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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考试简介



“国际人才英语考试”（English Test for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ETIC），简称“国才考试”，是北京外国语

大学中国外语测评中心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

参与全球治理能力不断提升、国际影响力日益增强的时代背景

下研发的英语沟通能力认证体系，于2016 年正式推出。

国才考试旨在为国家和社会培养和选拔有家国情怀、有国际视

野、有专业本领的国际化人才，为推动中国更好走向世界、世

界更好了解中国作出特有贡献。

考试简介



考查能力考试理念

 立足中国

 沟通世界

 服务职场

 推动教学

国际视野与
协商合作能力

跨文化理解与
表达能力

分析问题与
解决问题能力

考试简介

 国才中级用于评价、认定高校学生及社会人士在一般国际交流与工作场合运用英
语开展工作的能力。

 国才考试坚持分类优秀的人才理念，分为“国才初级”“国才中级”“国才高
级”“国才高端”“国才高翻”五大类别，服务于各级各类、各行各业不同岗位
的人才选拔。



考试内容2



 国才中级由口头沟通和书面沟通两部分组成。每部分包括四项任务。考

试采用计算机辅助形式。考试时间约110分钟。

 “国才中级”口头沟通考试内容与时间

考试内容 题目数量 考试时间

任务一 解说数据 5题

23分钟

任务二 回复留言 1题

任务三 报告信息 1题

任务四 专题发言 1题

考试内容



国才中级由口头沟通和书面沟通两部分组成。每部分包括四项

任务。考试采用计算机辅助形式。考试时间约110分钟。

 “国才中级”书面沟通考试内容与时间

考试内容 题目数量 考试时间

任务一 会议纪要 10题

87分钟
任务二 研判材料 10题

任务三 撰写提要 1题

任务四 撰写邮件 1题

考试内容

成绩等级分为优秀、良好、合格和不合格。 成绩等级



3 任务解析



3.1 口头沟通任务



任务一 解说数据

考生90秒内阅读一份商务图表，根据图表所示数据信息，15秒内口头回答5个
提问。

任务形式

任务说明

工作场景 内部盘点、市场调研等。

话题 如不同部门的成本、不同产品的销售额、不同地区的旅游人数等。



Task 1

任务解析

 考查能力 理解并转述数据信息的能力

 话题选取 不同电子产品在不同时期的投诉量

 场景设置 公司为不同的产品做市场反馈调研，
获取数据并进行数据解读与分析

Key:

Q1. 1053

Q2. cell phones

Q3. cameras

Q4. laptops 

Q5. 2020



作答建议

 读图：各项目（横纵轴、表头、单位）；各数值；显著变化（如波动）；极值；整体趋势

 听题：疑问词（如how many)；项目（如cell phones）；年份（如2020）；题目考察点

（lowest, highest, increase, decrease ...)

 答题：注意数字读法；单位及货币符号；回答尽量简短，减少错误



任务二 回复留言

考生听一段150词左右的语音留言，准备60秒后，根据3个要点要求在60秒内
回复留言。

任务形式

任务说明

工作场景 业务洽谈、项目跟进、客户关系处理等。

话题 如发货延迟投诉、会议酒店预订、市场调研任务布置等。



Task 2

任务解析

 考查能力

 理解并回应他人口头信息的能力；

 与人协商、合作的能力；

 分析对方（或自己）需求、提出解决方案（或问题）的能力（思辨能力）；

 跨文化理解和表达能力

 话题选取 人员安置

 场景设置 公司内推



评分标准（口头沟通任务二）

分数档 话题阐述 语言表达

5分

 内容扣题
 准确完成了任务要求
 条理比较清晰

 表达比较流利
 词汇、语法比较准确
 句式比较灵活
 表述比较得体
 偶有个别口误

4分

 内容扣题
 完成任务要求
 条理基本清晰

 表达基本流利
 词汇、语法基本准确
 句式有一定变化
 表述基本得体
 有个别口误，基本不影响理解

3分

 大部分内容与主题相关
 基本完成任务要求
 有一定条理

 表达有时不太流利
 词汇、语法基本准确，但使用

范围有限
 句式略显单调
 表述有时不太得体
 存在语言错误，有时影响理解

2分

 少部分内容与主题相关
 未能完成任务要求
 条理不够清晰

 表达时常不流利
 词汇、语法不准确，影响理解
 句式比较单调
 表述不太得体
 语言错误明显，影响理解

1分 个别话语与主题有关 仅能说出少量词语或句子
0分 内容与主题无关或未作答

评分标准：
1. 含两个维度；0-5分档；
2. 各维度含不同要点的完成要求；
3. 内容离题则其他维度同样不得分。



评分解析

Thank you for recommending Wang Zhiyuan. Wang Zhiyuan’s experiences are really attractive for me. I bet he would fit in the job

perfectly as a Junior data analyst. I'm very interested in his experience. So would you please help me prepare his resume and his

report on his performance in IT department? Would you please also send these two files to my EMAIL address as soon as possible? I

would be very interested to look at it and give you an answer. Also, as of interview, I suggest what about meeting at 9:00 am next

