佳 女 硕士研究生 讲师

高英娟 女 硕士研究生 讲师

刘会霞 女 硕士研究生 讲师

李艳 女 硕士研究生 讲师

徐其华 女 硕士研究生 讲师

宋丽 女 硕士研究生 讲师

王华 男 硕士研究生 讲师

张文佩 女 大学本科 讲师

杨昕 男 硕士研究生 讲师

陈玲 女 硕士研究生 讲师

沈波 女 硕士研究生 助教

朱玫玫 女 大学本科 助教

凌云 女 硕士研究生 助教

吴卉卉 女 硕士研究生 助教

左燕凌 女 硕士研究生 助教

韩璐 女 硕士研究生 助教

张颖 女 大学本科 助教

袁绯 女 大学本科 助教

十六、校内实习实训基地一览表

实习基地 建立时间 主要实习实训项目

商务英语实验室 2008年 英语听、说、译能力训练

语 音 室 2008年 英语听、说、译能力训练

商务英语谈判实验室 2009年 英语谈判

十七、校外实习实训基地一览表

实习基地 建立时间 主要实习实训项目 实训时间/天

合肥元美装饰工程设计有限公司 2009-02 办公室自动化、外贸业务操作、商务翻译 90

合肥华艺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2009-02 办公室自动化、外贸业务操作、商务翻译 90

安徽易商数码 2009-04 办公室自动化、外贸业务操作、商务翻译 90

和玺建材 2009-11 办公室自动化、外贸业务操作、商务翻译 90

顺丰科技 2009-11 办公室自动化、外贸业务操作、商务翻译 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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