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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举办第四届 BETT 全国商务英语翻译

大赛的通知

各有关单位：

为了促进我国翻译教育事业的发展和专业人员翻译水平的提高，

调动广大翻译爱好者，尤其是高等院校在校大学生提高翻译及应用技

能的积极性，为国家未来的翻译事业和经济建设培养和输送具有较好

翻译基础的青年人才，促进国际文化交流，使世界了解中国，使中国

走向世界，在四川省翻译协会、山东省翻译协会、云南省外语教育学

会等单位的大力支持下，全国商务外语考试办公室和全国商务外语专

业委员会特举办第四届 BETT 全国商务英语翻译大赛，现将相关事宜

通知如下：

一、组织机构

主办单位：全国商务外语考试办公室、全国商务外语专业委员会

协办单位：四川省翻译协会、山东省翻译协会、云南省外语教育学会、

云南省大学外语教学与考试指导委员会、《英语世界》杂志社、英文

巴士、中天博信（北京）管理咨询有限公司、武汉市千福顺教育科技

全国商务外语考试办公室

全国商务外语专业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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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限公司、环球赛乐（北京）科技有限公司

支持单位：澳门城市大学、澳门科技大学博雅学院、泰国宣素那他皇

家大学、曼谷吞武里大学

二、参赛对象

普通高等院校、高职院校、二级学院、独立学院本、专科在校大

学生及研究生均可报名参加，专业不限；其他社会人员也可以报名参

赛。

三、参赛组织

全国商务外语考试办公室和全国商务外语专业委员会组建第四届

BETT全国商务英语翻译大赛组委会（以下简称“大赛组委会”），由

大赛组委会负责比赛的组织工作。

四、大赛形式

大赛设置笔译赛和口译赛两个项目，笔译赛分为专科组、本科组、

研究生组及社会组，分初赛、复赛、总决赛三个阶段进行；口译赛分

为专科组、本科组、研究生组及社会组，分初赛、复赛、大区赛及总

决赛四个阶段进行。各项目及组别分别计算成绩、设立奖项，其中初

赛和复赛由各参赛单位组织，大区赛由各赛区承办单位组织，总决赛

由大赛组委会组织。（参赛人员可同时报考本组别的口译赛和笔译赛）

五、大赛时间

2021 年 5月—2022 年 4月，具体时间另行通知。

六、奖励办法

（一）大赛初赛表现优异的选手，由大赛组委会颁发初赛荣誉证

书；通过大赛初赛的选手，还可取得申领 BETT“初级笔译”或“初

级口译”证书的资格。



（二）大赛复赛表现优异的选手，由大赛组委会颁发复赛荣誉证

书；通过大赛复赛的选手，还可取得申领 BETT“中级笔译”或“中

级口译”证书的资格。

（三）大区赛及总决赛表现优异的选手，由大赛组委会颁发荣誉

证书等；通过大区赛或总决赛的选手，还可取得申领 BETT“高级笔

译”或“高级口译”证书的资格。

（四）大赛还设置了优秀组织奖、优秀辅导教师奖等，在总决赛

中荣获特等奖的选手辅导老师，将推荐参加《全国高校骨干教师商务

外语教学继续教育研修班》，培训费用由大赛组委会承担。

七、汇款说明

本次比赛相关费用及证书申领费用统一由“中天博信（北京）管

理咨询有限公司”代收。开户行：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通州支

行；账号：1028 9000 0018 93595；户名：中天博信（北京）管理咨

询有限公司。同时请确认发票单位抬头信息和项目信息（咨询费/资

料费/服务费/考务费）。

八、联系方式

地址：北京市通州区新华西街 58号万达广场 C座 905（101199）

电话：010-60568782

网站：www.bett.org.cn

邮箱：bett2019@163.com

QQ：3399192350、2360521806、1394475204

附件：第四届 BETT 全国商务英语翻译大赛章程

http://www.bett.org.cn


全国商务外语考试办公室 全国商务外语专业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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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第四届 BETT 全国商务英语翻译大赛章程

