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北京市大学英语教师专业化能力发展专题研修班 

全国高等学校外语学科中青年骨干教师高级研修班项目 

 

商务英语课程设计与教学方法研修班 

报名通知 
 

2018年，为适应社会发展需求，提高外语人才培养质量，《外国语言文学类教学质量国家标准》

（《国标》）应运而生。《国标》对于外语专业人才的培养提出了更高要求，除具有扎实的外语基

本功外，新时期的复合型外语人才还需掌握相关专业知识，具有良好的综合素质，从而适应我国对

外交流、国家与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各类涉外行业、外语教育与学术研究等多方面需要。商务英语

专业作为外语类专业之一，《国标》对于其课程设置与教学方法也给出了重要指导。 

在新的指导下，如何科学地设计商务英语课程，提高教学方法，提升教学成果，成为许多高校

商务英语专业亟待解决的难题。为了进一步促进符合社会需要和国家发展的复合型商务英语人才的

培养，北京市教育委员会、北京外国语大学中国外语与教育研究中心和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将于

2019年 8月 3-4 日在北京举办商务英语课程设计与教学研修班。研修班特邀北京语言大学王立非教

授、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李琳副教授和赵丹彤老师、西安外国语大学卢珊副教授、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朱晓姝教授、上海对外经贸大学温建平教授、上海大学庄恩平教授、外研社高等英语教育出版分社

李会钦社长等主讲，从《商英国标》着手，讲授商英技能课、专业方向课教学设计、分享教学实践

经验，并关注商英教师发展与人才评价两个维度，带领参班教师提升教学水平，关注人才评价，实

现自身发展。 

一、 研修日程 

日期 时间 课程内容 主讲人 

8 月 3 日 

08:30-09:00 开幕式及课程介绍 
 

商务英语《国标》解读 

09:00-10:00 
《国标》指导下的商务英语专业建设、人才培养与课

程设置 
王立非 

商务英语技能课程教学 

10:10-11:00 综合商务英语课程设计与教学理念 李琳 

11:00-12:00 综合商务英语课程示范观摩及讨论 赵丹彤 

14:00-14:50 商务英语听说课程设计与实践 卢珊 

14:50-15:40 商务英语写作课程设计与实践 朱晓姝 

15:50-16:40 商务英语翻译课程设计与实践 温建平 

16:40-17:00 问答与交流 
 

17:00-17:10 撰写反思日志 
 

19:00-20:30 小组活动：集体备课《新标准商务英语综合教程 1》 
 



 

 

*注：最终研修日程请以报到日领取的研修手册为准。 

 

二、主讲专家（按授课顺序） 

王立非 

北京语言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教育部商务英语国家级教学团队带头人，北京市商务英语优秀教学团队

带头人，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曾赴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乔治城大学、香港大学访学。研

究方向为应用语言学、语料库语言学、商务话语、语言服务等。主持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

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北京市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中央在京高校重大成果转化项目等多项。主要著作有

《商务英语名物化研究》《商务英语论要》《新标准商务英语综合教程》《中国企业“走出去”语言服务蓝皮

书》等，发表 C/SSCI 期刊论文 104 篇。曾获北京市优秀科研成果二等奖，北京市优秀教育教学成果二等奖

2 次。 

 

李琳 

博士、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副教授、硕士生导师。2016 年毕业于对外经济贸易大学，获经济学博士学位。

2008-2009 年美国富布赖特访问学者。主要研究方向为应用语言学、语料库语言学、商务话语。近年来一直

从事商务话语研究，已发表论文 13 篇，其中 CSSCI 核心期刊论文 8 篇，教材 3 本（套），辞书 1 部，主持

和参与多项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科青年项目以及校级科研项目。主要从事《商务英语精读》

《商务英语听说》《国际商务礼仪》教学。 

 

赵丹彤 

博士、对外经济贸易大学英语学院专用英语学系讲师、硕士生导师，主要研究兴趣包括企业话语研究、文

化话语研究、危机传播研究。曾于 2015 年至 2016 年赴美国普渡大学（Purdue University）访学。现主讲课

程包括大学商务英语、经贸英语等。 

 

