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上海外国语大学贤达经济人文学院 

2021 年中本贯通转段办法 

 

（一）招生计划及说明 

 

（二）选拔对象 

专业名称 对象 

德语 
仅限上海市工商外国语学校德语（商务）中本

贯通试点的中职阶段三年级学生报考 

 

（三）测试办法 

1.统一文化考试（由上海市教育考试院统一组织） 

5 月 15 日（星期六）  9:00 — 11:30   语文 

14:00 — 15:40  数学 

5 月 16 日（星期日）  9:00 — 10:40   外语 

2.技能水平测试（由我校组织） 

（1）准考证查收办法 

考生须持本人有效身份证件（原件）和学校邮寄的《技能水平测试》准考证，

方可参加考试。 

（2）测试时间、内容及地点 

测试时间：5月 22 日（星期六）  9:00 — 11:00   德语 

14:00 — 16:00  国际贸易综合技能 

 

测试地点：虹口校区（东体育会路 390 号），具体考场安排见当日教学楼前

公告。 

专业名称 招生人数 层次 学制 

德语 不超过 30 人 本科 4 

招生计划无男女比例限制 



（3）测试内容及评分标准：详见本办法附件 

 

（四）录取规则 

1.作为录取依据的转段考试成绩 = 统一文化考试成绩 + 技能水平测试成绩。 

2.考生转段考试成绩须达到我校划定的转段资格线。 

3.转段还须同时满足以下条件，不符合下列任一条件者将不予转入本科段学习： 

（1）考生须完成中职阶段学业，成绩合格； 

（2）考生统一文化考试成绩须达到 2021 年上海市普通高校招收“三校生”统一

文化考试最低录取控制分数线； 

（3）考生技能水平测试成绩须达到我校划定的合格线。 

 

（五）疫情防控要求 

在疫情常态化防控期间, 为有效防范疫情传播，我校疫情防控要求参照三校

生招考公告执行。 

 

（六）收费标准、 

学费：45000 元/生/学年【沪教委民（2015）4 号】 

住宿费：5000 元/生/学年【沪教委民（2015）4 号】（收费标准由民办院校自主

确定） 

 

（七）联系我们 

招生办联系电话：021-51278037、51278024 

学校官网：https://www.xdsisu.edu.cn/ 

招生信息网：https://zhaoban.xdsisu.edu.cn/ 

 

（八）其他说明 

（1）我校中本贯通转段考全程接受本校招生工作监察小组的监督。 

举报电话：021-51278238 

 

（2）本转段办法中未尽事宜按上海市教育委员会关于中本贯通有关文件和会议

精神以及上海市教育考试院相关文件执行。 

 



附件 1 

 

2021 年上外贤达学院德语专业中本贯通转段 

技能水平测试考试大纲 

 

考试科目 1：《德语》 

一、命题原则 

1．考试目标 

本考试大纲仅适用于上海市工商外国语学校 2021 年德语（中本贯通）转段

考试的学生，主要考核学生是否具有基本的德语语言能力，熟识德语语音、基础

词汇及基本语法，掌握德语听、说、读、写、译等各项技能，具有一定的德语交

际能力，并对德语国家文化有一定了解。 

2．考试标准 

以上外贤达学院与上海市工商外国语学校德语专业中本贯通相关课程大纲

为参照依据，以欧盟语言标准 A2 等级为参考标准，侧重考查德语语音、基础词

汇、基本语法及德语语言在日常生活场景中的应用。 

3．考试依据和范围 

考试依据以本考试大纲为主，命题范围严格遵循考试大纲。 

 

二、考试内容 

1. 语音 

   德语语音基本发音规则：元音和辅音的发音方法、辨析长短元音、划分音节、

判断重读音节及把握基本语调等。 

2. 词汇 

   符合欧盟语言标准 A2 等级词汇范围（详见附录）。 

3. 语法 

(1) 名词：性、数、格的变化及基本用法（包括定冠词、不定冠词及否定冠词等） 

(2) 代词：人称代词和物主代词的变化及基本用法 

(3) 动词：常用动词（包括情态动词）直陈式现在时、现在完成时、过去时、过

去完成时和第一将来时的形式及基本用法；命令式的基本用法；被动态的基



本用法；动词支配带“zu”不定式的基本用法 

(4) 形容词：比较级和最高级的构成；形容词变格及基本用法 

(5) 介词：表示时间、地点、情状、原因的常用介词及其基本用法 

(6) 从句：名词性从句、时间/原因/让步/条件/目的状语从句和关系从句的句型

特点及基本用法 

4. 交际情境 

（1）关于问候与介绍的基本问答，道歉 

（2）家乡、语言和国家 

（3）认识新朋友，个人信息交换，家庭和亲属介绍 

（4）学校生活，日程，课程表 

（5）质量、数量、价格，礼物的选购和推荐 

（6）饮食习惯，餐桌礼仪 

（7）爱好，生日庆祝会，业余时间安排 

（8）看病 

（9）住宅和居住情况的描述和评价 

（10）问路并描述行走路线 

（11）建议，请求，禁令 

（12）讲述已发生的事 

（13）自己的打算、梦想 

（14）提出猜测，评论，反驳 

（15）圣诞节、春节、新年祝福，访友 

（16）人物描述 

 

