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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 版 说 明 

在经济全球化不断加速的今天，中国与世界各国的交流变得越来越紧密，相应地，社

会对涉外行业人员的英语能力要求也越来越高。为了能使学生能用英语完成涉外行业工作

岗位的任务，培养他们用英语解决实际问题的工作能力，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出版了

此套突出应用型院校教学特点的“涉外行业英语系列教材”。 

本套“涉外行业英语教材”涉及商务工程、酒店、文秘、旅游、教学、法律、空乘、

警务等行业。各教材按主题情境安排结构，根据具体涉外行业岗位的要求，以该行业从业

者所从事的典型工作过程为主线来编写，先易后难，循序渐进。每个主题情境下设子情境，

分为“语言能力”、“行业专业能力”和“综合能力”等模块，其中“语言能力模块”培养

学生运用所学专业英语进行沟通交流的能力；“行业专业能力模块”培养学生运用所学英

语开展业务活动，提供行业服务，进行有效沟通的能力；“综合能力模块”培养学生处理

本行业领域内突发事件等职业素养的能力。全书融技能培养、知识传授、职业素养养成三

位一体，力求有效地帮助学生将课堂知识与未来的工作联系起来，提高他们的实战技能。 

本套教材编者队伍具有“双师”结构，他们不仅具有丰富的语言教学经验，而且具备

本行业的实践经验，是本套“涉外行业英语系列教材”编撰质量的有力保证。 

本套“涉外行业英语教材”主要供应用型院校学生学习使用，也可作为短期的培训教

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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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书是《涉外工程英语》的教学辅导用书。 

本书内容按照《涉外工程英语》教材的单元顺序编排，每单元包括下列内容。 

1. 总体设计 

说明本单元的计划课时、授课类型、课时分配、教学目的、教学重点和教学方法。 

2. 导言介绍 

用 50～100 个汉字简明扼要地介绍每单元的导言内容。 

3. 对话讲解和课文讲解 

教材对每单元的对话和课文的难点已经分别做了一定的注释，但是远远不能满足教学

的实际要求。为此，本书在此基础上继续就对话和课文的重点、难点、疑点等进行更为详

细的讲解。 

4. 对话和课文翻译 

为了使教学进行的更为顺利，本书提供了所有对话和课文的中文翻译文本。这既是对

教材中的英文对话和英文课文文本的理解，同时也为教学者开辟一条途径，切身感受中英

文语言的语感差异。 

5. 练习答案与讲解 

教材中的练习分为两部分：一部分紧扣对话和课文，另一部分与每单元的专业知识没

有太大的关联性，而是为了提高学习者的整体英语水平，比如语法、结构、词语等。所以

本书对练习进行了详尽的解答，帮助学习者既掌握本单元的工程英语专业知识，又提高整

体英语的学习水平。 

6. 扩展阅读资料 

虽然《涉外工程英语》教材的编写者们对每一单元的内容都精选细挑，努力做到既精

炼又全面，但是仍然不能涵盖所有内容，不能完全满足学习者的所有需求。为此，本书针

对每单元的专业内容提供扩展阅读资料，帮助学习者利用课余时间扩展所学知识，满足实

践中的更高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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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单元 

 

 

 

Project Tendering 
工 程 招 标 

 

 

Part I  总 体 设 计 

计划课时  8 课时/单元 

授课类型  口语课&阅读课  

授课内容  对话&课文 

课时分配  导言&口语对话 2 课时 

          综合阅读课文 4 课时 

          课后练习 2 课时 

教学目的  1. 掌握课文中重点词汇和语句，围绕主题展开口语活动 

          2. 了解并记忆相关的交际用语，提高语言实际应用能力 

教学重点  1. 熟悉并理解本单元主题 

          2. 掌握课文中出现的语言点和语法现象 

          3. 掌握文章内容及各部分段落大意的概括 

          4. 掌握涉外工程活动中的常用英语表达方式 

          5. 通过与本单元主题相关的听、说、读、写、译活动，提高英语综合能力 

教学方法  1. 课前学生预习+课上教师讲解+课后学生复习 

          2. 大限度利用网络教学资源，展开以学生参与为主的课堂教学活动，并通

过督促检查等手段使学生课外继续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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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 II  导 言 介 绍 

本单元简要介绍工程建设招标的概念、方式、程序及每个阶段的主要工作。招标活动

分招标准备阶段、招标阶段和决标成交阶段。招标文件包括合同条件、规范、图纸、工程

量表、投标书格式以及投标者须知。 

Part III  对话和课文讲解 

对话讲解 

1. congratulate v. 向某人道贺；祝贺 

 congratulate sb. on sth.  

 I must congratulate you on your excellent exam results. 

 你考试成绩这么好，我必须向你表示祝贺。 

2. tender v. 投标；提出 

 Several firms have tendered for the new road-building contract. 

 已经有好几家公司参加了此项新路建设的合同投标。 

 We very much regret that our current workload is so heavy that we have to decline 

reluctantly your kind invitation to tender for the aforesaid project. 

 我们目前的工作量十分繁重，不得不放弃上述工程项目的招标邀请，对此我们深感遗

憾。 

3. look through  仔细查阅（审查） 

 Look through this proposal for me, and tell me what you think of it. 

 替我好好看一下这项提案，并把你的想法告诉我。 

 The employer looked through the applications and picked out the best. 

 雇主仔细审查了这些申请，并从中挑选出一个 好的。 

4. concern vt. 影响，涉及，担心 

 Everyone who has directly been concerned in the incident has now resigned. 

 所有与该事件有直接牵连的人现在均已辞职。 

 What concerns me most is I’m still not doing very well on my homework. 

 让我担心的是我的家庭作业还没做好。 

5. bid (for) vi. 为……投标 

 Several companies are bidding for the contract to build the brid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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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几家公司在投标争取承包建桥工程。 

 He bid ￡10 for an old book at the auction. 

 拍卖会上，他出价 10 英镑买了一本旧书。 

6. vital adj. 必不可少的；极重要的 

 Good financial accounts are vital to the success of any enterprise. 

 妥善的财务帐目对任何公司的成功都是极其重要的。 

 It is vital that …/It is vital to do … 

 It is vital to keep an accurate record of every transaction. 

 准确记录每一笔交易是必不可少的。 

7. What I really want to know is …我想要知道的是…… 

 what 引导主语从句，what 是一个连接代词，相当于 the thing which，汉语意思是“所……

的”。除起连接作用外，还在主语从句中充当某些成分，可作从句的主语、宾语或表语。 

 What was once regarded as impossible has now become a reality. 

