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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2022 年“高教社杯”全国商务英语实践大赛（个人赛） 

竞赛规程 

“高教社杯”全国商务英语实践大赛（个人赛）分商务英语应

用实践、商务策划实践两个子赛项。两个子赛项按照规程独立进行，

单独计奖，选手可以选择参加任一子赛项，或同时参加两个子赛项

均可。 

各赛项规程及赛务组织事宜如下。 

第一部分  商务英语应用实践子赛项规程 

一、 参赛对象：全国本科及高职高专院校在校学生，不限专

业。 

二、 竞赛形式：场外、线上、个人赛。 

三、 竞赛方法：采取线上闭卷答题形式，参赛选手可根据自

身情况在教室、宿舍、家中等处进行，在指定的时间内完成答题。

比赛需要带有摄像头的设备，支持电脑网页端、手机或平板 APP

端。其中手机和平板端需要下载“赛氪”APP，具体考试要求如下： 

1. 考试时需使用带有摄像头的设备进行考试，系统会申请摄

像头权限，考试过程中会进行监控，在 APP 右上方可以隐藏摄像

头。 

2. 考试过程中，切屏次数不能超过 3 次，超过三次后，视为

作弊处理，取消考试成绩。 

3. 考试结果会在资源库进行查重，机翻效果明显或重复率过

高，会自动取消考试成绩。 

4. 考试过程后台会进行审核监控、切屏、以及其他敏感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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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过限制会自动取消考试成绩。 

5. 倒计时结束后自动提交试卷，请注意考试时间。 

四、 竞赛耗时：90 分钟。 

五、 竞赛内容及判分方法：一共 50 道题，全部为客观选择题，

2 分/题，满分 100 分，系统自动判分。分数配比如下： 

 

题型 小题数 分数 分值占比 

听力（三篇） 15 30 30% 

语法、词汇与商务知识 15 30 20% 

阅读理解（两篇） 10 20 30% 

翻译 10 20 20% 

六、 竞赛奖项 

参赛选手奖：依据参赛选手商务英语应用实践赛项得分，设置

“2022 年度全国大学生商务英语语言能力奖”。一等奖占 10%，

二等奖占 20%，三等奖占 30%，选手得分相同时答题时间短者优

先。竞赛组委会颁发电子版获奖证书，获奖选手也可自愿缴费申领

纸质版获奖证书，证书费 30 元/人。 

指导教师奖：所有获奖选手的指导教师可以获得该奖项，竞赛

组委会颁发电子版获奖证书。 

参赛选手商务英语应用实践赛项得分为 60 分（含）及以上者，

可自愿缴费申领由中国对外贸易经济合作企业协会颁发的“商务英

语职业能力等级证书（中级）”，证书费 360 元/人。 

第二部分  商务策划实践子赛项规程 

第一赛段 选拔赛段 

一、 参赛对象：本科商务英语专业在校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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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竞赛形式：场外、线上、个人赛。 

三、 竞赛方法：根据《普通高校本科商务英语专业教学指南》

对毕业设计的要求，在调研基础上，编制创业商务计划书。 

创业商务计划书是创业者在初创企业成立之前就某一项具有市

场前景的新产品或服务，向潜在投资者、风险投资公司、合作伙伴

等游说以取得合作支持或风险投资的可行性商业报告。其本质是要

向潜在投资者展示新公司的现状背景，未来的发展潜力，发展方向，

发展道路，它要如何到达目的地，以及达成后的景象是如何的创业

商务报告。 

报告主题由参赛者自行选定，报告内容应包括背景介绍、项目

分析与市场预测、产品（服务）介绍、人员及组织架构、营销策略、

财务规划、风险管理等，用英文撰写，篇幅不低于 5000 英文单词，

报告格式为 PDF 版本。 

四、 判分方法：满分 100 分，竞赛组委会组织专家进行判分。 

各部分分数占比如下： 

1. 项目选题意义：20% 

2. 项目商务英语专业水平（商务英语能力水平体现）：30%  

3. 项目的可行性与创新性：30%  

4. 报告撰写规范性：20% 

五、 竞赛奖项： 

参赛选手奖：依据参赛选手商务策划实践子赛项选拔赛段得分，

设置“2022 年度全国大学生国际商务操作能力奖”，一等奖占

10%，二等奖占 20%，三等奖占 30%，竞赛组委会颁发电子版获

奖证书，获奖选手也可自愿缴费申领纸质版获奖证书，证书费 30

元/人。 

指导教师奖：所有获奖选手的指导教师可以获得该奖项，竞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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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委会颁发电子版获奖证书。 

