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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教学设计框架

课程名称
国际贸易理论与

实务
课时 96 学分 6

课程目标

本课程旨在帮助学生了解“一带一路”政策，提供国际贸易专业基本知识，

通过业务流程对比准确区分进出口业务的差别，进而具备从事进出口业务活动

的综合能力。培养学生成为专业敬业、注重细节，具有社会主义法制、诚实守

信、服务意识、质量意识、安全意识，能够团队合作、自我管理的新时代外贸

人，为学生走向外贸业务员、单证员等外贸岗位顺利开展工作奠定基础。

学习成果

1. 能列举“一带一路”合作要点，从事对外贸易活动的国际贸易惯例、法律、

政策和公约以及外贸风险等基础专业知识，复述进出口业务的一般流程，

具有社会主义法制，服务意识、质量意识、安全意识。

2. 能够进行交易准备，准确预算出口报价和核算进口价格，完整正确地撰写

交易磋商阶段的各种函电，注重细节，做到专业敬业。

3. 根据交易详情，实事求是地起草、签订并履行合同，做到诚实守信，不违

约。

4. 能够团队合作，善于自我管理，区分整理完成的进出口业务资料，并进行

英文口头汇报。

思政元素
“一带一路”；社会主义法制、诚实守信、“规矩”意识；服务意识、质量意

识、安全意识；爱岗敬业、专业、精益求精、注重细节；团结合作、自我管理

育人目标

课程知识目标

1.列举“一带一路”合作要点，讲解相关政策和倡议内容，具备从事对外贸易

活动的基础专业知识。

2.识记出口报价和进口核算的计算方法。

3.识记合同条款中商品的质量、数量、包装等相关理论知识。

课程能力目标

1. 能够进行交易准备，准确预算出口报价和核算进口价格，完整正确地撰写

交易磋商阶段的各种函电。

2. 根据交易详情，实事求是地起草、签订并履行合同。

3. 区分整理完成的进出口业务资料，并进行英文口头汇报。

课程思政目标

1.具有国际化视野，增强民族自豪感。

2.树立合规、合法的法律、法规意识，做到诚实守信，守规矩，不做虚假交易。

3.树立安全意识，具备辨别外贸风险防范的能力。

4.爱岗敬业、专业，关注细节、精益求精。

5.具有社会责任感和主动参与意识，有较强的集体意识和团队合作精神。

教材描述

本课程选用的教材为《国际贸易实务实训教程——基于 POCIB 平台的模拟

操作》 主编竺杏月 华树春 陈健 北京：中国商务出版社 2018.07

该教材以 POCIB 教学软件为操作平台，以外贸进出口业务为主线，结合外

贸进出口操作程序，针对外贸进出口业务中的交易准备、报价核算、交易磋商、

合同订立、结算方式的选择、备货与订舱、出口通关、付汇、结汇退税以及进

出口通关与提货等主要业务环节进行模拟操作，帮助学生在仿真的模拟环境中

了解和掌握出口交易的基本程序及主要的操作技能。

此外，选用《国际贸易—理论、实务、案例、实训》（第二版），胡德华主



3

编，高等教育出版社，2018（“十二五”职业教育国家规划教材）和《国际贸

易理论与实务(第 4 版)》 对外经贸大学出版社 傅龙海 主编（“十三五”高

职高专系列规划教材）作为主要理论参考资料。

本课程教学

师资团队情

况

廖桂苓 副教授 主要负责课程设计和授课任务

吴明玉 副教授 主要负责课程思政案例的撰写、微课的录制和课程资料的整理

刘莹 副教授 主要负责课程思政案例的撰写、微课的录制和课程资料的整理

叶锐 副教授 主要负责课程教学方法的改革和教学活动的设计

雷小谜 讲师 主要负责竞赛资料的整理、分析和微课的录制

潘红君 讲师 主要负责课程思政元素的提炼和审核

教学资源

电脑、手机、黑板、教材、课件、视频、POCIB 百科、POCIBI+实训平台资料库、

互联网+国际贸易大赛比赛资料、跨境电商雨果网、中国一带一路网 、阿里巴

巴国际站、智慧职教网站、学生作品、任务书、考核表等



4

课程实施进程表

单元标题

（情景/

模块）

模块一 国际贸易入门 学时 6

教学目标

和主要内

容

能力目标

1. 能通过求职网站找到相应的外贸业务员工作岗位并进行复述；

2. 根据岗位要求和自己的情况，完成思维导图的绘制；

3. 能叙述国际贸易的概念、种类、方式等；

4. 能例举主要的国际贸易公约和惯例。

5. 能讲解国际贸易进出口贸易的流程。

知识目标

1. 熟悉外贸业务员的工作任务；

2. 熟悉外贸业务员岗位的职业能力、职业素质和专业知识的要求；

3.了解并熟悉国际贸易的概念；

4.了解国际贸易的相关机构；

5.了解国际贸易公约及惯例。

思政目标

1. 树立爱岗敬业和精益求精的职业意识；