 曾经被认为是不可能的事现在已经变成了现实。 

 I was surprised by her words, which made me recognize what silly mistakes I had made. 

 我对她的话感到惊讶，这使我认识到我犯了多么愚蠢的错误。 

8. adjust vt. 调整，调节；使适合 

 It took a few seconds for her eyes to adjust to the darkness. 

 需要花几秒钟的时间使她的眼睛适应黑暗。 

 We made a few minor adjustments to the plan. 

 我们对这项计划做了小小的调整。 

9. result from 是……的结果，由于……而发生 

 Many illnesses result from lack of exercise. 

 很多疾病都是由于缺乏锻炼引起的。 

 The damage that resulted from the fire was extensive. 

 由那场大火引发的损坏是严重的。 

10. hand over 移交，交出 

 The thief was handed over to the police. 

 这名小偷被送交给了警方。 

 The old government will hand over power to its successors next week. 

 旧政府将于下周向其继任者移交权力。 

11. ratify vt. 正式批准，使正式生效 

 Over 90 countries ratified an agreement to ban the use of these chemicals. 

 超过 90 个国家正式批准了一项协议，禁止使用这些化学制品。 

 The treaty was ratified by all the member states. 

 所有成员国都正式批准了这项条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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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文讲解 

1. refer to 提到，谈到 

 Is that the small town you often refer to? 

 那是你经常提到的那个小镇吗？ 

 We agreed never to refer to the matter again.  

 我们同意永远也不再提那件事了。 

2. submit vt. 提交，提出；屈服，认输 

 All applications must be submitted by Monday. 

 所有的申请必须在星期一前递交。 

 After many failures, he was submitted to fate. 

 经过很多次失败之后，他向命运屈服。 

 We confirm that we are still willing to submit a tender for this project. 

 我方确认，仍愿意提交本项目的投标书。 

3. confirm vi. 证实，确定，批准 

 The latest tragedy merely confirms my view that the law must be tightened. 

 近的悲剧只不过证实了我的观点，必须加强法律。 

 Rumours of job losses were later confirmed. 

 裁员的传言后来得到了证实。 

4. subject to 以……为条件，须经过，受……支配 

 His illness left him subject to asthmatic attacks. 

 他的病使他易发哮喘。 

 All such gatherings are subject to the laws on political meetings. 

 所有这样的集会都受有关政治集会法令的管束。 

5. execute vt. 实行，执行；处死 

 The plan was good, but it was badly executed. 

 这个计划很好，但执行的不好。 

 Thousands have been executed for political crimes. 

 数以千计的人因政治犯罪而被处决了。 

6. valid adj. 有效的，有理由的，自……生效 

 Your return ticket is valid for three months. 

 你的往返机票有效期为三个月。 

 They have a valid claim to compensation. 

 他们有要求赔偿的合法权利。 

7. until … 一直到；在……之前（不）；（在否定句中译为）直到……才 

 Let’s wait until/till the rain stops. 

 咱们一直等到雨停吧。 

 We won’t take any steps until you arr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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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你们到达之前，我们是不会采取任何行动的。 

 As a matter of fact, I did not begin work until he had gone. 

 事实上，直到他走了我才开始工作。 

 It was not until I had read your letter that I understood the true state of affairs. 

 直到看了你的信，我才了解到事态的真相。 

8. bind vt. 捆绑；约束 

 They bound his hands together tightly. 

 他们把他的双手紧紧地绑在一起。 

 The laws must bind everyone, high and low, or they are not laws at all. 

 法律必须约束每一个人，不管他的出身高贵还是低贱，否则他们就不是法律。 

9. comply with 遵守，服从，符合 

 They refused to comply with the UN resolution. 

 他们拒绝遵守联合国的决议。 

 All visitors are requested to comply with the regulations.  

 所有参观者被要求遵守规则。 

10. mitigate vt. 减轻，缓和 

 Measures need to be taken to mitigate the environmental effects of burning more coal. 

 需要采取措施来缓解因燃烧更多的煤而对环境造成的影响。 

 Governments should endeavour to mitigate distress. 

 政府应该努力减轻（人们）的忧虑。 

11. equivalent to 等于 

 The misery of such a position is equivalent to its happiness. 

 这种职位的甘苦相当。 

 Changing his job like that is equivalent to giving him the sack.  

 那样调换他的工作等于是解雇他。 

12. take over 接管，移交 

 Who do you think will take over the power now that the governor has been dismissed? 

 州长已被免职，你看会由谁来接任呢？ 

 I’m feeling too tired to drive any more; will you take over? 

 我累得开不动车了，你来接手好吗？ 

13. adopt vt. 采用，接受；收养 

 We should adopt the consumers’ suggestion. 

 我们应该接受顾客的建议。 

 As they had no children of their own, they adopted an orphan. 

 他们没有孩子，于是收养了一名孤儿。 

14. proceed with 开始（进入），继续进行 

 We are not sure whether we still want to proceed with the sale. 

 我们还未决定是否继续减价促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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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e government was determined to proceed with the election. 

 政府决心继续进行选举。 

15. issue vt. 发布；发给 

 He issued a statement denying all knowledge of the affair.  

 他发表声明否认知晓这件事。 

 The government is expected to issue a statement about the crisis. 

 预料政府会对这场危机发表声明。 

 They issued the firemen with breathing equipment. 

 他们发给消防队员氧气设备。 

16. with the proviso that 条件是 

 I agree to your plan, with the proviso that I shall be informed of its progress at regular 

intervals. 

 我同意你的计划，但有个条件，你要定期向我报告计划的进展情况。 

17. reserve the right to do sth. 保留做某事的权利 

 We reiterate that we reserve the right to claim for extra cost. 

 我们重申，我们保留额外费用索赔的权利。 

 I reserve the right to reply at a later date. 

 我保留权利，日后答复你。 

18. in the event that/of …：in case that/of 如果，一旦  

 In the event of fire, break the glass of the fire-alarm and push the red button. 

 一旦发生火灾，打破火警报警器的玻璃，并按下那个红色按钮。 

 In the event that our team wins, there will be a celebration. 

 如果我们队赢了比赛，就举行一个庆祝会。 

 In the event that you cannot attend the meeting in person, you may send a representative 

instead. 

 如果你本人不能出席会议，你可以派代表参加。 

19. reimburse vt. 偿还；补偿 

 The company will reimburse your travel expenses. 

 公司将报销你的差旅费。 

 I have promised to reimburse her for the damage to her car. 

 我已经答应赔偿她那辆汽车所受的损害。 

20. incur vt. 招致，引起；蒙受 

 If the council loses the appeal, it will incur all the legal costs. 

