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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外研社·国才杯”全国英语演讲大赛（高职组） 

章    程 

 

宗   旨 

2020年，全球面临前所未有之挑战，世界各国同力协契、

共克时艰。“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彰显更丰富内涵与

更深远意义，为中国未来人才培养指引方向，促中国职业外

语教育变革新章。 

为顺应时代发展大势，把脉外语教育动向，促进高职学

生跨文化沟通能力及综合能力的整体提高，培养符合国家战

略和经济社会发展需要的国际化技术技能人才，2020 年，外

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中国外语与教育研究中心和中国职业

外语教育发展研究中心联合主办公益大赛“外研社·国才杯”

全国英语演讲大赛（高职组），旨在为学生提供展示风采、

实现自我的广阔舞台，为教师搭建互相学习、共同提升的交

流平台，为外语教学创设凝聚创新、融通中外的改革契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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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赛组织机构 

主办单位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合办单位 

中国外语与教育研究中心 

中国职业外语教育发展研究中心 

承办单位 

北京外研在线数字科技有限公司 

中国外语测评中心 

 

参赛资格 

全国各高等职业院校、高等专科学校、职业大学所有在

校学生，本科院校高职学院所有在校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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赛    制 

“外研社·国才杯”全国英语演讲大赛（高职组）分为

初赛、复赛、决赛三个阶段，初赛由各参赛院校组织实施，

复赛由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复赛组委会指定承办单位组

织实施，决赛由大赛组委会组织实施。 

(一) 初 赛 

1.组织方式：初赛由各参赛院校自行组织实施。 

参赛资格：全国各高等职业院校、高等专科学校、职业

大学所有在校学生，本科院校高职学院所有在校学生。 

2.比赛时间：根据本省（自治区、直辖市）复赛组委会

公布的时间安排举办，确保在本省（自治区、直辖市）复赛

报名截止时间前完成初赛。 

3.比赛环节：可包括定题演讲、即兴演讲、回答问题等

环节，可参考决赛。 

4.演讲题目：定题演讲可参考决赛题目，也可自定；即

兴演讲题目自定。 

5.评委组成：评委人数不得少于 5人（须包含外籍评委）。 

中国籍评委须具有讲师（含）以上职称。 

6.评分标准：评分标准须规范、公平、公正，可参考决

赛评分标准。比赛前应召开评委会，讨论并确定评分标准。 

特别提示 

 2020 年 6 月—11 月，大赛组委会在大赛官网

（uchallenge.unipus.cn）“备赛课程”板块推出针对备赛的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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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课程，邀请知名教师及历届优秀选手对广大参赛选手进行

指导与经验分享。 

(二) 复 赛 

1.组织方式：由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复赛组委会指

定的承办单位组织实施，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驻当地机构

协办。如受疫情影响，部分省（自治区、直辖市）不能举行

线下复赛，可组织线上比赛。线上比赛形式由各省自行确定。 

2.参赛资格：每所院校可通过初赛选拔1—3名选手晋级

复赛。复赛组委会至少提前两周将复赛通知发给本省（自治

区、直辖市）全部符合参赛资格的院校。 

3.比赛时间：2020年11月8日前完成。复赛组委会须在

11月9日前将入围决赛的选手名单提交大赛组委会秘书处。 

4.比赛环节：可包括定题演讲、即兴演讲、回答问题等

环节，可参考决赛。晋级如遇同分，须进行加赛。 

5.演讲题目：定题演讲可参考决赛题目，也可自定；即

兴演讲题目由复赛组委会决定，在比赛前须严格保密。 

6.评委组成：评委人数不得少于 5人（须包含外籍评委）。

中国籍评委须具有副教授（含）以上职称，每所学校（含复

赛承办学校）只能有一人担任评委。 

7.评分标准：评分标准须规范、公平、公正，可参考决

赛评分标准。比赛前应召开评委会，讨论并确定评分标准。

复赛组委会应保存原始评分记录，并接受选手和指导教师的

查询。比赛后建议以适当方式安排评委点评，给予参赛选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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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指导教师一定的参赛反馈。 