2. 建立民族自豪感、爱国情怀和强烈的责任感、使命感；

3. 树立遵纪守法的法律、法规意识。

教学内容 对外贸业务员岗位进行认知，熟悉国际贸易基础知识

教学方法

与手段

自主学习法、复述法、讨论法、讲授法、小组学习法、角色扮演法、竞

赛式教学法

手机、纸、笔、电脑、手机、平板、网络、知新树平台、蓝鸽多媒体平
学生参与

设计

1. 查找并复述外贸业务员的岗位职责和要求，绘制思维导图并汇报；

2. 完成课堂测试。

考核内容

和方式

任务一 外贸业务员岗位认知（通过求职网站，找到外贸业务员的岗位

描述；能看懂外贸业务员的工作任务及任职要求并进行复述；绘制思维

导图并汇报。）

任务二 国际贸易概述（正确快速完成测试题）

教学资源 教学文件、平台点到数据、POCIB网络资源—国际贸易基础、招聘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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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实施

过程

一、外贸业务员岗位认知

1. 课前预习

教师活动 学生活动 时间分配

教师通过知新平台下发任务

书，布置课前任务。

学生课前通过各求职网站，独自查找

外贸业务员的岗位职责和要求。

2. 课内分享

教师活动 学生活动 时间分配

讲解课程与职业岗位之间

的关系，本门课程的性质、

地位、教学目标及主要内容

和考核要求。（15分钟）

复述外贸业务员的岗位职责和要求（请

学生 3-4 人为一组，复述分享自己查找

到的外贸业务员岗位信息，主要是岗位

职责和任职要求，鼓励学生积极性，提

高学生的口头表达能力。）（10分钟）

25分钟

3.教师小结

教师活动 学生活动 时间分配

根据学生列举的岗位职责

和任职要求，总结出 5 项职

业核心能力。（8分钟）

记录 5项职业核心能力。（2分钟） 10分钟

4.头脑风暴

教师活动 学生活动 时间分配

对应每一项核心能力把学

生分为5个大组，讲解要求。

（1分钟）

每组学生对应每一项职业核心能

力进行组内头脑风暴。（9分钟）

10分钟

5.思维导图

教师活动 学生活动 时间分配

讲解绘制思维导图的要求，

下发空白纸。（2分钟）

每组学生把要达到职业核心能力需要

具体怎么完成，进行思维导图的绘制。

（20分钟）

22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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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实施

过程

6. 小组汇报

教师活动 学生活动 时间分配

仔细聆听学生的汇报情况，

并做好记录。

每小组派一个同学展示各组的思维

导图并进行汇报。（20分钟）

20分钟

7. 教师总结及布置作业

教师活动 学生活动 时间分配

总结本堂课的知识要点，布

置课后作业。

跟着教师一起回顾本堂课的知识点，

并记录课后作业。

3 分钟

*思政教育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对我国技能选手在第

45 届世界技能大赛上取得佳绩作出重要指示，要在全社会弘扬精益求精的工匠

精神，激励广大青年走技能成才、技能报国之路。工匠精神，英文是 Craftsman’s

spirit，是一种职业精神，它是职业道德、职业能力、职业品质的体现，是从业

者的一种职业价值取向和行为表现。“工匠精神”的基本内涵包括敬业、精益、专

注、创新等方面的内容。

(1).敬业。敬业是从业者基于对职业的敬畏和热爱而产生的一种全身心投入

的认认真真、尽职尽责的职业精神状态。 “事思敬”，是指临事要专心致志不懈

怠。

(2).精益。精益就是精益求精，是从业者对每件产品、每道工序都凝神聚力、

精益求精、追求极致的职业品质。所谓精益求精，是指已经做得很好了，还要求

做得更好，“即使做一颗螺丝钉也要做到最好”。正如老子所说，“天下大事，必

作于细”。

通过 5项职业核心能力中的一条，以出口外贸流程图的各个步骤为例，让学生体

会敬业和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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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实施