 如果委员会败诉，那么所有律师律费将由委员会负担。 

 The final rewards will more than compensate for any loss you may incur.  

 后的报偿将足以补偿你可能蒙受的任何损失。 

21. with reference to 根据，关于，参照 

 With reference to your letter of May 16, we would reply as follow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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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您 5 月 16 日的来信，我们答复如下： 

 We are writing to the manager with reference to the repairs recently carried out at the above 

address.  

 就上述地址 近完成的维修，我们写信告诉经理。 

22. authorize vt. 批准；授权 

 I told him that I would authorize him to act for me while I was away from office. 

 我告诉他，我要授权给他在我外出时代理我的职务。 

 He is not authorized to give out that kind of information. 

 他没有得到公布那个信息的允许。 

23. with regard to 关于…… 

 With regard to your recent application, I am afraid we are unable to offer you the job. 

 关于你 近的申请，我恐怕我们不能给你这份工作。 

 With regard to the contract, the second paragraph must be changed. 

 关于该合同，第 2 款必须修改。 

Part IV  对话和课文翻译 

对话翻译 

（在这部分，你将听到王先生和山姆之间的对话。山姆正在向王先生简要介绍招标文件。） 

王： 下午好，山姆！ 

山姆： 下午好，王先生！首先，我要祝贺你。在审查了你们的资格预审文件后，我们可以

接受你们公司进入下一阶段的招标，即国会大厦工程招标。这是招标文件。 

王： 谢谢！ 

山姆： 现在请浏览一下这份招标文件。第一卷是投标者须知，第二卷是建筑工程合同文件。 

王： 那么在建筑工程合同文件中相关的主要内容是什么？ 

山姆： 唔……，如工期，误期罚款，滞留金百分比和保修期等等。 

王： 我们会仔细研究的。不管怎样，我们会合理处理文件中的合同条件。 

山姆： 下一个是第三卷，招标图纸。所有的图纸都盖有“招标专用”章。一旦你们中标了

这个项目，你们将会收到盖有“施工专用”标志的图纸。 

王： 这正是我们想要的。 

山姆： 一切取决于你们如何很好地完成第四卷：投标书，这一点对于得到盖有“施工专用”

标志图纸至关重要。 

王： 是的。我完全同意。实际上，我真正想要知道的是在不影响整个工程完成的情况下

我们是否能根据我们的计划表对一些个别的建筑在关键日期上做一些调整。 

山姆： 噢，你不能。涉及到工程 重要部分的关键日期都是固定的。没有调整的空间。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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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关键日期延误会有不同程度的误期罚款惩罚。 

王：  明白了。我们必须按时完成工程的每一个重要部分。 

山姆： 我们希望你们努力完成招标文件中所有部分并且及时提交给我们。 

王：  没问题。我们何时知道我们是否中了标？ 

山姆： 这很难说。一旦委员会正式批准这个决定，我们会尽快通知你们。 

课文翻译 

中标函（中标通知书） 

业主向承包商发出的中标通知书 

                  日期：2010 年 3 月 20 日 

致：中国 ABC 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阿布扎比瑞沃德尔贸易中心 4 层（中标者单位名称和地

址） 

敬启者： 

事由：中标函 

项目：阿拉伯联合酋长国首都阿布扎比阿尔哈若海滨饭店扩建拆除与填筑工程 

中标号为（I.C.T/PS-REC/20/2010）的阿尔哈若海滨饭店扩建拆除与填筑工程（合同名称） 

在此谨提及你方 2010年 2月 20日提交的为执行和完成阿拉伯联合酋长国首都阿布扎

比阿尔哈若海滨饭店扩建拆除与填筑工程的投标书。 

我方特此确认此中标通知书，你方须确认同意以下内容： 

1. 合同价是固定包干价 5 千万阿联酋迪拉姆。 

2. 工程的开工日期就是会签这个中标函的日期。 

整个工程的完工日期是指从开工之日包括开工当日起，到并且包括以下陈述的适用日

期，一切须遵从本合同提到的条款、条件和规定。 

3. 在未签订和实施正式协议之前，下列文件将继续成为我们双方之间具有约束力的

合同，自你方会签这个中标函之日起生效。 

4. 中国ABC工程有限责任公司同意并且确定他们符合环境影响评估报告要求并采取

减轻对环境影响措施，尤其是饭店建筑工程要满足阿布扎比环保机构的要求。 

5. 在收到这个中标函收据的 7 天之内，你方要向业主报批提交一个工程执行情况的

初步进度计划。 

在工程开工之前，要求你方向工程师报批以下各文件： 

（1）所有工程所必须的无异议证书，许可证和/或者地方当局的准许证。 

（2）承包商所有险种保险单。 

（3）所有其他依据合同的保险。 

（4）我们双方同意履约的担保格式，等于合同价的十分之一，自 后移交工程证书

起 13 个月生效。 

（5）你方公司的营业执照。 

（6）一套施工方案，详细说明执行这项工程时所采用的质量保证和质量控制的程序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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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6. 特此你方得到指示，向我方发送由你方及时会签的此中标函原件。 

（1）适当努力、迅速，毫不拖延地开始和继续进行这项工程。 

（2）遵守由工程师以书面形式发给你方的所有指示、说明和决定。 

7. 颁发本中标通知书的附带条件是，我方保有权力可随时下达指令立即停止中标函

中所列工程的实施。 

如果我方下达了这样的指令，我方应对你方在实施本中标函或其后依照上述（2）款

所发指令授权的工程中，截止到停工令下达时所发生的一切正当、合理、必要的费用予以

补偿，但须提供全部这类费用的证明并经我方批准。 

8. 请把所有与工程和/或中标函有关的信息邮寄到下列地址： 

1）瑞姆开发商（业主） 

       邮箱 35766 

       阿拉伯联合酋长国首都阿布扎比 

       收信人：总经理 

2）海德咨询中东有限公司（工程师） 

       邮箱 2558 

       阿拉伯联合酋长国首都阿布扎比 

       收信人：工程师代表 

3）KLCCP（项目经理） 

       邮箱 3260 

       阿拉伯联合酋长国首都阿布扎比 

       收信人：项目经理 

9. 请确认你方同意此中标函提到的条款、条件和规定，填写完成后在此中标函下方

签署回执。 

 

玛尼仕·宙诗 

总经理     

代表瑞姆开发商 

 

我方特此确认我方同意此中标通知书的条款、条件和规定。 

（签名）_____________ 职务总经理，代表中国 ABC 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姓名：王超，总经理 

现场（签名）______________ 和 _______________ 

姓名：米歇尔·瑞恩和利兹·莫哈迈德 

日期：2010 年 3 月 2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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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 V  练习答案与讲解 

I. 回答下列问题 

1. The Commencement Date of the Works shall be the date of your counter-signing of this 

Letter of Acceptance. 