Tuesday in international building room 409? I will also send you the details about the interview later to your EMAIL address. Thank

again for recommending Wang Zhiyuan. I bet we will have a perfect cooperation together. Thank you so much.

话题阐述 语言表达

5 5

要点1

要点2

要点3

拓展1
拓展2

拓展3

语言表达：语气得体，语言流畅，词汇和句型有一定的变化。

话题阐述：有要点；有拓展；且有头有尾，有条理。

要点与原文对应



作答建议

 读题：任务背景、自己及沟通对象身份、回复要点（抓关键词）；

 听题：根据回复要点有针对性地听、记笔记；注意留言结构（开宗明义、提出要求/问题/方案、解

答疑惑、结尾语）；

 准备：如何表达情绪，如何提出/回应要求，如何提出建议；

 回答：注意留言基本结构（有开头有尾语），按照要点顺序作答，运用基本表达方式。



任务三 报告信息

考生听一段200词左右的发言，借助笔记准备90秒后，用90秒口头总结发言的主要
内容。

任务形式

任务说明

工作场景 行业动态分享、业务学习汇报等。

话题 如机器人应用、节能环保措施、5G眼镜应用等。



Task 3

任务解析

 考查能力
 根据既定情境（redecorating the offices)，以特定身份 (assistant manager) 向指定对象

(manager) 口头总结主要信息的能力；
 分析、辨别主旨及重要细节的能力（思辨能力）
 跨文化理解和表达能力

 话题选取 办公室装修

 场景设置 公司为提升办公环境，学习如何进行办公室装修



评分标准（口头沟通任务三）

分数档 内容阐述 语言表达

5分

 准确概括了发言要义
 条理比较清晰

 表达比较流利
 词汇、语法比较准确
 句式比较灵活
 表述比较得体
 偶有个别口误

4分

 基本概括了发言要义
 条理基本清晰

 表达基本流利
 词汇、语法基本准确
 句式有一定变化
 表述基本得体
 有个别口误，基本不影响理解

3分

 大致呈现了发言要义
 有一定条理

 表达有时不太流利
 词汇、语法基本准确，但使用范围有限
 句式略显单调
 表述有时不太得体
 存在语言错误，有时影响理解

2分

 未能概括发言要义
 条理不够清晰

 表达时常不流利
 词汇、语法不准确，影响理解
 句式比较单调
 表述不太得体
 语言错误明显，影响理解

1分 仅个别话语与主题有关 仅能说出少量词语或句子
0分 内容与主题无关或未作答

评分标准：
1. 含两个维度；0-5分档；
2. 各维度含不同要点的完成要求；
3. 内容离题则其他维度同样不得分。



评分解析

Good morning, Olivia, I’m heard a talk about office design and productivity. So let me tell you something about it. There were three
basic elements in office design. The first is you need to plan a space in advance, because there will be many different needs in the
office. And the second is lightning. Lightning will greatly impact employees’ productivity. So we need to use natural and artificial
enlightening to make a better environment for our employees. And the third is the desk and chairs. We need to set our desk with
appropriate height and make our chairs be comfortable and supported. And there are two decorative items to use. The first is works
of art, such as paintings and structures. And the second is most commonly the plants. It can not only connect with nature, also clear
the air, and also it can reduce noise level. I hope they will can be helpful to you. Thank you very much.