过程

二、国际贸易概述 1

1. 课前预习

教师活动 学生活动 时间分配

教师通过知新平台下发任务书，

布置课前任务。

学生课前预习，了解国际贸易的

含义、主要概类型、中国对外贸

易的发展等相关理论知识。

2. 国际贸易的概念

教师活动 学生活动 时间分配

（1）讲授国际贸易的含义：是指

世界各国（或地区）之间商品和

服务的交换活动，是各国（或地

区）在国际分工的基础上相互联

系和依赖的主要形式。（2分钟）

（2）讲授国际贸易的几个重要概

念：国际贸易额、对外贸易额、

对外贸易量、对外贸易依存度、

贸易条件、国际贸易商品结构、

国际贸易地理方向。（8 分钟）

对国际贸易的含义及几个重要

概念进行复述。（8 分钟）

18分钟

3.国际贸易的类型

教师活动 学生活动 时间分配

（1）通过案例，讲授按商品移动

方向的分类：出口/进口/过境。（5

分钟）

（2）通过案例，讲授按商品形态

的分类：有形/无形。（5分钟）

（3）通过案例，讲授按贸易参加

国的数量的分类：双边/多边。（5

分钟）

完成分类连线测试题，通过互评

得出正确答案。（12 分钟）

27 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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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实施

过程

4. 中国对外贸易的发展

教师活动 学生活动 时间分配

（1）播放视频，引

入古代丝绸之路和

当代“一带一路”

的介绍。（7分钟）

（2）总结古代丝绸

之路 VS 当代“一带

一路”在贸易线路/

贸易商品/运输方

式上的变化。（8 分

钟）

（1）完成测试一：通过讨论绘制古代丝绸之

路的主要路线。（4 分钟）

（2）完成测试二：通过查询“中国一代一路

网”，在地图上标出 5 个主要的“一带一路”

沿线国家（分属不同大洲），并对该国与我国

之间的贸易往来做简要介绍。（12 分钟）

（3）完成测试三：通过讨论完成归类题“哪

些商品在中国的古代海外贸易中属于出口商

品，哪些属于进口商品”。（8分钟）

（4）完成测试四：通过讨论完成连线题，考

察对古代和现代不同运输方式的了解（题目中

出现“中欧班列”等极富“一带一路”特色的

图片）（6 分钟）

45 分钟

*思政教育

1.通过引导学生们对古代丝绸之路的了解，讲述张骞开辟丝绸之路的小故

事，表现了张骞不忘初心，不辱使命的爱国情怀。

解析：古代的张骞在及其艰苦的条件下走出了丝绸之路，不被外界影响而动

摇信念，为东西方的经济文化交流做出了巨大贡献。

2.加深学生对“一带一路”倡议的了解，帮助他们理解我国的对外经贸政策，

鼓励学生续写“张骞精神”，做一名不忘初心，不辱使命的新时代外贸人。

解析：“一带一路”政策能够在经济上引领我国与毗邻的其他国家共同发展、

走向富裕，这对于我国的长远发展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较古丝绸之路，“一带

一路”背景下我国的对外贸易从路线上、商品上和运输方式上都有了长足的进步。

在座的同学们拥有良好的沟通便利和强大的祖国做支撑，我们也要拥有一份初

心：即要为国家经济的发展，人民生活的改善做出自己的贡献。要在今后的学习

和工作中，续写张骞走丝绸之路的精神，做一名不忘初心，不辱使命的新时代外

贸人。

https://www.baidu.com/s?wd=%E4%B8%9D%E7%BB%B8%E4%B9%8B%E8%B7%AF&tn=SE_PcZhidaonwhc_ngpagmjz&rsv_dl=gh_pc_zhida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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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实施