一、大赛背景

为了促进我国翻译教育事业的发展和专业人员翻译水平的提高，调动广大翻

译爱好者，尤其是高等院校的在校大学生提高翻译及应用技能的积极性，为国家

未来的翻译事业和经济建设培养和输送具有较好翻译基础的青年人才，促进国际

文化交流，让世界了解中国，使中国走向世界，在四川省翻译协会、山东省翻译

协会、云南省外语教育学会等单位的大力支持下，全国商务外语考试办公室和全

国商务外语专业委员会特举办第四届 BETT 全国商务英语翻译大赛（以下简称“大

赛”)。

二、大赛主题

商务改变世界，翻译沟通你我。

三、大赛宗旨

本次大赛意在为广大商务英语翻译爱好者打造一个展示个人风采的舞台。大

赛通过组委会及各地高校等，有组织、分层次地为社会选拔高水平商务英语翻译

人才。在这个舞台上，不同专业、不同学校、不同地区的选手可以同场竞技、比

试切磋。一方面，对选手开拓个人视野、提高自我认知大有裨益；另一方面，也

是对各参赛院校教学水平的最终体现，更能促进院校间的交流合作。

四、大赛组织机构

主办单位：全国商务外语考试办公室、全国商务外语专业委员会

协办单位：四川省翻译协会、山东省翻译协会、云南省外语教育学会、云南省大

学外语教学与考试指导委员会、《英语世界》杂志社、英文巴士、中天博信（北

京）管理咨询有限公司、武汉市千福顺教育科技有限公司、环球赛乐（北京）科

技有限公司

支持单位：澳门城市大学、澳门科技大学博雅学院、泰国宣素那他皇家大学、曼

谷吞武里大学

五、大赛组委会

大赛组委会由全国商务外语考试办公室和全国商务外语专业委员会联合各

协办和支持单位共同组织成立。



六、参赛对象

普通高等院校、高职院校、二级学院、独立学院本、专科在校大学生及研究

生均可报名参加，专业不限；其他社会人员也可报名参赛。

七、大赛形式

大赛设置笔译赛和口译赛两个项目，笔译赛分为专科组、本科组、研究生组

和社会组，分初赛、复赛、总决赛三个阶段进行；口译赛分为专科组、本科组、

研究生组和社会组，分初赛、复赛、大区赛及总决赛四个阶段进行。各项目及组

别分别计算成绩、设立奖项，其中初赛和复赛由各参赛单位组织，大区赛由各赛

区承办单位组织，总决赛由大赛组委会组织。（参赛人员可同时报考本组别的口

译赛和笔译赛）

八、大赛程序

第一阶段：初赛

（一）组织方式：各参赛单位作为初赛赛点，由各单位外语学院（系）或其他相

关部门负责组织实施。

（二）参赛资格：各个参赛单位应有不少于 30 人参赛。参赛单位应保证本单位

符合参赛资格的学员有公平的报名参赛机会。

（三）比赛费用：初赛报名费 30 元/人。

（四）比赛时间：2021 年 9 月-10 月。

（五）比赛方式：比赛试题由大赛组委会统一安排。报名参加初赛笔译的选手，

统一参加闭卷考试，试题类型包括英汉互译的句子及篇章翻译，比赛时长为 2

小时；报名参加初赛口译的选手，在语音室中进行考试，试题类型包括对话形式

的英汉交替翻译、英汉互译的篇章翻译，比赛时长约为 30 分钟。

（六）评分办法：大赛采用百分制。比赛结束后，笔译试卷及口译音频均由参赛

单位专业老师根据大赛评分标准评阅。评卷结束后，由 BETT 官网和微信公众号

公布初赛成绩。

（七）奖项设置：初赛表现优异的选手将获得大赛组委会颁发的初赛荣誉证书

（获奖比例 40%，分为特等奖、一等奖、二等奖、三等奖）。

（八）证书申领：初赛排名前 60%且成绩在 60 分及以上的选手，即可取得复赛

资格，同时可取得申领 BETT“初级笔译”或“初级口译”证书的资格。自愿申



领，申领者须向组委会提交一寸蓝底彩色电子版照片和身份证正反电子版照片；

“初级笔译”证书申领费用 290 元，“初级口译”证书申领费用 380 元，由选手

个人承担。

（九）赛事宣传：参赛单位须统一按大赛组委会要求进行大赛宣传及赛场布置。

第二阶段：复赛

（一）组织方式：由各参赛单位作为复赛赛点，本单位外语院（系）或其他相关

部门负责组织实施。

（二）参赛资格：入围选手统一填写复赛报名后，经单位大赛负责人提交至大赛

组委会，获得参赛资格。

（三）比赛费用：复赛报名费 30 元/人。

（四）比赛时间：初赛结束之后即可进行复赛，要求在 2021 年 10 月-11 月进行。

（五）比赛方式：比赛试题由大赛组委会统一安排。参加复赛笔译的选手，统一

参加闭卷考试，试题类型包括英汉互译的句子及篇章翻译，比赛时长为 2个半小

时；参加复赛口译的选手，在单位安排的语音室中进行考试，试题类型包括对话