话题阐述 语言表达

5 4
话题阐述：有要点；有细节；且有头有尾，有条理

语言表达：比较流利，句式有一定变化，有个别口误

要点与原文对应

要点

细节



作答建议

 读题：背景+话题常识预判，自己和沟通对象身份，笔记标题及5个要点分布（前2后3或前3后2）

 听题：注意发言的结构及衔接词；听笔记标题；按要点个数记笔记

 准备：理顺要点及大意，兼顾细节

 答题：注意身份意识和任务意识（即自己是谁，要干什么）；按要点顺序作答



任务四 专题发言

考生就日常工作类话题及要点准备90秒后，用60秒进行发言。任务形式

任务说明

工作场景 招商引资、活动宣传等。

话题 如世界大健康博览会、中国功夫课、志愿植树活动等。



Task 4

任务解析

 考查能力
 根据既定情境（鼓励参加社区文化节)，以特定身份 (社区工作人员)向指定对象（社区内居住的外国

人) 口头传递信息、说明情况、说服他人的能力；
 分析听众需求和特点，应用已有知识的能力（思辨能力）；
 跨文化理解和表达能力。

 话题选取 社区文化节

 场景设置 社区为丰富居民文化生活开展社区集体活动，邀请外籍居民参加

了解、传播中国社区文化建设及其活动形式，对外传播老百姓的生活故事



评分标准（口头沟通任务四）

分数档 话题阐述 语言表达

5分

 内容扣题
 完成任务要求
 阐述比较充分，信息比较准确
 条理比较清晰

 表达比较流利
 词汇、语法比较准确
 句式比较灵活
 表述比较得体
 偶有个别口误

4分

 内容扣题
 完成任务要求
 有一定细节延展，信息基本准

确
 条理基本清晰

 表达基本流利
 词汇、语法基本准确
 句式有一定变化
 表述基本得体
 有个别口误，基本不影响理解

3分

 大部分内容与主题相关
 基本完成任务要求
 有些许细节，但有时不准确
 有一定条理，但有时不自然

 表达有时不太流利
 词汇、语法基本准确，但使用范围有限
 句式略显单调
 表述有时不太得体
 存在语言错误，有时影响理解

2分

 少部分内容与主题相关
 未能完成任务要求
 阐述不够充分
 条理不够清晰

 表达时常不流利
 词汇、语法不准确，影响理解
 句式比较单调
 表述不太得体
 语言错误明显，影响理解

1分 个别话语与主题有关 仅能说出少量词语或句子
0分 内容与主题无关或未作答

评分标准：
1. 含两个维度；0-5分档；
2. 各维度含不同要点的完成要求；
3. 内容离题则其他维度同样不得分。



评分解析

话题阐述 语言表达

5 5

Hello, ladies and gentlemen, I'm Sandra Lee, a clerk at the neighborhood committee for the skyline
residential community. Here is a good news for you. A community culture festival is to be held. The
purpose of the festival is to expose you to multiple culture and establish good relationships with others.
Besides, any form of activity is welcomed, such as dancing, singing, performing, etcetera. This activity
will be an excellent chance and experience for you, because it offers you an opportunity to socialize. Just
participate in this festival, and I I'm sure you won't regretted. Look forward to your active participations.