2. The contract will be valid from the date your counter-signature of this Letter of Acceptance. 

3. China ABC Engineering Company L.L.C. 

4. The contractor will submit a preliminary programme for the execution of the Works within 7 

days of receipt of this Letter of Acceptance. 

5. (1) All necessary NOCs, permits and/or approval from the local authorities that shall be 

required for the Works. 

  (2) Contractor’s All Risks Policy. 

  (3) All other insurances required under the Contract. 

  (4) Performance Bond in a format approved by us, equivalent to ten percent of the Contract 

Sum valid for and up-to thirteen months from the last Taking Over Certificate of the 

Works. 

  (5) Your company Trade License. 

  (6) A method statement detailing the sequence and methodology of QA/QC to be adopted in 

carrying out the Works. 

6. Performance Bond in a format approved is equivalent to ten percent of the Contract Sum. 

7. This Letter of Acceptance is issued with the proviso that the Employer reserve the right to 

instruct the Contractor at any time immediately to stop the Works being carried out 

hereunder. 

8. In the event that the Employer does so instruct, the Employer will reimburse to the 

Contractor all costs, subject to the provision of satisfactory substantiation and to approval by 

the Employer of all such costs. 

9. Please address all communications with regard to the Works as follows: 

1) Reem Developers (The “Employer”) 

 PO Box  35766 

 Abu Dhabi, United Arab Emirates 

2) Hyder Consulting Middle East Limited (The “Engineer”) 

 PO Box  2558 

 Abu Dhabi, United Arab Emirates 

3) KLCCP (The “Project Manager”) 

 PO Box  32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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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bu Dhabi, United Arab Emirates 

10. By completing and signing the acknowledgement at the foot of this letter. 

 

II. 词汇与结构 

1. 正确答案 B 

【句意】除了他以外，她没有亲密的朋友。 

【解析】考查短语。rather than“而不是”；other than“除了”；less than“比……差”；better 

than“比……好”。 

2. 正确答案 A 

【句意】部长向新闻界发表了一份声明。 

【解析】词义辨析。issued“发表”；clarified“澄清”；released“释放”；revised“修改”。 

3. 正确答案 D 

【句意】他们学习英语、汉语、数学等等。 

【解析】考查短语。as well“也，并且”；and the rest“其余的”；in common“共同”；and the 

like“等等，诸如此类”。 

4. 正确答案 C 

【句意】你能在上百件其他人的行李中认出你的行李吗？ 

【解析】词义辨析。declare“宣布”；maintain“维持”；identify“认出”；reserve“预订”。 

5. 正确答案 A 

【句意】这本书获得了好评，但是从实际销售情况来看，它并不太成功。 

【解析】考查短语。in terms of“至于，关于”；in view of“考虑到，由于”；in spite of“尽

管”；in case of“万一，如果；防备”。 

6. 正确答案 B 

【句意】你可能得预付一笔保证金来开一个电费帐户，但是如果你准时付费，他们会退还

保证金。 

【解析】词义辨析。supplement“补充”；deposit“押金，保证金”；stress“压力”；relief

“解脱”。 

7. 正确答案 D 

【句意】当比赛结束时，观众发出了响亮的喝彩声。 

【解析】词义辨析。involving“涉及的”；detecting“查明的”；profiting“赢利的，收益的”；

resounding“响亮的”。 

8. 正确答案 A 

【句意】我们要求他们来参加我们的聚会，但是他们婉言地谢绝了这次邀请。 

【解析】词义辨析。declined“婉言谢绝”；accepted“接受”；ignored“忽视”；denied“否

认”。 

9. 正确答案 B 

【句意】演出取消了，他们给我们退了款。 

【解析】词义辨析。withdrew“撤离”；refunded“退款”；afforded“担负得起”；retrea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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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撤退”。 

10. 正确答案 C 

【句意】他对求婚明确的态度使在场的每个人十分惊讶。 

【解析】词义辨析。specific“具体的”；hostile“敌对的”；clear-cut“明确的”；academic

“学术的”。 

11. 正确答案 C 

【句意】这是这家工厂理想的场地，它靠近原材料供应地。 

【解析】考查定语从句。where 关系副词，引出一个定语从句，在定语从句中作状语；why 

指代的先行词是 reason；which 引导定语从句，在句中承担某一成分；in that 固定搭配“因

为”。 

12. 正确答案 C 

【句意】她经常穿和她双胞胎妹妹同样的裙子。 

【解析】考查定语从句。the same…as 是一种固定结构，意思是“和……同样的”。 

【例如】I’m anxious to have the same dictionary as you bought the other day. 

13. 正确答案 C 

【句意】能够预测价格变化影响供求关系的程度是有用的。 

【解析】考查固定搭配和定语从句。to the extent“在某种程度上”。 

【例如】To a certain extent, we are all responsible for this tragic situation. 

14. 正确答案 A 

【句意】鉴于你住在史密斯先生的隔壁，你应该能够认识他。 

【解析】考查状语从句。seeing that“鉴于，既然”引导原因状语从句；if“如果”引导条

件状语从句；even though“即使”引导让步状语从句；just as“正如……一样”引导方式

状语从句。 

【例如】Seeing that he refused to help us, there is no reason why we should now help him. 

15. 正确答案 B 

【句意】因为国家经济衰退，工厂不得不解雇大量的雇员。 

【解析】短语辨析。lay out“展开，设计”；lay off“解雇”；lay aside“保留”；lay down“放

下”。 

16. 正确答案 D 

【句意】他在梦里突然有了一个想法，便决定要实现它。 

【解析】固定搭配。It occurs to sb. that…“某人突然想起……”。 

【例如】It suddenly occurred to me that we could use a computer to do the job. 

17. 正确答案 C 

【句意】今天美国人每人吃的蔬菜是他们在六十年代的两倍。 

【解析】考查倍数表达。倍数+as many/much as  

【例如】He would have paid twice as much for the house if the salesgirl had insisted because  

he really wanted 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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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正确答案 A 

【句意】他告诉我们约翰和他哥哥要来参加聚会。 

【解析】考查主谓一致和时态一致。本句主语是单数，由 as well as 短语作其修饰语，

谓语动词仍用单数形式。类似的修饰主语的短语还有：together with, with, along with, 

besides, rather than 等。 

【例如】Professor Smith, along with his assistants, is working on the project day and night to 

meet the deadline. 