三、考试形式和考试题型 

（一）考试形式： 

本科目采取闭卷笔试，考试时间为 120 分钟，总分为 150 分。 

（二）考试题型： 

1. 听力理解（20 题，每题 1 分，共 20 分） 

2. 阅读理解（20 题，每题 1.5 分，共 30 分） 

3. 词汇与语法（50 题，每题 1 分，共 50 分） 



4. 语言应用（2题，根据题目所提供场景补全对话，每题 15 分，共 30 分） 

5. 作文（2 题，第 1题为小作文，5分；第 2题为大作文，15 分，共 20 分） 

 

 关于阅读理解部分的补充说明： 

(1) 篇幅：总字数 600 词左右，包括若干篇短文； 

(2) 体裁：叙述文、议论文、说明文等； 

(3) 题材：人物传记、社会、文化、日常生活及科普知识，文中所涉及的背景知

识应能为中学生所了解，符合中学生知识储存。 

 

四、参考资料 

主要参考教材 

1. 《Daf Leicht 欧标德语教程》 A1、A2、B1 等级 

2.《当代大学德语》第一、二册及其它参考资料 

 

 

 

 

 

 

 

 

 

 

 

 

 

 

 

 

 



附件 2 

 

2021 年上外贤达学院德语专业中本贯通转段 

技能水平测试考试大纲 

 

考试科目 2：《国际贸易综合技能》 

一、命题原则 

1．考试目标 

本考试大纲仅适用于上海市工商外国语学校 2021 年德语（中本贯通）转段

考试的学生。主要考核学生在完成中专段学习任务后，对国际贸易专业课基础知

识的理解，主要是国际贸易业务流程、外贸单证的基本概念、基本原理的应用，

及国际贸易业务实际操作的掌握。 

2．考试标准 

以上外贤达学院与上海市工商外国语学校中本贯通德语专业相关课程大纲

为参照标准，侧重对基本概念、基本原理的应用、技能及方法的考核。 

3．考试依据和范围 

考试依据以本考试大纲为主，命题范围严格遵循考试大纲。 

二、考试内容 

1. 商品品质、数量、包装 

（1）基于商品品质定义的具体运用和表示方法 

（2）商品数量相关计量单位的使用，商品重量相关计量方法的运用 

（3）商品包装的种类、包装标志和唛头的使用 

2. 《2020 年国际贸易术语解释通则》（教材为 2010 通则） 

（1）基于 FOB、CFR、CIF 三种贸易术语异同点的具体应用 

（2）商品价格构成和价格换算 

（3）基于佣金定义、表示方式的佣金计算等 

3. 商品运输和运输保险 

（1）基于海洋运输种类、特点的理解及运用 

（2）班轮运费计算 

（3）合同中装运条款的理解及运用 



（4）我国海洋货物运输承保范围、保险险别的理解及运用 

（5）保险金额、保险费的计算 

4. 国际货款结算 

（1）汇票定义、种类 

（2）汇付定义、分类、特点、汇付操作流程（初步了解） 

（2）托收定义、分类、特点、托收操作流程（初步了解） 

（3）信用证定义、分类、主要特点、信用证操作流程 

5. 合同磋商程序 

（1）交易磋商环节 

（2）发盘与接受 

6. 合同的履行 

主要掌握 CIF+L/C 条件下出口合同的履行流程。 

7. 商业单据的缮制 

（1）商业发票的缮制 

（2）装箱单的缮制 

（3）海运提单的缮制 

（4）保险单的缮制 

（5）原产地证明和普惠制产地证明的缮制 

8. 结汇单据的缮制 

主要掌握汇票的缮制。 

三、考试形式和考试题型 

（一）考试形式： 

本科目采取闭卷笔试，考试时间为 120 分钟，考试总分为 150 分。 

（二）考试题型：（可调整） 

1. 单选题（20 题，每题 1分，共 20 分） 

2. 判断题（10 题，每题 1分，共 10 分） 

3. 简答题（4题，每题 5 分，共 20 分） 

4. 计算题（2题，每题 10 分，共 20 分） 

5. 案例分析题（2 题，每题 15 分，共 30 分） 

6. 操作题（1题，每题 50 分，共 50 分） 



四、参考资料 

主要参考教材 

1．陈志红．国际贸易业务流程（第二版）．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 

2．吴穗珊．外贸单证实务（第 2版）．电子工业出版社，2017. 

3．李彦荣. 外贸单证实务，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9. 

其它参考资料 

4．陈志红．国际贸易业务流程 习题集．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 

5．吴穗珊．外贸单证实务 学习指导与练习．电子工业出版社，201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