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语学院本科培养方案
一、学院简介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外语学院下设阿拉伯语、法语、德语、意大利语、日语、朝鲜（韩）语、俄语、
西班牙语、越南语、葡萄牙语、波斯语和希腊语等十二个学系。除葡萄牙语、波斯语、希腊语外，
其他专业均创建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期，系国内同类院校中开设较早的专业点。
我院 2020 年招生专业共 11 个，分别为日语、阿拉伯语、朝鲜（韩）语、俄语、法语、西班牙语、
意大利语、德语、葡萄牙语、波斯语、越南语。
2007 年，我院非通用语种群【含朝鲜（韩）语、越南语、意大利语、葡萄牙语、波斯语】、阿
拉伯语专业和西班牙语专业被遴选为国家级特色专业建设点。2008 年上述三个特色专业又被确定为
北京市高等学校特色专业建设点。2009 年，我院主要学生实习基地——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广
交会）——被遴选为北京市校外人才培养基地，2016 年又获批成为教育部本科建设工程项目。2010 年，
日语专业被遴选为国家级特色专业建设点。2013 年创办的“中俄经济类大学联盟经管人才培养项目
实验班”（俄语三语培养实验班）项目被确立为教育部 2014 年度本科建设工程项目。2019 年，阿拉
伯语专业成功申报国家级一流本科专业建设“双万计划”项目，朝鲜（韩）语专业成功申报北京市
一流本科专业点建设“双万计划”项目。
学院拥有一支实力较强的教学科研队伍，现有教师 81 名，其中教授 14 名，副教授 31 名，博士
学位 57 名，博士生导师 10 名，硕士生导师 60 名。此外还常年聘有外国专家及外籍教师近 20 名。我
院专业大都是本语种全国教学研究会和文学研究会的理事或常务理事单位，均有教授担任相关学术
团体的理事、常务理事、秘书长、副会长、会长等职务。
外语学院学生成绩优异，屡屡在国内外学科竞赛中斩获大奖。半个世纪以来外语学院为国家培
养了数以千计的优秀人才，他们活跃在我国的外交、外贸、企业管理、法律、金融、会计等领域，
成为国家发展的栋梁之材。
外语学院具有鲜明的国际化办学特色。学校同许多国外大学与机构建立了学术交流关系，其中
与我院各专业有合作关系的就有四十多所。我院教师经常赴国外讲学、参加国际学术研讨会，90％以
上的教师具有国外学习和工作的经历，其中 80% 以上的教师曾在国外留学或进修。另外，我院与相
关国家驻华大使馆保持着友好合作关系。
我院每年通过国家留学基金委员会和校际交流选派百余名本科生与研究生赴国外留学或实习。
每届本科毕业生半数以上有国外留学、实习、访问经历。

二、培养目标
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能够适应社会需要，具备扎实的外语基本功、丰富的经管法知识、
较高的人文素养，具有较强的创新和跨文化交际能力、国际竞争力，毕业后能够从事国际经贸、外交、
外事、企业管理、文化等领域工作的复合型国际化高素质专门人才。

三、培养路径
完善的课程体系是实现人才培养目标的重要保证。外语学院课程体系包括专业外语类课程和通
识类课程两大类。通过两大知识体系的有机融合、合理分配，培养学生扎实的外语基本功、丰富的
经管法知识、较高的人文素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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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体系中的必修课与选修课保持合理比例，以期增强学生的学习自主性。课程体系本着从易
到难、循序渐进的原则，逐步将外语与经贸知识等的讲授结合起来，寻找切入点，增强融合度，逐
步实现真正的复合型培养效果。
专业外语类课程包括基础外语课程和高年级专业外语课程。基础外语类课程包括基础外语、视
听说、外语阅读、语法、外语会话等，旨在培养学生扎实的外语基础和熟练的外语技能。鼓励学生
在基础阶段参加国家举行的专业外语四级考试。
高年级专业外语课程包括语言文学类课程、经贸外语类课程、对象国研究类课程、翻译类课程等，
高年级阶段鼓励学生参加国家举行的专业外语八级考试。
课程性质分为学科基础选修课、学科基础必修课、专业方向必修课。
通识通修类课程包括政治理论与思想品德、英语、体育与健康、人文素质、数学、信息技术、经管法、
职业发展与创新创业等课程，旨在积极贯彻国家教育方针，强化“全人”培养，提高学生综合素质，
促进全面发展。
鼓励学有余力的学生修读辅修、双学位课程。公共外语类课程主要为英语课程，英语为必修课程。
同时，也鼓励学生辅修其它语种的课程。
出国留学取得的学分可以在培养方案的框架内按照学校的有关规定进行认定和转换。