话题阐述：有头有尾，要点完备，头两点延展充分，第三点略有延展。

语言表达：总体非常流利，偶有停顿，偶有口误。

要点

拓展



作答建议

 读题：明确任务场景、自己及沟通对象的身份、任务目的，作答要点；

 准备：注意发言的基本结构、自己及沟通对象的身份、任务要点要适当延展

 答题：有头有尾；语速不紧不慢；表达清晰、重点突出



3.2 书面沟通任务



任务一 会议纪要

考生听两段共300词左右的会议发言片段，补全纪要。任务形式

任务说明

工作场景 内外部、各级别会议记录。

话题 如新款照相机介绍、客户投诉处理讨论、各部门工作进展及问题协调等。



Task 1

任务解析

 考查能力 理解并呈现关键信息的能力

 话题选取 无接触可视门铃

 场景设置 研发部向其他部门同事介绍新研
发产品的特点、优势、价格等

了解当代中国的新产品、新科技，与时俱进



作答建议

 读题：各信息类别（如Benefits of using it）；根据空前后关键词猜测所填词的词性

 听题：对照表格信息，按录音内容顺序听题；注意题干表述有时为音频表述的同义替换

 写题：写原词；拼写正确；专有名词注意大写；词数符合要求

 检查：检查所填词填入后，表述的语法是否正确、语义是否有逻辑；检查拼写、大小写



任务二 研判材料

考生阅读一篇500词左右的论证性材料，为段落选择正确的标题，之后选取正
确信息回答问题。

任务形式

任务说明

工作场景 获取行业动态、提升职业素养、了解国别文化等。

话题 如远程办公、AI的应用、金融科技（Fintech）等。



Task 2

任务解析

 考查能力

 归纳段落大意，分析作者观点、论据和论证过程的能力（思辨能力）

 获取与人协商、合作的知识的能力

 获取跨文化知识的能力（跨文化理解能力）

 话题选取上班期间冲浪

 场景设置 部门或单位领导为增强员工的工作幸福感和工作效率，学习经验



作答建议

段落标题题：

 读文章：可读完一段读标题选项；

 读标题：读标题选项；辨别标题内容之间的差别。

判断信息出处题：

 读题：弄清题目要求的对应段落；题目关键

词（如explains cyberloafing）；

 读文章：回读文章，以段落为单位，分析句

间关系 。



任务三 撰写提要

考生阅读一篇500词左右的说明性材料，撰写一份150词左右的内容提要。任务形式

任务说明

工作场景 海外业务拓展前期调研、中外项目合作准备等。

话题 如对象国谈判风格、对象国啤酒业发展现状、疫情下的造纸业市场行情等。



Task 3

任务解析

 考查能力
 根据既定情境（进入非洲市场），以特定身份（助理经理）向指定对象（同事）书面概括主要信息

的能力；
 分析、辨别文章主旨、重要细节及作者观点、态度（思辨能力）；
 跨文化理解和表达能力。

 话题选取 非洲物流业发展现状

 场景设置 物流公司计划拓展非洲市场，开展前期非洲市场调研，汇报调研结果

了解新时代大国外交政策和中非命运共同体内涵



评分标准（书面沟通任务三）

分数档 内容 结构 语言

5分

 准确概括了原文主旨及要点
 详略得当

 条理比较清晰、行文比较连贯
 衔接比较得当

 用词比较准确
 句式比较灵活
 有个别语法错误，但不影响理解
 表述比较得体

4分

 基本概括了原文主旨和要点
 详略基本得当

 条理基本清晰、行文基本连贯
 衔接基本得当

 用词基本准确
 句式有一定变化
 有少量语法错误，但基本不影响

理解
 表述基本得体

3分

 大致概括了原文主旨和要点
 详略不太得当

 有一定的条理和行文推进意识，
但不够自然

 有一定的衔接手段，但不够准
确

 用词有时不太准确，但基本不影
响理解

 句式比较单调
 有少量语法错误，偶尔影响理解
 表述有时不太得体

2分

 未能概括原文主旨和要点
 主次信息混乱

 条理不清晰、行文不连贯
 衔接手段不足或过度使用，且

大都不准确

 用词不准确，时常影响理解
 句式非常单调
 语法错误较多，时常影响理解
 表述不太得体

1分
遗漏了大部分原文要点，或完全
照搬原文

逻辑混乱 语言错误很多并严重影响理解

0分 作答内容与主题无关或未作答

评分标准：
1. 含两个维度；0-5分档；
2. 各维度含不同要点的完成要求；
3. 内容离题则其他维度同样不得分。



评分解析

Dear colleagues, I have read a passage about the African
market and I want to share the main points with you.
Nowadays, there have been more and more people
moving to cities and urban areas in Africa, making it the
world's fastest urbanizing region currently.

As a consequence, Africans meet serious logistical
challenges in terms of locating people and delivering
goods and services.

The lack of a formal system for addresses in many urban
areas leads to inaccurate and unverified addresses,
making it frustrating for local businesses to identify
verification, deliver customer orders and track location
data.

Given to this condition, Okhi combines GPS technology
with photographs and phone location data to solve the
problem and it decides to expand its service into other
markets.

However last-mile delivery od goods is another serious
logistical problem due to the limited transport
infrastructure, causing difficulty in moving goods around.

开头语

原文与摘要对应

原文与摘要对应

原文与摘要对应

原文与摘要对应

原文与摘要对应



评分解析

Luckily, many startups combine technology with a
network of agents with motocycles, cars, and trucks
and some of them have raised millions from
investors.

As the competition to dominate the on-demand
delivery space is getting intense, we should entre the
market as soon as possible to provide fast,
convenient and flexible last -mile delivery services.