卢珊 

西安外国语大学商学院副教授，中美富布莱特访问学者，入选陕西省高端翻译人才库。从事商务英语教学

8 月 4 日 

08:30-08:50 总结与反馈 
 

08:50-10:20 小组活动汇报与点评 
各组汇报代表及

专家 

商务英语专业方向课程教学 

10:30-11:20 
商务英语专业《指南》专业方向课程设置原则与培养

目标 
王立非 

11:20-12:00 跨文化沟通课程设计与实践 庄恩平 

商务英语教师发展与人才评价 

14:00-15:00 商务英语专业教师发展路径 王立非 

15:10-16:10 国际人才能力维度与测评 李会钦 

16:10-16:30 问答与交流 
 

16:30-16:40 撰写反思日志 
 

16:40-17:00 闭幕式 
 



 

10 余年，研究方向为商务英语阅读教学研究、商务语篇分析研究、英语国家商务国情研究。从教以来共发

表学术论文十余篇，主持校级教材立项、全英课程建设、本科信息化课程建设各 1 项，主持、参与陕西省

社科基金项目、陕西省教育厅科研项目、西安外国语大学教改项目共 10 项；主编《融通商务英语阅读》,

参编《经贸英语口语》《领先商务英语阅读》等教材；主讲商务阅读与写作、英语国家商务国情、商务视

听说、商学导论等课程。曾获由教育部主办的全国多媒体课件大赛三等奖，西安外国语大学多媒体课件大

赛一等奖，陕西省首届高校课堂教学创新大赛一等奖，全国高校外语教学大赛陕西赛区二等奖，西安外国

语大学青年教师教学竞赛一等奖；多次指导学生参加“外研社杯”全国大学生商务英语实践大赛获得全国二等

奖，西北赛区一等奖；多次指导学生参加 CIMA 商业精英国际挑战赛、ACCA 就业力大比拼等各类比赛，

并获得优异成绩。 

 

朱晓姝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英语学院教授，博士毕业于德国波恩大学，曾在北京外国语大学外语与教育研究中心做

博士后研究，美国富布赖特访问学者。熟练使用四门外语（英语、德语、西班牙语及葡萄牙语），现任巴

西 FAAP 商务孔子学院中方院长，中国管理现代化研究会国际商务谈判委员会理事。长期从事商务英语教

学，学术成果丰硕，同时也有着丰富的跨文化交际经验。 

 

温建平 

博士、教授、硕士生导师，上海对外经贸大学国际商务外语学院院长，兼任上海市外文学会监事，上海市

科技翻译学会常务理事，中国翻译协会专家会员，上海市翻译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中国翻译协会对

外话语体系研究委员会委员，中国外文局翻译专业资格靠考评中心翻译人才评价与高校教学促进专家委员

会委员。主要从事翻译教学与翻译研究工作。曾在《外国语》《中国翻译》《教育研究》《外语界》《外

语与外语教学》《四川外国语学院学报》及其他学术期刊发表学术论文 30 多篇，学术专著 2 部，译著 5 部

（约 80 余万字），并参与其他各种翻译项目约 50 万字，主持完成全国教育科学规划教育部重点项目 1 项，

参与国家社科基金项目 3 项；主编教材《高级商务笔译》1 部，参编教材《英语泛读教程》（第三册），上

海市级精品课程《翻译理论与实践》主要负责人。获校优秀党务工作者、校优秀教师、上海市三八红旗手、

宝钢优秀教师奖等奖项。 

 

庄恩平 

上海大学外国语学院、MBA 教育中心教授，中国新丝路跨文化研究院院长，中国跨文化交际学会常务理事，

意大利摩丹纳大学兼职教授，上海科技大学兼职教授。多次在美国、德国、爱尔兰、意大利大学商学院和

MBA 学院主讲跨文化管理沟通等课程，为国际组织、政府机构、跨国公司进行跨文化培训与咨询工作。 

 

李会钦 

外研社高等英语教育出版分社社长，外研教育测评中心总经理，中国 ESP 研究会副会长，全国应用型本科

院校英语类专业教学联盟理事会副理事长。跟踪研究教育政策、教学方法与理念创新、混合式教学模式应

用、测评与教学衔接、教师教育与发展等领域，致力于将国内外前沿研究成果进行大规模推广与应用，以

提升高校外语课堂教学效率与效果，改善外语教育生态。曾参与策划、出版《新标准大学英语》《新视界

大学英语》《大学思辨英语教程》《新一代大学英语》等大型教材项目，多次组织大型教育改革研讨会及

各类学术会议并进行会议发言。 

 

