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英语考证
2016 年 10 月 18 日 星期二

责任编辑院 方淑洁物流与电子商务学院专刊荫
CET 是 1987 年由教育部高教司主持实施的一种大规模的标准化考试袁

分为四级和六级袁四级为基础要求袁六级为较高要求遥 四六级考试是我国规模

最大的英语等级考试遥 从今年 12 月份开始四六级考试都有口语考试袁口试笔

试均为每年两次袁3-4 月份和 8-10 月份为报名时间袁各地不统一袁口试尧笔试

分开报名遥 具体报名时间参考本校教务处的通知遥
笔试在每年 6 月和 12 月各一次袁口试在笔试前进行袁每年 5 月和 11 月

各一次袁只有考生笔试成绩达到一定标准后才能报名参加口试袁报名要求参

见口试考生手册大学英语四尧六级考试口语考试仍将与笔试分开实施袁继续

采用已经实施了五年的面试型的四尧六级口语考试(CET-SET)遥 同时袁考委会

将积极研究开发计算机化口语测试袁以进一步扩大口语考试规模袁推动大学

英语口语教学遥 考试的改革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袁四尧六级考试委员会将加

强宣传袁使教师和学生真正了解改革的目的和举措袁并通过教师培训等手段

使改革思想融入教学遥 考试委员会将关注改革措施的后效袁跟踪考试改革对

教学所产生的影响袁及时调整改革措施袁使四尧六级考试更好地服务于教学遥
为了适应新的形势下社会对大学生英语听力能力需求的变化袁进一步提

高听力测试的效度遥 全国大学英语四尧六级考试委员会自 2016 年 6 月考试起

将对四尧六级考试的听力试题作局部调整遥 调整的相关内容说明如下遥
四级听力试题的调整

1.取消短对话

2.取消短文听写

3.新增短篇新闻渊3 段冤
其余测试内容不变

六级听力试题的调整

1.取消短对话

2.取消短文听写

3.听力篇章调整为 2 篇

4.新增讲座/讲话

其他测试内容不变

英语专业四级考试渊TEM-4袁Test for English Majors-4冤袁全称为全国高校

英语专业四级考试遥 自 1991 年起由中国大陆教育部实行袁考察全国综合性大

学英语专业学生遥考试内容涵盖英语听尧读尧写尧译各方面遥笔试形式考核袁无口

试遥专四考试由英语专业学生四级考试命题小组负责命题与实施袁在各自院校

组织进行遥网上没有统一的报名网址和入口袁需在报名时间内到学院教务处进

行报考遥 英语专四报名时间为每年的 11 月中旬到 12 月初袁 具体时间以各

高校教务处的通知为准袁 凭所在高校的学生证集体报名要要要不接受其他学校

的报名遥
考试时间院英语专业四级考试(TEM-4)于每年 4 月第三个周六举行遥
考试内容:英语专业四级考试内容共有六个部分院听写尧听力理解尧完型填

空尧语法与词汇尧阅读理解和写作遥
本考试的目的是全面检查已学完英语专业四级课程的学生是否达到教学

大纲所规定的各项要求袁 考核学生运用各项基本技能的能力以及学生对语法

结构和词语用法的掌握程度袁 既测试学生的综合能力袁 也测试学生的单项技

能遥同时袁也是评估教学质量袁推动校际交流的一种手段遥为了较好地考核学生

运用各项基本技能的能力袁既照顾到科学性袁客观性袁又照顾到可行性以及基

础阶段英语水平测试的特点遥
本考试属于尺度参照性标准化考试遥 考试的范围包括基础阶段教学大纲

所规定的一至四级除读音和说的技能以外的全部内容遥 由于目前尚未具备口

试的条件袁暂且只进行笔试遥
TEM4 考试以 60 分为及格分数遥考试及格者由高等院校外语专业教学指

导委员会颁发成绩单遥成绩分为三个等级院60-69 分合格曰70-79 分良好曰80 分

以上优秀

雅思袁 全称为国际英语测试系统 渊International English Language Testing Sys鄄
tem冤袁是著名的国际性英语标准化水平测试之一遥 IELTS 于 1989 年设立袁由英国