19. 正确答案 B 

【句意】由于没有人愿意在这样一个可怕的情况下帮助她，她陷入了绝望。 

【解析】考查独立主格结构。由 with +n/pron +分词（现在分词或过去分词）/动词不定

式/介词短语/副词等构成独立主格结构作状语。 

【例如】With the temperature falling so rapidly, we couldn’t go on with the experiment. 

【例如】He was lying on the grass, with his hands crossed under his head. 

20. 正确答案 A 

【句意】这个人否认进入邻居的花园并偷了人家的牛。 

【解析】考查非谓语动词。deny 后必须跟动名词。两个并列的动名词做 deny 的宾语。只

能跟动名词作宾语的动词有：admit, anticipate, appreciate, avoid, deny, consider, enjoy, 

suggest, mind, propose, recall, resist, risk, can’t help 等。 

【例如】I am considering changing my job as I’m not getting on well with my boss. 

 

III. 专业术语翻译 

1. bid documents 

2. notice of invitation for bids 

3. competitive tendering 

4. conditions of contract 

5. letter of acceptance 

6. evaluation of tenders 

7. currency requirements 

8. site visits 

9. an official notice 

10. construction contracts 

11. 授予合同 

12. 投标邀请函 

13. 投标者须知 

14. 投标书正本 

15. 投标书的有效期 

16. 投标保函/投标保证金 

17. 投标书附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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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预期投标人 

19. 秘密交易 

20. 投标书提交日期 

 

IV. 将下列段落译成中文 

    经验证明，对投标人进行资格审查对大型项目和国际招标项目是非常有利的，因为资

格预审可以使业主/工程师提前了解随后应聘投标公司的实力。资格预审还可以确保发邀

请给不一定愿意参加公开或无限制招标的大公司。那种毫无限制的招标并不总是有利于恰

当的竞争，因为投标者过多，使得原本可能中标者被拒。在资格预审过程中，业主会收集

信息，根据已提交的资格预审文件确定预期的投标人。 

 

V. 将下列句子译成英文 

1. We can now proceed to the next item on the agenda. 

2. The company that bids the lowest price will win the contract. 

3. They undertake to submit the tender prior to the date as required in the Instructions to 

Tenderers. 

4. The manufacturer coped very well with the sudden increase in demand. 

5. Practicable measures shall be taken to mitigate/reduce the impact of the construction on the 

environment. 

扩展阅读资料 

1. 郭向荣. 土木工程专业英语［M］. 北京：中国铁道出版社，2008. 

2. 王爱琴. 土木工程英语［M］. 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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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Unit 2 
 第二单元 

 

 

 

Project Bidding 
工 程 投 标 

 

 

Part I  总 体 设 计 

计划课时  8 课时/单元 

授课类型  口语课&阅读课  

授课内容  对话&课文 

课时分配  导言&口语对话 2 课时 

          综合阅读课文 4 课时 

          课后练习 2 课时 

教学目的  1. 掌握课文中重点词汇和语句，围绕主题展开口语活动 

          2. 了解并记忆相关的交际用语，提高语言实际应用能力 

教学重点  1. 熟悉并理解本单元主题 

          2. 掌握课文中出现的语言点和语法现象 

          3. 掌握文章内容及各部分段落大意的概括 

          4. 掌握涉外工程活动中的常用英语表达方式 

          5. 通过与本单元主题相关的听、说、读、写、译活动，提高英语综合能力 

教学方法  1. 课前学生预习+课上教师讲解+课后学生复习 

          2. 大限度利用网络教学资源，展开以学生参与为主的课堂教学活动，并通

过督促检查等手段使学生课外继续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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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 II  导 言 介 绍 

    本单元简要介绍工程建设投标的概念、投标程序、投标实施的主要步骤，国际投标和

国内投标的区别以及投标文件应由那些部分组成。中标后，投标人应向业主提供各类相关

保函，保函的格式和内容等等。 

Part III  对话和课文讲解 

对话讲解 

1. specialize (in) 专攻，专门研究，专门从事 

 This project is just within the category of work our company specializes in. 

 这个项目正是属于我公司专门研究范畴之内。 

 He quickly decided to specialize in AIDS research. 

 很快地他决定专门从事爱滋病研究。 

2. get along with 和睦相处 

 Do you get along well with your colleagues? 

 你能和你的同事和睦相处吗？ 

 My dog doesn’t get along with my cat. 

 我的狗和我的猫处不来。 

3. accommodate v. 向……提供住宿；容纳 

 The hotel can accommodate up to 500 guests. 

 这家旅馆可供 500 位旅客住宿。 

 He bought a huge house to accommodate his library. 

 他买了一座大房子来放他的藏书。 

4. specific adj. 明确的，详尽的；特定的 

 Do you have any specific studying goals for this year? 

 你今年有任何具体的学习目标吗？ 

 Education should not be restricted to any specific age group. 

 教育不应该限制任何特定的年龄组。 

5. economical adj. 经济的，节俭的 

 We have to learn to live more economically. 

 我们要学会更加节俭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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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e government set some policies to help meet the demand for more economical use of land. 

 政府制定了一些政策来帮助满足更合理用地的需求。 

 It would be more economical to go by train.  

 乘火车去会更加省钱。 

6. disposal n. 清除，处理，布置   

 Careless disposal of nuclear waste endangers the whole world. 

 对核废料不做认真处理会危害整个世界。 

 at sb’s disposal 供某人使用，任某人处理 

 The rest of the day was entirely at his disposal for reading or recreation. 

 这一天其它时间他完全可以用来读书和娱乐。 

7. basis n. 基础，根据 

 Is it safe to predict the result on the basis of one opinion poll? 

 根据一次民意测验来预测结果可靠吗？ 

 on …basis 以……为基础 

 The machine has been installed on a trial basis. 

 这台机器是依照试用的原则来安装的。 

 She was chosen for the job on the basis of her qualifications.  

 以她的资格选她做这项工作。 

8. finalize vt. 把（计划，安排等） 后定下来 

 They met to finalize the terms of the treaty. 

 他们会晤确定条约的条款。 

 Joe flew out to Thailand to finalize the details of the deal. 

 乔飞赴泰国去敲定这笔生意的具体事宜。 

9. be responsible for 为……负责，形成……的原因；……主管 

 The pilot of an airliner is responsible for the safety of the passengers.  

 班机的驾驶员应为乘客的安全负责。 

 Smoking, as it is believed, is responsible for 30 percent of all deaths from cancer. 

 大家都相信 30%的癌症死亡是吸咽所致。 

10. commence v. 开始，着手 

 Your first evaluation will be six months after you commence employment. 

 你工作六个月后，将接受第一次绩效评估。 

 Work will commence on the new building immediately. 