8.赛场布置：大赛组委会秘书处将提供统一宣传海报模

板和赛场背板设计模板（电子版）。复赛组委会也可自行设

计，但必须包含大赛名称（“外研社·国才杯”全国英语演

讲大赛）、主办单位名称和承办单位名称。复赛组委会可根

据需要将复赛改称为省（自治区、直辖市）级决赛。 

特别提示 

 如复赛被认定为省（自治区、直辖市）级决赛，复赛组委会

可联系大赛组委会定制本省（自治区、直辖市）决赛获奖证

书。 

 各地复赛应遵守大赛章程，保证比赛的公平、公正与公开。

主办单位将派员赴各赛区进行观摩。如接到有关复赛的投诉

反馈，复赛组委会协同调查。如发现选手有舞弊行为，立即

终止其参赛资格。如发现评委有徇私行为，立即终止其评委

资格。 

 复赛完成后，复赛组委会须及时上报比赛情况，并督促进入

决赛的选手向大赛组委会提供个人信息和材料。 

 大赛组委会将为复赛组织工作突出的单位颁发复赛优秀组

织奖证书。 

(三) 决 赛 

1.组织方式：决赛由大赛组委会统一组织实施。 

2.参赛资格：复赛特等奖获奖选手参加决赛。 

3.比赛地点：北京。 

4.比赛时间：2020年12月。 

5.抽签规则：决赛选手的选手号和各阶段出场次序由抽

签决定，所抽到的号码或次序为最终结果，不得与任何人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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换。 

6.评委组成：评委人数不得少于 7人（须包含外籍评委）。

中国籍评委须具有教授职称。比赛前应召开评委会，讨论并

确定评分标准。 

7.比赛环节：分两个阶段进行。 

（1）第一阶段。 

①比赛时间：2020年12月。 

②比赛环节： 

·定题演讲：以大赛官网公布的定题演讲题目进行3分

钟英语演讲。 

·回答问题：由提问评委就选手定题演讲内容提出1个

问题，回答时间为1分钟。 

·第一阶段比赛结束后，将有18名选手进入第二阶段比

赛。晋级如遇同分，须进行加赛。 

③评委评分： 

·去掉一个最高分，去掉一个最低分，其余评委评分的

平均值为选手得分。 

·前5位选手的成绩在第5位选手演讲结束后，经评委商

议后统一公布；之后每位选手演讲结束后，公布一次成绩。 

·评分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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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第二阶段。 

①比赛时间：2020年12月。 

②比赛环节： 

·即兴演讲：赛题保密。选手上场前30分钟抽题，即兴

演讲时间为3分钟。 

·回答问题：由提问评委就选手的即兴演讲内容提出1

个问题，回答时间为1分钟。 

·第二阶段出现平分且影响奖项排名时，须进行加赛。 

③评委评分： 

·去掉一个最高分，去掉一个最低分，其余评委评分的

平均值为选手得分。 

·前5位选手的成绩在第5位选手演讲结束后，经评委商

议后统一公布；之后每位选手演讲结束后，公布一次成绩。 

·评分标准 

 

 

 

Prepared Speech (60%) Response to Questions (40%) 

Content 30% Content 20% 

Language 20% Language 10% 

Delivery 10% Delivery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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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提示 

 以上赛制如有变化，或受疫情影响需变更决赛时间，组委会

将在大赛官网发布通知，请以组委会最终公布为准。 

 加赛：在加赛环节，每位选手抽取一道即兴演讲题目，准备 

10 分钟，演讲时间为 2 分钟。加赛出场顺序由选手现场抽签

决定。 

 每位参赛选手只能有一位指导教师，一位指导教师可指导多

位参赛选手。 

 参赛选手与指导教师的交通费及食宿费由参赛院校承担（大

赛组委会将统一安排食宿）。 

 