参赛选手商务策划实践子赛项得分为 60 分（含）及以上者，

可自愿缴费申领由中国对外贸易经济合作企业协会颁发的“国际贸

易业务助理证书”，证书费 360 元/人。 

六、 竞赛报名：选手登录赛氪网提供的竞赛平台填写信息，

上传 PDF 版本比赛作品。 

第二赛段 决赛段 

一、 参赛对象：选拔赛得分前 12 名的选手。 

二、 竞赛形式：场内、线下、个人赛。竞赛组委会会根据疫

情防控情况调整竞赛形式。 

三、 竞赛方法：参赛选手根据自己的“创业商务计划书”制

作 PPT，在现场向专家用英文讲解方案制作缘由、思路、目标，时

长不得高于 8 分钟，并接受专家 5 分钟的全英文质询。竞赛现场

对外公开直播，观众对每个参赛选手进行点赞。 

四、 判分方法：满分 100 分，专家判分占 80%，观众点赞占

20%。计算方式如下： 

选手商务策划实践子赛项决赛段得分=参赛选手本赛段专家百

分制判分*80%+（本选手获点赞量/选手中获得最高点赞量）

*100*20% 

五、 竞赛奖项 

参赛选手奖：依据选手商务策划实践子赛项决赛段得分，设置

“2022 年度全国大学生国际商务操作能力金银铜奖”。排名前 1-

2 名为金奖，前 3-6 名为银奖，7-12 铜奖。获奖者由竞赛组委会

发给纸质版获奖证书和奖牌。 

指导教师奖：所有获奖选手的指导教师可以获得该奖项，竞赛

组委会颁发纸质版获奖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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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分 赛务组织工作  

一、 竞赛收费 

本竞赛为公益竞赛，免收参赛费。“商务策划实践（决赛段）”

为线下集中竞赛形式，参赛选手差旅费用自行承担，住宿由承办方

统一安排，费用由参赛选手自理。竞赛期间参赛队餐饮由承办方承

担。 

二、 竞赛平台 

竞赛平台由赛氪网提供。 

三、 竞赛指导 

1、 竞赛组委会提供“商务英语应用实践子赛项”练习题 

2、 竞赛组委会提供“商务策划实践子赛项”线上培训 

四、 竞赛日程  

子赛项 序号 时间 赛事进程 

商务英语

应用实践

子赛项 

1 8 月 15 日-11 月 3 日 在线报名 

2 10 月 30 日-11 月 3 日 选择比赛场次 

3 9 月 15 日-11 月 3 日 在线练习 

4 11 月 5 日-11 月 6 日 正式比赛 

5 11 月 10 日 成绩及获奖情况公示 

6 11 月 10 日-11 月 18 日 
商务英语职业能力等级证书（中级）、纸质版获奖证

书申领 

7 12 月初 相关证书邮寄 

商务策划

实践子赛

项 

1 8 月 15 日-11 月 3 日 在线报名 

2 9 月中旬 “商务策划实践子赛项”线上培训 

3 11 月 18 日 “创业商务计划书”提交截止日期 

4 11 月 30 日 选拔赛段成绩公布 

5 11 月 30 日-12 月 9 日 国际贸易业务助理证书、纸质版获奖证书申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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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竞赛日程具体执行会有调整，以官网最终公布的为准 

五、 赛事联系 

1、 竞赛官网：https://www.saikr.com/vse/GJB2022 

2、 赛务咨询：王明   13110025013 （微信同号） 

3、 职业技能证书申领： 

中国对外贸易经济合作企业协会全国外经贸从业人员考试中心 

顾老师：010-67194461     380399555@qq.com 

6 12 月中下旬 决赛，具体时间及竞赛形式另行通知 

7 12 月末 相关证书邮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