形式的英汉交替翻译、英汉互译的篇章翻译，比赛时长约为 30 分钟。

（六）评分办法：大赛采用百分制。比赛结束后，笔译试卷及口译音频均需返回

大赛组委会，由大赛组委会指定专业老师根据大赛评分标准评阅。评卷结束后，

由 BETT 官网和微信公众号公布复赛成绩。

（七）奖项设置：复赛表现优异的选手将获得大赛组委会颁发的复赛荣誉证书（获

奖比例 40%，分为特等奖、一等奖、二等奖、三等奖）。

（八）证书申领：复赛排名前 60%且成绩在 60 分及以上的选手，可取得申领 BETT

“中级笔译”或“中级口译” 证书的资格。自愿申领，申领者须向组委会提交

一寸蓝底彩色电子版照片和身份证正反电子版照片；“中级笔译”证书申领费用

380 元，“中级口译”证书申领费用 460 元，由选手个人承担。

（九）赛事宣传：复赛单位须统一按大赛组委会要求进行大赛宣传及赛场布置。

第三阶段：大区赛

（一）组织方式：由大区赛承办单位组织（仅限口译赛），共分为五个大区。

（二）参赛资格：复赛口译表现优异及获得单位推荐的选手，可获得参赛资格。

（三）比赛费用：大区赛报名费 100 元/人，作为大区赛组织及评审费用，参加



大区赛过程中产生的交通、食宿等费用由选手所在单位或选手自理。

（四）比赛时间：2021 年 11 月-2022 年 1 月（具体时间以大赛组委会通知为准）

（五）比赛方式：口译赛题由大赛组委会人员于现场随机抽选。

（六）比赛地点：大区赛承办单位

（七）评分办法：大区赛试题由大赛组委会统一安排，大区赛评审组根据大赛评

分标准评阅，口译赛成绩由现场的专家评委进行现场评分。

（八）奖项设置：大区赛（口译）分专科组、本科组、研究生组和社会组，各组

别均设特等奖、一等奖、二等奖、三等奖，获奖者将获颁大区赛荣誉证书及奖品。

大区赛还将颁发优秀组织奖和优秀辅导教师奖等。

（九）证书申领：大区赛中获得荣誉证书的选手，还可取得申领 BETT“高级口

译”证书的资格。自愿申领，申领者须向组委会提交一寸蓝底彩色电子版照片和

身份证正反电子版照片；“高级口译”证书申领费用 680 元，由选手个人承担。

第四阶段：总决赛

（一）组织方式：由大赛组委会组织。

（二）参赛资格：笔译赛复赛表现优异及获得单位推荐的选手，口译赛大区赛表

现优异及获得单位推荐的选手，可获得参赛资格。

（三）比赛费用：总决赛报名费 300 元/人，作为大赛组委会组织及评审费用，

参加总决赛过程中产生的交通、食宿等费用由选手所在单位或选手自理。

（四）比赛时间：口译赛定于 2022 年 4 月 （具体时间以大赛组委会通知为准），

笔译赛在口译赛之前进行。

（五）比赛方式：笔译赛将根据具体情况在口译赛之前安排；口译赛由大赛组委

会人员于比赛现场随机抽选试题。

（六）口译比赛地点：北京

（七）评分办法：总决赛试题由大赛组委会统一安排大赛评审组根据大赛评分标

准评阅，笔译成绩由专家教授在线评分；口译成绩由现场的专家评委进行现场评

分。

（八）奖项设置：总决赛各组别，笔译和口译均设特等奖、一等奖、二等奖、三

等奖，获奖者将获颁总决赛荣誉证书、奖金及奖品。

总决赛一共分为八个组别：笔译赛专科组、笔译赛本科组、笔译赛研究生组、



笔译赛社会组、口译赛专科组、口译赛本科组、口译赛研究生组、口译赛社会组，

八个组别分别设置奖金：特等奖 1000 元/人，一等奖 500 元/人，二等奖 200 元/

人。

大赛还将颁发优秀组织奖和优秀辅导教师奖等。在总决赛中荣获特等奖的选

手辅导老师，将推荐参加一期《全国高校骨干教师商务外语教学继续教育研修

班》，培训费用由大赛组委会承担。

（九）证书申领：笔译总决赛中获得荣誉证书的选手，还可取得申领 BETT“高

级笔译”证书的资格。自愿申领，申领者须向组委会提交一寸蓝底彩色电子版照

片和身份证正反电子版照片；“高级笔译”证书申领费用 590 元，由选手个人承

担。

九、日程安排

1、2021 年 5 月-9 月，各地参赛单位提交参赛申请。

2、2021 年 9 月-10 月，各地区参赛单位完成初赛。

3、2021 年 10 月-11 月，各地区参赛单位完成复赛。

4、2021 年 11 月-2022 年 1 月，口译进行大区赛（共分为五个大区）。

5、2022 年 4 月，全国总决赛。

十、其他

1、如因不可抗力因素造成赛事无法继续进行，大赛将自行终止。

2、大赛组委会拥有大赛活动的最终解释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