奖项设置及奖励方式 

(一) 复 赛 

1.奖项设置 

·复赛设特等奖（1—3 名）和一等奖、二等奖、三等奖。

获奖选手的指导教师相应获得指导教师特等奖和一等奖、二

等奖、三等奖。 

·各奖项具体名额由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复赛组委

会确定，并预先公布。 

2.奖励方式 

·特等奖、一等奖、二等奖、三等奖的选手和指导教师

Impromptu  Speech (60%) Response to Questions (40%) 

Content 30% Content 20% 

Language 20% Language 10% 

Delivery 10% Delivery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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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得相应级别的获奖证书。 

·获得复赛特等奖获奖选手将获得“英语职业技能等级

考试”任一类别的考试报名费奖励，详情见考试官网

（vep.fltrp.com/vets）。 

鼓励复赛组委会争取当地教育部门和相关企业的支持，

加大复赛奖励力度。 

(二) 决 赛 

1.奖项设置 

·参赛选手 

一等奖：3名。 

二等奖：15名。 

三等奖：若干名。 

·指导教师 

根据学生获奖等级获得相应的指导教师奖。 

一等奖：3名。 

二等奖：15名。 

三等奖：若干名。 

2.奖励方式 

·参赛选手 

一等奖：获得获奖证书，并赴港澳地区或国外进行学习

交流。 

二等奖：获得获奖证书和部分奖学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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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等奖：获得获奖证书和部分奖学金。 

·指导教师 

一等奖：获得获奖证书，并赴港澳地区或国外进行学习

交流。 

二等奖：获得获奖证书和研修基金。 

三等奖：获得获奖证书和研修基金。 

特别提示 

关于赴港澳地区或国外交流活动 

 以上奖项所涉及的港澳地区和国际交流活动如因活动主办

方原因临时调整时间或地点，外研社将及时通知获奖选手及

指导教师，或视情况另行安排其他类似活动。若获奖选手或

指导教师无法与外研社达成一致或因个人原因无法参加交

流活动，则视为获奖选手或指导教师自动放弃奖励。如因疫

情等不可抗力因素导致活动取消，则顺延至下一年举行。 

 外研社提供获奖选手及指导教师北京至目的地的往返国际

机票、报名注册费和住宿费，其他费用由获奖选手及指导教

师自行承担。 

 指导教师须是在决赛报到时登记、确认的唯一指导教师，不

可由他人代替。 

 赴港澳地区或国外交流奖项一年内有效。因护照未能在规定

时间办理或签证被拒签等非大赛主办单位方面原因而不能

参加的人员不再享受奖励。 

关于奖学金和研修基金 

 奖学金和研修基金仅用于抵扣外研社所举办的学生国际文

化交流学习项目和教师国际研修项目的部分费用。 

 奖学金和研修基金的额度和具体使用方法以大赛组委会最

终公布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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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程最终解释权归大赛组委会所有。 

 

 

“外研社·国才杯”全国英语演讲大赛组委会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2020 年 5月 25日 

 

 

 

 

 

 

 

 

 

 

 

 

 

 

 

 



 
12 

 

 

关键时间点 

2020 年 6 月 30 日前：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复赛组

委会召开工作会议，确定比赛程序与章程，发布比赛通知。 

2020 年 9 月 30 日前：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复赛组

委会确定承办单位，发布复赛通知。 

2020 年 11 月 9 日前：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完成复

赛。 

2020 年 12 月：高职组决赛。 

 

大赛组委会秘书处联系人： 

祖丹丹：010-88819777，zudd@fltrp.com ； 

王  颖：010-88819490，wangying2018@fltrp.com。 

 

 

 

 

 

 

 

 

 

mailto:邮箱qixueyu@fltrp.com
mailto:wangying2018@fltrp.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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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外研社·国才杯”全国英语写作大赛（高职组） 

 

规    程 

 