 新大楼即将破土动工。 

课文讲解 

1. remedy n. 治疗 v. 修补，补救；赔偿 

 The best remedy for overweight is careful dieting. 

 对付超重 好的治疗是注意饮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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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 wished to remedy his mistake and please you. 

 他希望改正错误让你高兴。 

 To remedy the situation, the water must be chemically treated. 

 要改进这种局面，必须对水进行化学处理。 

2. conformity n. 遵从；符合，一致 

 in conformity with 符合，按照 

 Houses have to be built in conformity with local codes. 

 房屋修建要遵从当地的法规。 

 We must behave in conformity with the law. 

 我们的行为必须与法律一致。 

3. in accordance with 遵守，服从 

 The rights of children are protected in accordance with the law. 

 根据法律儿童的权利受到保护。 

 In accordance with Clause 18.1.2, we agree to this price. 

 遵照 18.1.2 条款，我们同意这个价格。 

4. set out 列举，陈述；提出 

 The reasons for my decision are set out in my report. 

 我决定的理由都写在我的报告里了。 

5. abide by 遵守 

 Members must abide by the rules of the club. 

 成员必须遵守俱乐部的规则。 

 All the players have to abide by the referee’s decision. 

 所有的运动员要遵守裁判的决定。 

6. acknowledge v. 承认 

 He is acknowledged as the best tennis-player in the world. 

 他被公认为是世界上 棒的网球手。 

 It is commonly acknowledged that he was not qualified for the position. 

 大家都一致承认他不能胜任这个职位。 

7. constitute vt. 构成，形成 

 These questions constitute a challenge to established attitudes. 

 这些问题对已确立的态度构成了一种挑战。 

 Your attitude constitutes a direct challenge to my authority. 

 你的态度对我的权威构成了一种直接挑战。 

8. to be (not) bound to do sth.（不）一定做某事 

 There are bound to be changes when the new system is introduced. 

 当引进一个新的系统，一定会有很多变化。 

 These problems were almost bound to arise. 

 这些问题一定会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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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capacity n. 容量；能力；职位；身份，资格 

 The stadium has a seating capacity of 10 000. 

 这个体育馆能容纳 1 万名观众。 

 Her capacity to remember facts is remarkable. 

 她记事实的能力是了不起的。 

 I’m speaking in my capacity as minister of trade.  

 我以贸易部长的身份发言。 

10. be known as 公认为 

 She is known as a great singer. 

 她被公认为是一名伟大的歌唱家。 

11. The Employer desires that the Works …should be executed … 

 此句用了虚拟语气。表示命令、建议、决定、要求、愿望等动词后的宾语从句中，如

advise, suggest, propose, demand, require, request, order, command, insist, prefer, desire 

等所引导的宾语从句中，谓语用 should + 动词原形，should 可以省略。 

 The doctor advised her that she get enough rest before going back to work.  

 医生向她建议在回去工作以前要好好休息。 

12. construe v. 解释  

 Any show of emotion would be construed as a weakness. 

 任何情绪上的表现将被解释成是软弱。 

 His withdrawal was not to be construed as a protest. 

 他的退出不被认为是一种抗议。 

13. assign v. 分配；分派，指派 

 In the United States, more land is assigned to car use than to housing. 

 在美国，更多的土地分配给汽车使用，而不是建房用。 

 They are discussing how to assign the private sector of the interests. 

 他们正在讨论如何分配私营部门的利益。 

14. deem v. 认为，视为，断定为…… 

 We would deem it an honour if the minister agreed to meet us. 

 我们认为如果部长同意会见我们将是一种荣幸。 

 The WHO deems that a city with more than ten million inhabitants has exceeded the 

healthy level. 

 世界卫生组织认为一座拥有 1 000 万居民的城市已经达不到健康的承载能力。 

15. covenant n. 盟约；契约 v.（立契约）保证 

 The rival nations signed a covenant to reduce their armaments. 

 敌对国家签署了一份裁军的保证。 

 They covenanted with the inventor for a percentage of the profits. 

 他们跟发明者定了契约，要求百分之一的利润。 

16. prescribe vt. 规定，指定遵守；开药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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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e law prescribes certain penalties for this offence. 

 法律规定此类罪行的某些处罚。 

 Doctors must diagnose before they prescribe a drug. 

 在医生开药之前，他们必须先做诊断。 

17. respective adj. 分别的；各自的 

 We all went back to our respective homes to wait for news. 

 我们各自回家等待消息。 

 They are each recognized specialists in their respective fields. 

 在各自的领域，他们每个人都被公认是专家。 

18. define vt. (as) 下定义；限定；显示……特征 

 Some words are hard to define because they have many different uses. 

 有些词难以下定义，因为它们有许多不同的用法。 

 The powers of the President are defined in the constitution. 

 总统的权力在宪法中有明确规定。 

 People define him as genius. 

 人们认为他是个天才。 

 Health in the physical sense has been defined as the absence of disease or illness. 

 身体意义上的健康被定义为没有疾病。 

19. inform vt. 通知，告知 

 Please inform us of any change of address as soon as possible. 

 地址如有任何变化，请尽快通知我们。 

 We regret to inform you that your application has been rejected. 

 我们很遗憾地通知你，你的申请被拒绝了。 

20. in response to 反应；答复 

 The law was passed in response to public pressure. 

 这条法规是迫于公众压力而通过的。 

 She opened the door in response to the knock. 

 听到敲门以后，她便打开了门。 

21. undertake vt. 保证，承诺 

 Nobody can undertake that you will make a profit in such dealings. 

 没有人能保证你将在这样的交易中赢利。 

 undertake to do/that + 从句：保证……，担保…… 

 He undertook to pay the money back within six months. 

 他保证六个月内还款。 

22. exceed vt. 超出，超过 

 The results of the competition exceeded our expectations. 

 竞争的结果超出我们的预期。 

 World population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will probably exceed 8 bill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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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 21 世纪，世界人口将有可能超过 80 亿。 

23. withdraw vt. 撤回；取消；提取 

 The enemy troops had to withdraw due to their inferior position. 

 敌方部队由于所处劣势位置不得不撤退。 

 ATMs are extremely useful as they enable you to withdraw cash from your account 

whenever you want. 

 由于自动提款机能使你在任何时候从帐户里提取现金，它非常有用。 

24. specify vt. 指定，指明，详述 

 Our instructions specify that we tell no one about this. 

 我们的指示明确规定这件事不能告诉任何人。 

 She did not specify precisely how many people were involved in the incident. 

 她没有准确地详述有多少人涉及到这件事。 

25. award vt. 授予，给予 

 He is glad to award the woman the scholarship. 