文化协会尧剑桥大学考试委员会和澳大利亚教育国际开发署渊IDP冤共同举办袁
其中剑桥大学负责有关学术水平及试题内容袁而 IDP 及英国文化协会负责于世界

各地定期举办考试遥 考生可以选择学术类测试渊A 类袁Academic冤和培训类测试渊G
类袁General?Training冤遥

雅思成绩被英国尧爱尔兰以及澳大利亚尧加拿大尧新西兰尧南非等英联邦的许

多教育机构袁 以及越来

越多的美国教育机构及

各种各样的专业组织接

受遥 雅思考试成绩的有

效期限为两年遥
雅思考试 渊国际英

语语言测试系统冤 是听

说读写四项英语交流能

力的测试遥 为打算在以

英语作为交流语言的国

家或地区学习或工作的

人们设置的英语语言水

平考试 遥 雅思 考试自

1989 年进入中国袁 至今

已经拥有超过 20 年的

历史袁 是一项经历过考

验袁 可以被信赖的英语

考试遥 它在全球范围内

提供了一种可靠并权威

的考试方法袁以测试考生在真实的语言环境中用英语进行沟通的能力遥
2011 年袁 雅思考试在全球范围内共举办 170 万次考试袁 较之 2010 年增长

12%袁创下历史新高袁进一步奠定了雅思全球最受欢迎高端英语语言考试的地位遥
这是雅思考试场次连续 17 年实现增长袁自 2005 年以来已翻了三倍遥

多种口音和写作风格在书面上出现袁其目的是为了减少考试对语言学上的偏

爱遥 考试注重的是国际英语袁在听力测试中表现的最为显著袁听力测试的口音主要

包括了英国口音尧美国口音尧澳洲口音及新西兰口音等类型袁相比之下托福则更注

重北美英语渊美国英语尧加拿大英语冤遥 因此更多的人和组织认为雅思比托福更具

有权威性遥

教育部考试中心和英国剑

桥大学考试委员会合作袁于 1993
年起举办商务英语证书(BUSI鄄
NESS ENGLISH CERTIFI鄄
CATE)考试遥 该系列考试是一项

水平考试袁根据商务工作的实际

需要袁对考生在商务和一般生活

环境下使用英语的能力从听说

读写四个方面进行全面考查袁对
成绩及格者提供由英国剑桥大

学考试委员会颁发的标准统一

的成绩证书遥
剑桥商务英语根本目的不

在考试袁而是对非英语国家国际

型公司对员工的英语能力评定袁
而根据成绩的偏向 (听说读写四

个方面) 来考察员工是否合适即

将参与的工作岗位遥 但由于近几

年许多外企在国内的设立袁对应

聘员工的要求也越来越专业袁因此 BEC 证书也就成了外企认证的唯一标准遥 但是

企业更看重的是英语的应用能力袁许多拿有 BEC 证书的应聘者被拒之门外袁原因

也就是成绩很高却不会临场应用遥 BEC 证书素来被美誉为"外企绿卡"袁其中不少

是 500 强企业袁而大部分的考生也是冲着"外企绿卡"这块牌子而选择不惜金钱袁时
间袁精力而去选择备考 BEC

英国剑桥大学是一所世界闻名的高等学府袁剑桥大学考试委员会为其下属机

构袁该委员会所提供的英语作为外国语(EFL)的系列考试获得世界各国的承认袁被
用于入学尧就业等各种用途遥 可获两份证书:中国考生在考试后的一个月袁将收到

ETS 全球统一的叶托业考试成绩证书曳袁以及由中国劳动和社会保障部职业技能鉴

定中心颁发的叶中国职业英语等级证书曳遥实用性强袁认可范围广袁权威性强:在华南

地区袁宝洁尧美的尧南方航空和 TCL 等众多跨国公司和本土知名企业袁都已开始采

用托业考试作为选拔员工的重要标准遥

为加大我校物流工程硕士研究生招生宣传力度袁使相关院校

和考生能又快又好地了解我校物流工程硕士研究生的办学条件尧
办学特色及招生政策遥

9 月 18 日下午 3:00 物流与电子商务学院在 62-312 会议室

召开了 2017 年物流工程硕士研究生招生工作会议遥 学院党委书

记谢荣光主持会议遥
会议对 2017 年研究生招生宣传工作进行了全面部署袁 积极

开展招生工作袁并且要求相关招生宣传人员认真总结好以往的招

生宣传工作经验袁学习把握好学校的招生政策袁认真思考袁并通过

各种途径向广大考生宣传好我校研究生招生的相关信息袁物流工

程研究生的办学特色和优势袁往届毕业的发展情况等遥
据悉袁物流与电子商务学院今年第一时间制定并安排了 2017

年研究生招生工作方案袁成立了以楼百均院长为组长的招生宣传

工作小组袁将分 7 个组到山东尧安徽尧河南尧湖南尧湖北尧陕西尧江苏

等省份的对口高校进行广泛深入宣传遥

9 月 14 日上午 10 时袁物流与电子商务学院 2016 级研究生座谈会在

学院会议室 62-312 举行袁楼百均院长主持座谈会

座谈会首先由各研究方向分管领导介绍所在方向学院的基本情况曰
接着袁 研究生部徐荣华副部长就我校研究生产学研协同教育的培养模式

及校内外导师的双导师培养路径做了详细介绍袁 鼓励同学们学会自主探

究尧注重团结协作做好科学研究袁注重职业规划发展遥
最后袁楼百均院长做了总结讲话袁他希望 2016 级研究生同学在将来

的学习尧工作中袁发扬只要有 1%的希望袁就要尽 100%的努力的万里精神袁
勤勉务实袁高标准严要求完成各门课程的学习和论文的撰写袁祝研究生们

学业有成袁今朝学子以母校为荣袁明日母校以同学们为骄傲遥

2016 年 9 月 18 日上午袁物流与电子商务学院党委在 62-312 会议室

召开学习会袁学院党委书记谢荣光主持了学习会遥
会议首先就学院党组织机构完善补充进行了讨论袁随后袁谢书记组织

学习了叶关于加强新形势下高校基层党组织建设的若干意见曳尧叶中国共产

党问责条例曳尧叶中

共浙 江省纪委 关

于 11 起违反中央

八项 规定精神 问

题的通报曳等 3 个

文件精神袁要求务

必按 照中央的 精

神落 实好各项 工

作袁促进学院事业

健康快速发展遥

根据野两学一做冶的要求袁为及时学习上级文件精神和习总书记重要讲话精

神袁2016 年 9 月 22 日下午袁 物流与电子商务学院党委在学院会议室 62-312 召

开教职工党员学习会遥 谢荣光书记主持了学习会遥
会上袁 谢书记首先就学校党委的相关精神向各位教工党员作了传达袁 并将

野两学一做冶下一阶段的工作做了布置曰接着袁组织学习了中共浙江省委组织部尧
中共浙江省委教育工委印发 叶关于加强新形势下高校基层党组织建设的若干意

见曳的通知尧中共浙江省委教育工委关于进一步加强高校正风肃纪工作常态化尧
正规化建设的通知尧叶中国共产党问责条例曳尧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

三十三次集体学习的讲话等四个文件袁并逐一解读袁让老师们浅显易懂遥
通过学习袁老师们对上级精神和文件有了更深入的了解袁能更好地结合本职

工作开展活动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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