一、大赛名称 

“外研社·国才杯”全国英语写作大赛（高职组） 

二、主办单位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中国职业外语教育发展研究中心 

三、指导单位 

  教育部职业院校外语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 

四、性质目的 

面向全国高职学生的公益性赛事。大赛主要考查学生的

英文书面沟通、信息提取、逻辑分析、人文思辨等能力及相

关素养，以期通过比赛，引领全国高职英语写作教学的改革

与发展，促进学生英语应用能力的整体提高，为其未来职场

发展和个人可持续发展奠定良好的基础。 

五、赛制 

大赛分初赛、复赛、决赛三个阶段，分段选拔。 

（一）初赛：初赛由各院校自行组织实施，比赛形式自定。 

（二）复赛：复赛为现场写作，由各省（自治区、直辖市）

复赛组委会指定承办单位组织实施。可选择“在线写作”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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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纸质写作”的形式。各复赛组委会须在复赛前 1 个月向大

赛组委会报送比赛形式。 

（三）决赛：决赛为现场写作，采用“在线写作”的形式，

由大赛组委会组织实施。 

六、组别 

英语专业组：商务英语、旅游英语、英语教育、应用英

语专业的学生。 

公共英语组：其他专业的学生。 

七、时间 

（一）初赛：各院校于 2020 年 8 月 31 日前完成。 

（二）复赛：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复赛组委会在 2020 

年 10 月 25 日和 11 月 1 日两天中任选一个比赛日期。大

赛组委会于 2020 年 9 月 30 日前在大赛官网公布各省（自

治区、直辖市）的复赛时间、地点和写作形式。 

（三）决赛：2020 年 12 月，具体日期另行通知。 

八、参赛资格 

全国各高等职业院校、高等专科学校、职业大学所有在

校学生，本科院校高职学院所有在校学生。 

已在往届大赛中入围全国决赛并获得一等奖的学生不

得再报名参赛。 

九、参赛名额 

（一）初赛：各院校初赛不限名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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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复赛：复赛不限参赛院校数量，每所院校公共英

语组可报 1-2 名选手、英语专业组限报 1 名选手，两个组

别的名额不可互换。 

（三）决赛： 

公共英语组 120 名。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晋级决

赛选手名额=120 *（本省复赛公共英语组选手人数/全国复

赛公共英语组选手总人数）。 

英语专业组 60 名。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晋级决赛

选手名额=60 *（本省复赛英语专业组选手人数/全国复赛英

语专业组选手总人数）。 

公式的计算结果按四舍五入取整数。 

十、报名方式 

（一）初赛：由各院校自行组织报名。 

（二）复赛：各院校组织晋级复赛的选手及其指导教师

在大赛官网上实名注册、报名、打印复赛报名表，复赛报名

系统开通时间为 8 月 31 日至 9 月 30 日；各参赛院校统

一将所有选手的复赛报名表（加盖学校公章）扫描或拍照发

送至复赛承办单位邮箱。若因故需要更换选手或指导教师，

参赛院校须于开赛前 7 个工作日内向复赛组委会出具书面

说明（加盖学校公章），复赛组委会报大赛组委会同意后予

以更换。 

（三）决赛：复赛结束一周内，复赛组委会须将获奖名



 
16 

 

单报送大赛组委会。晋级决赛的选手须在大赛官网上报名，

决赛报名系统开通时间为 11 月 13 日至 11 月 18 日。大

赛组委会将于 11 月 11 日前在大赛官网上公布决赛选手及

指导教师名单；名单公布后，若因故需要更换指导教师，参

赛院校须于开赛前 7 个工作日内向大赛组委会出具书面说

明（加盖公章），经大赛组委会同意后予以更换。 

十一、赛题、赛时、分值 

（一）初赛赛题：由各院校自行出题。 

（二）复赛赛题： 

公共英语组两道题，120 分钟。 

Part I：看文字信息写作，至少 200 词，40 分。 

Part II：看图表信息写作，至少 300 词，60 分。 

英语专业组两道题，120 分钟。 

Part I：看图表信息写作，至少 250 词，40 分。 

Part II：看文字信息写作，至少 350 词，60 分。 

（三）决赛赛题： 

公共英语组三道题，150 分钟。 

Part I：看视频写作，至少 100 词，25 分。 

Part II：看图表写作，至少 200 词，45 分。 

Part Ⅲ：看短文写作，至少 250 词，30 分。 

英语专业组三道题，150分钟。 

Part I：看视频写作，至少 150 词，25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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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 II：看图表写作，至少 250 词，40 分。 