过程

三、国际贸易概述 2

1. 课前预习

教师活动 学生活动 时间分配

教师通过知新平台下发任务书，

布置课前任务。

学生课前预习，预习国际贸易公

约和惯例的相关理论知识。

2. 国际贸易公约

教师活动 学生活动 时间分配

（1）知识回顾（2 分钟）

回顾国际贸易的定义、中国对外

贸易的发展以及国际贸易类型

等，让大家对国际贸易有了初步

的认识，也看到了我们国家的国

际贸易的飞速发展。展示 2018 年，

我国货物进出口总额占全球份额

为 11.8%。

（2）知识引入（4 分钟）

随着经济的发展，我们进出

口商品的总类也越来越多样性

了。根据实时新闻--中秋月饼未

收到货案例，引到学生思考原因。

（3）总结原因。（1 分钟）

《中华人民共和国禁止携带、邮

寄进境的动植物及其产品名录》

规定，含有蛋、肉成分的月饼禁

止携带、邮寄进境。

回答教师提问，分析原因。 8 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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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实施

过程

2. 国际贸易公约

教师活动 学生活动 时间分配

（4）知识讲解

教师讲解国际贸易公约的含义、

主要国际贸易公约的基本内容

（10 分钟）

复述表达国际贸易公约的含义、

例举几个主要的国际贸易公约

（2分钟）

12 分钟

*思政教育

“没有规矩，不成方圆”，要求同学们在做国际贸易的时候，要“按规矩”，具有

法律意识，遵守相关的法律法规。否则将会承担违法带来的严重后果。

3.国际贸易惯例及主要法律法规

教师活动 学生活动 时间分配

（1）教师讲解国际贸易惯例的含义、特点及主

要惯例。提问为什么需要国际贸易惯例？什么是

法律优先原则？（7分钟）

（2）下发《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贸易法》、《中

华人民共和国海关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商

法 》、《 2010 年 国 际 贸 易 术 语 解 释 通 则

(INCOTERMS 2010)》、《跟单信用证统一惯例》

（UCP600）、《托收统一规则》第 522 号等法律惯

例相关文件电子版，让学生了解基本内容。

（1）学生通过讨

论，自主查询资料

的方式回答问题。

（3分钟）

（2）阅读相关资

料，了解基本内

容。（15 分钟）

25 分钟

*思政教育

通过法律优于惯例这个点，强调法律优先原则。法律优先，是指上一层次法

律规范的效力高于下一层次法律规范。它要求：在上一位阶法律规范已有规定的

情况下，下一位阶的法律规范不得与上一位阶的法律规范抵触；上一位阶法律规

范没有规定，下一位阶法律规范作了规定的，一旦上一位阶法律规范就该事项作

出规定，下一位阶法律规范就必须服从上一位阶法律规范。实践中，若是法律、

法规、规章均对某事项作了规定，法规、规章与法律不一致的，适用的顺序依次

是法律、法规、规章。这是行政机关在依照法律、法规、规章实施行政管理时必

须遵守的基本准则。

http://www.so.com/s?q=%E6%95%88%E5%8A%9B&ie=utf-8&src=internal_wenda_recommend_textn
http://www.so.com/s?q=%E4%BA%8B%E9%A1%B9&ie=utf-8&src=internal_wenda_recommend_textn
http://www.so.com/s?q=%E9%A1%BA%E5%BA%8F&ie=utf-8&src=internal_wenda_recommend_textn
http://www.so.com/s?q=%E8%A1%8C%E6%94%BF%E6%9C%BA%E5%85%B3&ie=utf-8&src=internal_wenda_recommend_text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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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实施

过程

4. 国际货物贸易的基本业务程序

教师活动 学生活动 时间分配

（1）提问学生是否买过东西？流程是怎样

的？

（2）由国内贸易流程引入国际贸易流程讲解

国际贸易进出口流程分为 4 个部分。播放进

出口流程的视频。（5分钟）

（3）展示参考流程图，并小结进出口流程：

准备阶段、合同磋商阶段、合同签订阶段、

合同履行阶段。

（1）举例回答（2 分

钟）

（2）绘制进出口流程

图，并进行叙述。（10

分钟）

17 分钟

5. 知识竞赛

教师活动 学生活动 时间分配

通过知新平台下发国际贸易理论知识赛题。 完成赛题。 25 分钟

6. 教师总结并布置作业

教师活动 学生活动 时间分配

总结本堂课的知识要点，布置课后作业。 跟着教师一起回顾本

堂课的知识点，并记

录课后作业。

3 分钟

持续改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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