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课程基本情况

1-1 课程基本信息

课程名称 国际贸易理论与实务
授课
对象

商务英语专业
大学二年级学生

课程类型 □综合素质类 ☑专业教育类
课程
学时

96

开课期数 9学期 学 分 6

是否为马工程
教材相应课程

□是 ☑否
是否使用
马工程教材

□是 ☑否

授课类型 □线上课程 ☑线下课程 □混合式课程

选用教材或
主要教学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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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际贸易—理论、实务、案例、实训》（第二版），胡德华

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2018（“十二五”职业教育国家规划

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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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学改革情况

本课程为商务英语专业大学二年级学生的专业核心课程，

经过 9年的课程建设，从教学内容、教学方法、教学考核等各

方面进行改革。2018 年教师以本课程内容为参赛主题，获四

川省高等职业院校教师教学能力大赛教学设计赛项“二等奖”。

2019 年，立项为校级成效为本及课程思政建设课程。

1-2 课程团队基本信息

课
程
负
责
人

姓名 廖桂苓 性别 女 出生年月 1987.06

职称/职务

副教授/商务

英语专业主

任

毕业学校
/学历学位 西南财经大学/硕士研究生

研究方向
商务英语、

跨境电商
手 机 15108201442

已获得的省
级及以上的
荣誉奖励、
已完成的课
程建设与教
学改革成果

1.获 2019 年四川省高等职业院校教师教学能力大赛专业

课程一组 “三等奖”。

2.获 2018 年四川省高等职业院校教师教学能力大赛教学

设计赛项“二等奖”。

3.参评 2018 年“四川教师风采”学院典型代表。

4.获 2017 年第八届“外研社杯”全国高校外语教学大赛

（职业院校组）四川赛区三等奖。

课姓名 性别 出生年月 职称/职务 任务及分工



吴明玉 女 1986.03 副教授/教师

课程思政案例的撰

写、微课的录制和课

程资料的整理

刘莹 女 1986.03 副教授/教师

课程思政案例的撰

写、微课的录制和课

程资料的整理

叶锐 女 1985.06 副教授/教师
课程教学方法的改革

和教学活动的设计

雷小谜 男 1980.04 讲师/教师
竞赛资料的整理和分

析、微课的录制

潘红君 女 1980.11 讲师/教师

课程思政元素的提炼

和审核、课程思政案

例的设计

二、课程建设

2-1 教学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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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课程知识目标 课程能力目标 课程思政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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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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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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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 建设思路和课程设计

1.课程教学内容

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要积极促进“一带一路”国际合作，努力实现

贸易融通。作为新时代的高校大学生则需要以一往无前的奋斗姿态，朝着实

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奋勇前进。

根据岗位要求、人才培养目标、课程目标和学生特点，将课程内容分为 6

个模块，具体内容和学时安排入下：

序号 模块 教学内容 学时

1

模块一

国际贸易入门

1. 岗位认知

2. 国际贸易概述

6

2 模块二

交易准备

1. 市场调研

2. 寻找贸易伙伴

3. 广告宣传

8

3

模块三

交易磋商

1. 建立业务关系

2. 询盘

3. 出口报价

4. 发盘

5. 进口核算

6. 还盘及接受

30

4 模块四

起草并签订合同

1. 起草合同

1）制定商品的质量、数量、包装和

价格条款

2）制定货物运输条款

3）制定货物保险条款

4）制定货物支付方式条款

5）制定货物检验与索赔条款

6）制定货物不可抗拒力和仲裁条款

2.签订合同

30

5 模块五

履行合同

1. 开证审证改证备货

2. 办理租船订舱

3. 办理货运保险

4. 办理报关报检

5. 办理交单结汇和退税

16

6 模块六

业务汇报

区分整理完成的进出口业务资料，并

进行英文口头汇报

6

2.教学方法、手段与资源

在课堂教学中，应用课堂教学法、小组讨论法、“头脑风暴”法、小组

竞赛法、案例教学法、角色扮演法等多种教学方法，课前充分把握学生关注

的社会热点，并结合上课内容收集详实的案例，找准与社会现实、学生思想



动态的契合点；并以成果导向，构建“学生”为主角、教师引导的互动交流

模式，科学引导学生，达到润物细无声的目的。

通过课件、视频、POCIB 百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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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作品等