 他很高兴给这名妇女颁发奖学金。 

 Three university departments have been awarded $60 000 to develop good practice in 

teaching and learning. 

 三所大学的系部得到六万美元的资金以开发优秀的教学方法。 

26. authenticate v. 认证；证明 

 The letter has been authenticated by handwriting experts. 

 这封信已得到笔迹专家的鉴定。 

 The painting has been authenticated as an original. 

 这幅画已被证明是真迹。 

27. expire v. 期满，到期；终止 

 His term of office expires this year. 

 他的任职今年到期。 

 His contract is due to expire at the end of this year. 

 他的合同今年年底该到期了。 

Part IV  对话和课文翻译 

对话翻译 

（来自 COCC 公司的吴明先生通过电话和哈特利·布朗先生有个约会。布朗先生是当地

一家公司的项目经理，这家公司专门从事住宅建设。他们将讨论转租建筑营房的可能

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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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待员： 上午好，先生！需要帮忙吗？ 

吴：    上午好！我和布朗先生九点有个约会。 

接待员： 先生，您贵姓？  

吴：    吴明，来自 COCC 公司，水电工程项目。 

接待员： 好的。布朗先生正在他的办公室等您呢。我领您进去，这边请。 

吴：    谢谢！ 

（进入到哈特利·布朗先生的办公室） 

布朗： 吴先生，你好！很高兴和您本人见面。 

吴：    见到您我也很高兴。 

布朗： 请坐。 

吴：    谢谢！ 

布朗： 一切还好吧？ 

吴：    还好！只是忙了些。你知道我们到这儿没多久。 

布朗： 你对我们国家的初步印象是什么？ 

吴：    这是一个拥有大量原始森林的美丽国家。这儿的人们非常友好，很容易沟通。对

我来说好像大部分人讲的英语有点特别。有时很难听懂。 

布朗： 你不久就会习惯的。只有官员、教师和商人讲标准英语。 

吴：    原来是这样。 

布朗： 吴先生，让我们谈正题吧。你在电话里问到我们是否愿为建成一个能容纳八十人

的建筑营房投标。请您把事情说得更具体一些？ 

吴：   你知道这个营房大概可能容纳八十个中国人。他们将为这个水电工程项目工作。

这个营房包括双人员工居住单元，工人和厨师四人居住单元。一个厨房和一个用

餐区，几个浴室和办公室，一个会议室和一个娱乐室。 

布朗： 所以，这个营房将能容纳大约八十人。您还有任何明确要求吗？ 

吴：   我想听听你的建议。 

布朗： 我认为有一种活动房屋特别适合建这样的营房。运输容易也便宜，安装快，拆卸

方便。整个工程完成后，可以重新安置使用或者处理掉。 

吴：   听起来不错。用什么材料做的？ 

布朗： 轻便的混凝土厚板，通常是从萨尔瓦多的一家当地供应商那里进口。 

吴：    好。对于建成这样一个尽快可交付使用的营房，请你给个报价。 

布朗： 好吧！营房准备建在哪儿？ 

吴：    在班克镇阿瑞内尔大街的某个地方。我们和业主 后定下来后，就尽快通知你们。 

布朗： 谁负责平整营房工地？ 

吴：    由我们去做。你们负责水电供应。还有一件事情，这项工程是免税的。所以，一

切所需的进口东西都应该是免税的。请在你们的报价中考虑到这一点。 

布朗： 如果那样的话，我们的报价会很低。 

吴：    对此我们不胜感激。 

布朗： 你们想要什么时候建成营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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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    两个月内。从收到我们开工通知开始。 

布朗： 好吧，吴先生。我希望我们能有机会为你们工作。如果这样，我们会对你们负责，

并且我相信我们一定会干得很好。 

吴：   我也希望如此。 

课文翻译 

投  标  函 

致瑞姆开发商： 

我方已研究了为实施上述工程的施工合同条件、规范、图纸、工程量表、其他资料表、

所附的附录以及编号为 1 的补遗。我方愿以报价五千万的总额（用支付货币填写）或按照

合同条件可能确定的其他此项金额报价，按照包括所有上述文件的本投标书实施和完成工

程并修补其任何缺陷。 

我方接受你方在资料表中所列关于任命争端裁决委员会的建议。（我方已填写该资料

表，增加了我方对于争端裁决委员会另一成员的建议，但是这些建议不作为本报价的条件）。 

我方同意遵守本投标书直至 3 月 19 日。在该日期之前的任何时间，本投标书对我方

一直具有约束力，并可随时接受中标。我方承认所附的附录为本投标函的一部分。 

如果我方中标，我方将提供规定的履约保证，在接到开工日期后的合理时间内尽快开

工，并在竣工日期内按照上述文件完成工程。 

在未制定和签署正式的协议书之前，本投标文件连同你方的书面中标函，应构成我们

双方之间具有约束力的合同。 

我方理解你方未必一定要接受你方可能收到的 低标或任何投标。 

日期：2010 年 2 月 20 日 

签字人  李飞        职务  项目经理 

正式授权代表  王超 

（楷体大写字母） 

地址  阿布扎比瑞佛德尔贸易中心 4 层 

证人  刘军 

地址  阿布扎比瑞佛德尔贸易中心 4 层 

职业  工程师 

合同协议书 

本协议书于 2010 年 3 月 30 日由位于国际贸易中的 10 层（业主地址）的瑞姆开发商

（业主名称）（以下简称“业主”）为一方与中国 ABC 工程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承

包商”）为另一方签定。 

鉴于业主希望承包商实施一项工程，即阿尔哈若海滨饭店扩建拆除与填筑工程，并已

接受了该承包商提交的承担该工程的实施、完成以及修补其任何工程缺陷的投标文件，业

主和承包商达成如下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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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本协议书中的措词和用语，其含义应与下文提到的合同条件中所分别赋予它们的