Part Ⅲ：看短文写作，至少 300 词，35 分。 

复赛和决赛由大赛组委会统一出题。大赛组委会于复

赛、决赛前 2 个月在大赛官网上分别公布样题。 
 
十二、成绩评定  

（一）评分项目和分值占比 

·信息提取、分析与整合（分值占比 25%）：对写作任

务的理解程度；对题目信息的提取能力；对题目信息的分

析与整合能力。
 

·内容与逻辑（分值占比 35%）：内容的完整性；逻辑

的严密性；观点的适切性。
 

·语法、词汇和语域（分值占比 30%）：语法的准确性；

词汇的正确性与丰富度；语域的恰当性。
 

·格式与字数（分值占比 10%）：格式的正确性；字数是

否达到最低要求（不足字数适当减分）。 
 

（二）评委组成 

·初赛评委由各参赛院校自行组织评审委员会，评委人

数不少于 5 人，中国籍评委须具有中级以上职称（含）及

英语写作教学经验。 

·复赛评委由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复赛组委会组织

复赛评审委员会，评委人数不少于 5 人（须含外籍评委），

中国籍评委须具有副高（含）以上职称及英语写作教学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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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一所院校只能有一人担任评委。 

·决赛评委由大赛组委会组织决赛评审委员会，评委人

数不少于 7人，其中外籍评委不少于 2人，中国籍评委须具

有正高职称及英语写作教学经验。 

十三、奖项设置 

  公共英语组和英语专业组分别评奖。 

  （一）复赛奖项：复赛设特等奖、一等奖、二等奖和三

等奖。复赛特等奖选手晋级全国总决赛；除复赛特等奖选手

之外的其余选手，按其余选手人数的 10%、25%、45%比例确

定一等奖、二等奖和三等奖名额。 

  复赛特等奖获奖选手将获得“英语职业技能等级考试”

任 一 类 别 的 考 试 报 名 费 奖 励 ， 详 情 见 考 试 官 网

（vep.fltrp.com/vets）。所有获奖选手将获得由大赛组委

会颁发的获奖证书，获奖选手的指导教师将获得指导教师证

书。  

  （二）决赛奖项：公共英语组设一等奖 10 名，二等奖

30 名，三等奖 80 名。英语专业组设一等奖 5名，二等奖 15

名，三等奖 40名。 

获奖选手将获得由大赛组委会颁发的获奖证书及奖金，

一等奖奖金 1500 元，二等奖奖金 700 元，三等奖奖金 300

元。获奖选手的指导教师将获得指导教师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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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纪律要求 

竞赛期间，如参赛选手有作弊行为，一经发现立即取消

其竞赛资格。复赛和决赛阶段，均不允许选手携带电子设备，

不允许使用网络和词典。 

十五、仲裁 

参赛选手和指导教师如果对比赛过程和结果有异议，可

在比赛结果公示后 2 个工作日内向大赛组委会提出书面申

诉，非书面申诉不予受理。书面申诉应对申诉事件的现象、

发生时间、涉及人员、申诉依据等进行充分、实事求是地叙

述，并由参赛选手和指导教师签名。大赛组委会在接到申诉

后组织复议，并在 24 小时内反馈复议结果。 

十六、本规程由大赛组委会负责解释 

  大赛官网：www.writing-contest.cn 

  咨询电话：010-88819675  薛老师 

联系地址：北京市海淀区西三环北路 19 号外研社大厦

3305室（邮编：100089） 

 

 

“外研社·国才杯”全国英语写作大赛组委会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中国职业外语教育发展研究中心                    

                                2020 年 5月 26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