各种教学资源，并结合网络平台和知新教学平台等多种教学手段，实现课堂

教学的开放性和有效性。

3.教学实施

（1）教学方式

①课堂教学

课前：教师利用信息化教学平台推送将相关课程资源和任务要求，学生

登录平台，完成相关任务，为课中教学做好准备。在这个过程中，训练同学

们的主动参与意识及团队合作精神。

课中：遵循循序渐进的规律，以成果导向，构建“学生”为主角、教师

引导的互动交流模式，根据专业内容，融入时事案例，科学引导学生，实现

重点，突破难点，达成教学目标。

课后：通过课后任务，实现课内学习的拓展和延伸，帮助学生进行自我

管理和提升。

②比赛训练

通过参加互联网+国际贸易大赛，帮助学生综合运用所学知识，提升专业

技能。

（2）考核评价

①过程考核：70%（出勤 10%+课堂表现 20%+作业或任务 40%）

②期末考核：30%（业务汇报）

小组讨论法

“头脑风暴”法

小组竞赛法

案例教学法

角色扮演法

课堂教学法



三、教学效果

3-1 教学效果

1.专业认同感增强，爱岗敬业意识得到提高

通过课程任务的设计，增强了同学们的专业认同感，2019 届同学选择外

贸业务员和外贸单证员岗位的比例提高了 5%。同学们在工作中的敬业精神也

得到了单位的肯定。

2.学生学习兴趣更浓厚，学习效率更高效

加入课程课程思政案例后，让原本比较枯燥的理论知识生动起来，学生

的学习效率更高效。

3.专业技能得到提升，团队合作能力增强

将思政元素融入到专业技能讲解和训练中，潜移默化地让学生把相关技

能内化，在 2019 年互联网+国际贸易大赛中，同学们进出口核算和单证缮制

的准确率得到了明显提高。

课程思政教学设计案例 1工匠精神之爱岗敬业和精益求精

教学效果

学生对岗位的认知更加清

晰，专业认同感更强。

1 位同学在敦豪全球货运

（中国）有限公司被评为

月度之星；1 位同学获

Damco 公司第 3 季度“优

秀新进员工”等。

思政要点

结合 2017 年《政府工作报

告》，引用古语解释敬业

和精益，引导学生深刻领

悟“工匠精神”的丰富内

涵 ---爱岗敬业和精益求

精。

教学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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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课程思政教学设计案例 2“一带一路”背景下延续古丝绸之路时的“张骞精神”

课程思政教学设计案例 3无规矩不成方圆

教学效果

学生的爱国情怀得到提

升、更明确在振兴中华民

族的发展过程中所肩负的

历史责任。

教学内容

1.了解并熟悉国际贸易的

概念及相关机构；

2.叙述国际贸易的概念、

种类、方式等。

思政要点

讲述张骞开辟丝绸之路的

小故事，加深学生对“一

带一路”倡议的了解，帮

助他们了解我国的对外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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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学内容

1. 了解国际贸易公约及

惯例；

2. 例举主要的国际贸易

公约和惯例。

思政要点

结合国内贸易的案例，突

出贸易法律、法规的重要

作用，引出“没有规矩、

不成方圆”，帮助学生认

识到在国际贸易中，要遵

守“规矩”。

教学效果

学生的规矩意识和法律、

法规意识得到了增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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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 示范辐射

1.专业课程辐射

《国际贸易理论与实务》是商务英语专业的核心课程，经过 9 年的课程

建设，从教学内容、教学方法、教学考核等各方面进行改革。2018 年教师以

本课程内容为参赛主题，获四川省高等职业院校教师教学能力大赛教学设计

赛项“二等奖”。2019 年，立项为校级成效为本及课程思政建设课程。通过

本课程“课程思政”的教学设计，梳理出来一些课程思政案例，可以应用到

商务英语专业的其他专业课程中，比如《外贸单证缮制》、《商务英语函电》

《商务英语视听说》、《跨境电子商务》等课程中。2019 年选自课程《商务

英语函电》的参赛主题“有效沟通、函电先行”获四川省高等职业院校教师

教学能力大赛“三等奖”。

2.其他课程辐射

与大一的思政课程、素质课程以及基础课程形成协同效应，培养新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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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实现商务英语专业人才培养目标。

四、政策支持及配套保障

(一)组织领导

学院成立由党委牵头负责的“课程思政”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制定“课

程思政”建设计划，定期召开“课程思政”建设推进会，完善健全管理制度，

协调解决“课程思政”建设相关问题。开展调研和实践指导，密切关注和支

持一线教师和党支部书记在深化“思政课程”“课程思政”建设中的实践活

动。

(二)计划实施

学院将“课程思政”建设相关工作列入学年工作要点，实施“三教”改革。

组织召开多次“课程思政”专题研讨、交流培训，通过强化培训，提升教师

课程思政的“思政元素”和“思政载体”的选择能力，把握精准选择思政元

素的路径和方法；开展院级“课程思政”课程立项，梳理每一门课程蕴含的

思想政治教育元素，编写教学大纲、教案、课程思政教学案例，制作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