四、专业要求
1. 具有扎实的专业外语基础和较熟练的听、说、读、写、译技能，语音、语调正确。口译、笔译
正确流畅，能独立承担国际贸易、国际经济合作及其他外事工作的口、笔译和相关工作。
2. 掌握国际经济贸易基本理论和国际商务知识，熟悉我国对外贸易和经济合作的方针政策及业务
知识，知识面宽广，适应能力强。
3. 具备第二外语（英语）听、说、读、写、译的基本技能。
4. 了解对象国国情，具有较强的跨文化交际能力。
5. 具有较高的汉语表达能力。
6. 掌握计算机基础知识和应用技能。
7. 具有较强的语言表达、逻辑思维和文章写作能力以及一定的创新能力。

五、学分要求
各专业学生毕业应取得的最低总学分分别为 :
专业

最低总学分

日语

196 学分

阿拉伯语

198 学分

朝鲜（韩）语

196 学分

法语

196 学分

西班牙语

196 学分

西班牙语（维戈商学院 MBA 项目）

204 学分

俄语

196 学分

俄语（法学项目）

200 学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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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

最低总学分

俄语（圣彼得堡项目）

211 学分

意大利语

196 学分

意大利语（企业管理班）

200 学分

德语

196 学分

德语（企业管理方向）

202 学分

葡萄牙语

196 学分

波斯语

196 学分

越南语

196 学分

※ 总学分由课程学分和实践教学学分组成。
1. 课程学分（详见各专业培养方案）
2. 暑期学校课程
要求修读不少于 2 门暑期学校课程。
3. 实践教学学分为 28 学分
项目

周数

周学时

总学时

总学分

军事技能

2

56

112

2

社会调查

2

50

100

2

其他实践

1

50

50

1

认知实习

1

30

30

1

岗位实习

6

40

240

8

劳动教育

16

2

32

2

毕业论文

24

10

240

12

合计

36

—

820

28

社会实践

专业实习

（1）学生必须完成学校要求的实践教学环节，取得相应学分。
（2）实践教学环节学时学分计算规则：社会实践 50 学时计 1 学分；专业实习 30 学时计 1 学分；
劳动教育 16 学时计 1 学分；毕业论文 20 学时计 1 学分。
（3）学生在教师的指导下，完成毕业论文并通过论文答辩。
（4）学生必须取得 1 个讲座学分：参加不少于 5 次学院讲座活动，计 1 学分。
（5）学生出国实习可同时认定为认知实习和岗位实习并取得相应学分。

六、主要课程
详见各专业培养方案。

七、授予学位 文学学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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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考核
学生成绩考核严格按照《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本科生学分制管理办法》、《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本
科生学籍管理办法》及《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学生成绩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执行。

九、专业准入标准（课程）和准出标准（课程）
学院允许符合条件的学生进行跨院转换专业。按照学校教务处统一部署每年春季学期接受其它
学院学生的转入申请；秋季学期受理本院学生的转出申请。跨院转专业的实施人数应控制在一定的
比率内、在规定的学期内完成，原则上不允许在本学院内部进行专业转换。
转出条件：
1. 具备良好的思想品德、心理素质和其它综合素质，在同学中有良好的声誉；
2. 前三个学期的所有外语专业课成绩平均分必须达到 80 分（含 80 分）以上；
3. 英语考试课课程成绩平均分必须达到 80 分（含 80 分）以上；
4. 政治理论与思想品德类课程必须按
“培养方案”
规定的学期按时通过，
且平均成绩不得低于 70 分；
5. 熟知拟转入专业的课程设置，所修通识通修类课程符合拟转入专业要求；
6. 在本专业学生的综合排名中名列前茅，能够进入学校规定的相关比例；
7. 必须得到本专业两名教师的推荐和学院批准；
8. 得到拟转入学院的同意。
转入条件：
1. 具备良好的思想品德、心理素质和其它综合素质，在同学中有良好的声誉；
2. 在拟转入专业方面确有特长；
3. 英语考试课课程成绩平均分必须达到 85 分（含 85 分）以上；
4. 所修通识通修类课程符合拟转入专业要求，且平均成绩不得低于 75 分；
5. 须通过外语学院工作小组组织的外语水平测试和综合面试；
6. 熟知拟转入专业的课程设置和专业要求；
7. 得到本专业两名教师的推荐和拟转出学院的同意；
8. 得到外语学院的转入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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