内容 结构 语言

5 5 5

内容：要点基本覆盖；重要细节都有；
结构：有条理；有衔接；
语言：比较流利，基本无误。

原文与摘要对应

原文与摘要对应



作答建议

 读题：

 明确双方身份；弄清背景事由；确认沟通目的；

 了解信息来源；

 答题：用自己的语言，切忌抄袭原文；概括关键信息；适当铺垫重要细节；注意字数要求。



任务四 撰写邮件

考生阅读一封80词左右的邮件，根据要求回复邮件，词数在150词左右。任务形式

任务说明

工作场景 回复邮件。

话题 如参访、活动捐赠、住宿安排等。



Task 4

任务解析

 考查能力
 根据既定情境（邀请会议发言），以特定身份（HR Manager）向指定对象（Conference 

Manager）传递信息、说明情况的能力；
 与人协商、合作的能力；
 提出问题的能力（或解决问题的能力）（思辨能力）；
 跨文化理解和表达能力。

 话题选取年度商务会议

 场景设置公司年度高端会议邀请行业领军人物参会并发言



评分标准（书面沟通任务四）

分数档 内容 结构 语言

5分

 内容扣题
 完成任务要求
 有较多细节支撑，信息准确

 条理比较清晰、行文比较连贯
 衔接比较得当
 格式比较规范

 用词比较准确
 句式比较灵活
 有个别语法错误，但不影响理解
 表述比较得体

4分

 内容扣题
 完成任务要求
 有细节支撑，信息基本准确

 条理基本清晰、行文基本连贯
 衔接基本得当
 格式基本规范

 用词基本准确
 句式有一定变化
 有少量语法错误，但基本不影响

理解
 表述基本得体

3分

 大部分内容与主题相关
 基本完成任务要求
 有一定细节支撑，大部分信息准确

 有一定的条理和行文推进意识，但
不够自然

 有一定的衔接手段，个别不准确
 格式基本规范

 用词有时不太准确，但基本不影
响理解

 句式比较单调
 有少量语法错误，偶尔影响理解
 表述有时不太得体

2分

 少部分内容与主题相关
 未能完成任务要求，缺失一个内容

要点

 条理不清晰、行文不连贯
 衔接手段不足或过度使用，且大多

不准确
 格式不规范

 用词不准确，时常影响理解
 句式非常单调
 语法错误较多，时常影响理解
 表述不太得体

1分

 个别字句与主题相关
 未能完成任务要求，缺失两个及以

上的内容要点

逻辑混乱 语言错误很多并严重影响理解

0分 作答内容与主题无关或未作答

评分标准：
1. 含两个维度；0-5分档；
2. 各维度含不同要点的完成要求；
3. 内容离题则其他维度同样不得分。



评分解析

Dear Ms. Marsh,

I'm honored to receive your invitation and thank you for inviating me. I'm now writing to ask you about some
requirements for my speech.

Firstly, you mentioned the dates of the conference, but I still want to know the specific arrangement of my
speech. For example, when will I give the speech and how long should it last? Secondly, since the theme is about
finding and hiring the right employees in my company, can you tell me who is the audience so that I can make my
speech more wonderful. Last but not least, I want to ask you something about the travel arrangements, such as
the accommodation, and the flight ticket. It will be helpful for me to arrange my schedule.

Thank you for your inviating again and look forward to your reply.

Yours,
Roger Zhang

要点2
拓展2

内容：有要点，有拓展
结构：邮件格式规范，条理清晰，衔接得当；
语言：表述得体，语言流畅，词汇和句型有一定的变化。

要点1

要点3

要点2

拓展2

拓展3

内容 结构 语言

5 5 5

已知会议信息



作答建议

 读题：

 明确双方身份；弄清邮件事由；确认沟通目的；

 明确每个要点对应的原邮件内容；

 答题：根据原邮件内容与答题要点的关系，构思写作内容，适当拓展；注意邮件格式；注意表述要得体。



4 备考建议



备考建议

04

03

02

01

提升思辨能力和跨文化能力

加强沟通的情境意识和目的意识

夯实语言基本功，提高语言运用能力

培养国际视野，关心时事热点；熟悉中国文化，具备家国情怀



 《国才考试备考全攻略》系列丛书

− 分类别编写

− 提供考试说明、样题解析、备考知识及

模拟试题

备考资源 - 图书类

 《国才考试模拟题集》

− 一套真题＋八套模拟题

− 深入剖析各个题型及答题思路，帮助考生进

行充分的实战训练

− 目前已出版国才初级、国才高翻（同传）

购买方式：天猫 - 外研图书专营店 / 京东 / 亚马逊等网店均可购买



备考资源 - 在线模考

 国才官网提供免费模考系统

− 提供官方样题、历年考试真题、模拟题

− 百分百还原真实考试场景

− 帮助考生熟悉机考环境、检测自身水平、报考合适科目

使用方式：国才考试官网－备考国才版块－在线模考



备考资源 - 备考学习营

− 国才资深导师直播点睛

− 历届优秀考生全程伴学

− 深度学习语言文化知识

− 全面提升职业综合素养

 入群方式：关注国才考试微信公众号，在对话框

内回复“备考营”，按照提示进行入群操作。

 国才备考学习营

名师带你备考拿高分！



谢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