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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01 外贸业务员岗位职责
 



外贸业务员
有什么样的任职要求？？？



外贸业务员岗位5项职业核心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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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具备良好的外贸知识；

2.熟练操作各平台软件；

3.了解进出口业务流程，熟悉外贸进出口业务环节；

4.良好的英语听、说、读、写技能；

5.具备较好的沟通、协调及执行能力，工作踏实认真、应对快捷敏锐，

责任心强。



• 2017年《政府工作报告》指出
“广大技能人才是工匠精神的主要传承者、实践者和创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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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敬业：“事思敬”

精益：“天下大事，必作于细”



“工匠精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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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新

时代的外贸人，我们要深刻领悟到“工匠精神”的

丰富内涵，精益求精，一丝不苟的做好我国新时代

的外贸人。



小组活动

• 头脑风暴                                   绘制思维导图



小组汇报及总结



PART02 国际贸易概述1



1.国际贸易的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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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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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口/进口

过境 

有形

无形

双边 

多边

移动方向 形态 参加国的数量

2.国际贸易的类型



移动方向

出口贸易：指将本国生产

和加工的货物因外销而运出

国境。

进口贸易：将外国生产和

加工的货物外购后，因内销

而运进国境。

过境贸易：从甲国经过丙

国境内向乙国运送的货物，

而货物所有权不属于丙国居

民，对丙国来说，作为过境

贸易。 



测试：连线

出口贸易   进口贸易  过境贸易



形态

货物贸易和服务贸易。货

物贸易又称有形贸易，是指

物质商品的进出口。

服务贸易又称无形贸易，

是指服务商品的进出口。按

照WTO的分类，国际服务贸易

分为商业，通讯，建筑，销

售，教育，环境，金融，健

康与社会服务，旅游，文化

与体育，运输等



测试：连线

有形贸易   无形贸易



想一想

3.中国对外贸易的发展

中国对外贸易的历史十
分悠久，你知道哪些具
有里程碑意义的事例呢？

请举例。



1）丝绸之路：贸易线路



锲而不舍

不忘初心

张骞



明代《南都繁会图》中描绘的南京市场场景。商家纷纷打
出“东西两洋货物俱全”等招牌，反映出当时中外国际贸易
已很发达，进口货街头就有。

2）丝绸之路：贸易商品



测试题：哪些商品是我国古代贸易中的出口商品？哪些是进口
商品？

• 茶叶

• 丝绸

• 葡萄

• 漆器

• 铁器

• 香料

• 马匹

• 哈密瓜

• 胡椒

• 珠宝

• 纸张

• 书籍

• 琉璃

• 象牙



3）运输方式



愿景：

“大家携手前进的阳光大道”

高度平等开放的全球性合作

贸易互通

经济融合

当代的丝绸之路：一带一路



4）一带一路：贸易线路

中国-蒙古-俄罗斯经济走廊（China-
Mongolia-Russia Economic Corridor，
CMREC）
新亚欧大陆桥（New Eurasian Land 
Bridge ，NELB）
中部地区和西亚经济走廊（China-Central 
and West Asia Economic Corridor，
CCWAEC）
中国-印尼-中国半岛经济走廊（China-
Indo-China Peninsula Economic Corridor，
CICPEC）
中国-巴基斯坦经济走廊（China-Pakistan 
Economic Corridor ，CPEC）
孟加拉国-中国-印度-缅甸经济走廊
（Bangladesh-China-India-Myanmar 
Economic Corridor，BCIMEC）



• 大规模技术进口——核心技术进口
• 技术内容进口——技术模式进口
• 技术进口占主导地位——技术出口扮演重要角色

5）一带一路：技术出口和技术进口

京东数科和泰国
尚泰集团合作

安凯客车出
口叙利亚



6）一带一路：运输方式

• 空运

• 陆运

• 海运

• 邮购



续写“张骞精神”

不忘初心、不辱使命

拥有贸易自信

做新时代的贸易使者！



PART03 国际贸易概述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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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

国际贸易中，交易双方是否应遵
循某种规则来进行贸易活动？

是



国际贸易： 世界各国（地区）之间

                              商品、
服务的交换活动

各国（地区） 不同的交易习惯和方式

贸易纠纷



贸易
纠纷

   Win-Win



         没有规矩，

不成方圆



国际贸易中的“规矩”： 国际贸易公约

交易方得“圆满”遵守

：两个或两个以上主权国家

贸易

各种协议



国际贸易公约（International Business Convention）

是指两个或两个以上主权国家为了确定彼此的贸易方面的权利和义

务而缔结的诸如公约、协定、议定书等各种协议的总称。



国际贸易公约

《国际货物买卖统一法公约》

《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

《统一提单若干法律规定的国际公约》

+
国际贸易惯例

《国际贸易术语解释通则》

《跟单信用证统一惯例》（UCP600）

《托收统一规则》

国贸
法律
体系



《国际货物买卖统一法公约》

《国际货物买卖统一法公约》（Convention on Uniform 
Law for the International Sale of Goods），简称《海牙第
一公约》。国际统一私法协会于1930年组织了一个“国际
货物买卖统一法公约起草委员会”，着手公约的草拟工作。
经过30多年的努力，1964年4月25日在海牙召开的有28个
国家参加的外交会议上通过了《国际货物买卖统一法公
约》及其附件《国际货物买卖统一法》，同年7月1日开
始签字，1972年8月18日起生效。1964年海牙会议同时通
过的还有《国际货物买卖合同成立统一法公约》（简称
《第二海牙公约》）。



• 《海牙第一公约》的内容主要体现了欧洲国家的国际贸易实践和

大陆法系的传统，因此只在少数西欧国家之间生效。为了在平等

互利的基础上发展国际贸易，推动国际经济新秩序的建立，减少

国际贸易的法律障碍，世界上大多数国家认为应该制定一部易为

不同社会、经济和法律制度的国家均可接受的国际货物买卖统一

法，于是，1968年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以《海牙第一公约》

和《海牙第二公约》为基础，着手草拟新公约，即形成此后的

1980年《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



《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

• 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the United Nations Convention 

on Contracts for the International Sale of Goods，CISG)。根据联

合国大会的授权，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会议于1980年3月10

日至4月11日在奥地利维也纳举行（维也纳会议），共62个国家

的代表出席。在这次会议上通过了该公约。1988年公约在达到法

定批准国家数额后正式生效。



《联合国国际货物买卖合同公约》共分为四个部分：

• （1）适用范围；

• （2）合同的成立；

• （3）货物买卖；

• （4）最后条款。



《统一提单若干法律规定的国际公约》

• 统一规范承运人与托运人的权利、义务和赔偿责任的国际公约，又称《海牙

规则》。它是海上运输方面十分重要的国际公约。

• 制定为了统一海上件杂货运输中有关承运人的权利、义务和赔偿责任,限制

承运人以契约自由为借口,任意在提单上规定免责条款和扩大免责范围，以

期在承运人和托运人双方之间建立更为合理的权利、义务关系，1924年 8月

25日在比利时布鲁塞尔召开的外交会议上制定并通过了《统一提单的若干法

律规定的国际公约》。



国际货物贸易的基本业务程序

•出口业务流程图.doc



知识竞赛

• 教师活动：通过知新平台下发国际贸易理论知识赛题。

• 学生活动：完成赛题。



小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