四、报名程序 

1. 请登录“全国高校外语教师研修网”http://teacher.unipus.cn/进行报名。 

2. 报名和在线缴费截止时间：2019 年 7 月 23 日 

http://teacher.unipus.cn/


 

为保证研修效果，课程人数有限，请尽早报名，报名期间额满为止。 

3. 主办单位将于开班前一星期内将电子版的邀请函发至学员邮箱，纸质盖章版的邀请函可在报到时领取。 

4. 报到日请凭邀请函及有效证件报到。 

五、研修安排 

1. 研修时间：2019 年 8 月 2-6 日（8 月 2 日报到，3-4 日授课，5 日自由活动，6 日离会） 

2. 研修地点：北京外研社国际会议中心（北京大兴区芦城工业开发区） 

3. 报到时间：8 月 2 日 07:30-22:00；8 月 3 日 7:30-8:20 

4. 报到地点：外研社国际会议中心一层大厅 

5. 研修费用： 

1) 1600 元/人（含专家授课、研修资料、教学组织管理、结业证书、教学场地等费用） 

早鸟价：1500 元/人（2019 年 7 月 3 日前报名并完成网上缴费） 

全日制在读硕博士研究生 900 元/人（报到时请出示学生证） 

2) 交通及住宿费用自理。研修班会务组将为所有参班教师预定好住宿房间。 

3) 餐费由主办方承担，餐券于报到时发放，不退不换，遗失不补。 

4) 鼓励提前在线缴纳研修费用，具体方式如下： 

 

 在线缴费：请登录 http://teacher.unipus.cn 注册并缴纳研修费用。 

 现场缴费：现场仅接受 POS 机刷卡（含公务卡）支付 

 对公账户汇款： 

收款人账户名称：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有限责任公司 

收款人账号：620660000020100 

开户行名称：民生银行（北京）万柳支行 

行号：305100001598 

并请注明：商务英语研修班培训费 

汇款后请将汇款凭证拍清晰完整照片，发送至邮箱：training@fltrp.com，我们会及时回复您的邮件。 

 

（4）发票事宜：研修费用由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有限责任公司提供电子发票（无法开具纸质发票），

发票项目为“*非学历教育服务*培训费”，请报名时务必填写准确的纳税人识别号等信息。住宿费发票由入

住酒店提供。 

 

http://teacher.unipus.cn/
mailto:training@fltrp.com


 

六、报名优惠 

1. 北京市院校教师优惠：北京市教委资助北京市院校教师免研修费参加包括本期在内的研修班，每所院校

每年有 8 个名额。请到 http://teacher.unipus.cn 进行注册报名，并下载推荐表，报到现场提交推荐表即可

免研修费。 

2. 团队报名优惠：为鼓励各校外语教师团队建设与发展，单所学校若 5 人以上（含 5 人）同时报名参加

某一期研修班，研修费为标准价格的 9 折优惠。 

3. 多次参班优惠：单人一次性报名 2 期研修班，研修费立减 200 元；报名 3 期，立减 300 元。报名多期

研修班的老师请将各期报名成功的信息截图，发送至 training@fltrp.com 邮箱，优惠金额将于报名参加

的最后一期研修班中扣减。非“2019 年高等学校外语学科中青年骨干教师高级研修班”系列不享受此

优惠活动。 

4. 优秀学员专属优惠：凡参加 2018 年“高等学校外语学科中青年骨干教师高级研修班”并被评为“优秀

学员”者，研修费五折优惠。一期研修班的优秀学员仅限于享受一次优惠活动。 

注：以上优惠不叠加使用。 

七、联系咨询 

 报名网址：http://teacher.unipus.cn 

 咨询邮箱：training@fltrp.com  

 咨询电话：010-88819587；010-88819581 

 学术科研支持：http://iresearch.unipus.cn 

 QQ 学术交流群：626342784 

 微信公众号：扫描以下二维码关注“外语学术科研网” 

 

 

 

 

 

 

北京市教育委员会 

北京外国语大学中国外语与教育研究中心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2019 年 5 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