含义相同。 

2. 下列文件应被视为本协议书的组成部分，并应作为其一部分进行阅读和理解： 

（1）2010 年 3 月 20 日的中标函； 

（2）2010 年 2 月 20 日递交的投标书： 

（3）编号为 1 号的补遗； 

（4）合同条件（第一、第二部分）； 

（5）规范； 

（6）图纸； 

（7）工程量表。 

3. 鉴于业主将按下文所述付给承包商各项款额，承包商特此与业主立约，保证遵守

合同的各项规定，实施和完成本工程并修补其任何缺陷。 

4. 鉴于承包商将实施和完成本工程并修补其任何缺陷，业主特此立约，保证按合同

规定的时间和方式，向承包商支付合同价格。 

特此立据。本协议书于前述签署日期，由合同双方根据各自的法律签署订立，开始执

行。 

由 _________ 签署       由 __________签署 

代表业主                     代表承包商 

在萨耶德·阿格若的证明下     在赵刚的证明下 

签名：扎迈尼·撒丁           签名：江涛 

地址：阿拉伯联合酋长国       地址：阿拉伯联合酋长国 

阿布扎比国际贸易中心 10 层     阿布扎比瑞佛德尔贸易中心 4 层 

日期：2012 年 3 月 30 日             日期：2012 年 3 月 30 日 

投 标 保 函 

合同简述  阿尔哈若海滨饭店扩建拆除与填筑工程 

受益人名称和地址 瑞姆开发商，阿拉伯联合酋长国阿布扎比国际贸易中心 10 层（即招标

文件定义的业主）。 

我方已得知，海德中东咨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称“委托人”）应你方邀请正在对以

上合同提交一份报价，并且你方邀请条件（即在题为“投标人须知”的文件中所列出的“邀

请条件”）要求其报价要有投标保函作为支持。 

应委托人要求，我方，中国银行（填入银行名称）在此不可撤回地保证，在我方收到

你方书面要求及在要求中给予下列情况的书面声明后，向你方（即收益人/业主）支付总

数不超过 1 000 000. 00（即一百万）的一笔或数笔款额： 

（1）委托人不经过你方同意，在规定的提交报价截止日期后、报价有效期期满之前撤

回了其报价，或 

（2）委托人拒绝接受按照上述邀请条件对报价中错误的改正，或 

（3）你方将合同授予了委托人，但委托人未能遵守合同条件的第 1.6 款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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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你方将合同授予了委托人，但委托人未能遵守合同条件的第 4.2 款。 

任何要求支付的文件都必须有你方的签字，该签字必须经你方银行或公证人确证。你

方经过确证的要求和说明必须于 2010 年 4 月 25 日（投标文件有效期期满后 35 天的日期） 

当日或之前，由我方在此办公室收到。届时本保函应已期满，应退还我方。 

本保函除上述要求外，还应受国际商会出版的编号为 458 的“即付保函统一规则”的

约束。 

日期 2010 年 3 月 31 日           签名 胡志勇 

Part V  练习答案与讲解 

I. 回答下列问题 

1. Yes.  

 Because the Contractor offers to execute and complete the Works and remedy any defects 

therein in conformity with this Tender which includes all these documents, 

2. The Employer and the Contractor agree to abide by this Tender until 19 March and it shall 

remain binding upon them and may be accepted at any time before that date. 

3. The Contractor will commence the Works as soon as reasonably possible after the 

Commencement Date. 

4. Unless and until a formal Agreement is prepared and executed this Letter of Tender, together 

with the Employer’s written acceptance thereof, shall constitute a binding contract between 

us. 

5. The Employer and the Contractor agree as follows: 

(1) In this Agreement words and expressions shall have the same meanings as are respectively 

assigned to them in the Conditions of Contract hereinafter referred to. 

(2) The following documents shall be deemed to form and be read and construed as part of this 

Agreement: 

(3) the Contractor hereby covenants with the Employer to execute and complete the Works and 

remedy any defects therein, in conformity with the previsions of the Contract. 

(4) The employer hereby covenants to pay the Contractor. The Contract Price at the times and 

in the manner prescribed by the Contract. 

6. The following documents shall be construed as part of this Agreement: 

(1) The Letter of Acceptance dated 20 March, 2010; 

(2) The Letter of Tender dated 20 February, 2010 ; 

(3) The Addenda Nos. N0.1 

(4) The Condition of Contract (Part I and Part II); 

(5) The Specifi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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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Drawings;  

(7) The Bill of Quantities 

7. The Contractor hereby covenants with the Employer to execute and complete the Works and 

remedy any defects therein, in conformity with the previsions of the Contract. 

8. The Employer hereby covenants to pay the Contractor, in consideration of the execution and 

completion of the Works and the remedying of defects therein, the Contract Price at the times 

and in the manner prescribed by the Contract. 

9. At the request of the Principal, the bank hereby irrevocably undertake to pay the 

Beneficiary/Employer, any sum or sums not exceeding in total the amount of 1 000 000.00 

(say one million). 

10. On or before 25 April, 2010. 

 

II. 词汇与结构 

1. 正确答案 A 

【句意】老师在和男孩的父母谈话中证明男孩是诚实的。 

【解析】词义辨析。testified“作证，说明”；protested“抗议”；exclaimed“呼喊”；admired 

“钦佩”。 

2. 正确答案 D 

【句意】几家公司已经为承包建造一座新音乐礼堂投标。 

【解析】词义辨析。stimulated“激励”；presented“呈献”；distributed“分发”；bid“投标”。 

3. 正确答案 B 

【句意】她很胜任这项工作。 

【解析】词义辨析。preferred“更喜爱”；qualified“使胜任”；remarked“评论”；delivered 

“投递”。 

4. 正确答案 C 

【句意】由于没有动力，他们都不努力。 

【解析】词义辨析。effective“有效的”；inventive“发明的”；incentive“动力，刺激”；initiative 

“进取心”。 

5. 正确答案 D 

【句意】建筑公司已经把淋浴器的安装转包给了一名水暖工。 

【解析】词义辨析。submerged“浸没”；submitted“提交”；subtracted“减去”；subcontracted 

“转包合同”。 

6. 正确答案 B 

【句意】当我们扩展房间时，我们保留了原有的壁炉。 

【解析】词义辨析。reminded“提醒，使想起”；retained“保留，保持”；conserved“保护，

节约”；sustained“维持，支撑”。 

7. 正确答案 A 

【句意】在国际贸易和生意中，应很好地遵守这些惯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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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析】词义辨析。conventions“常规，惯例”；conversions“转变”；conversations“谈话”；

constraints“限制”。 

8. 正确答案 C 

【句意】很难估计这一地区由于飓风造成的损失。 

【解析】词义辨析。figure“认为，想象”；resist“抵抗”；estimate“估计”；predict“预料”。 

9. 正确答案 A 

【句意】公司在经营了不到五年后意想不到地破产了。投资将永远无法恢复。 

【解析】词义辨析。recovered“恢复正常”；restated“重申”；reviewed“审查”；resolved “解

决”。 

10. 正确答案 B 

【句意】一个由工程师和官员组成的代表团来到这座城市，视察了那里的公共工程。 

【解析】词义辨析。expect“预料”；inspect“检查，视察”；suspect“怀疑”；impact“影响”。 

11. 正确答案 D 

【句意】现在所有的孩子都哭了。是什么使得他们这么不高兴？ 

【解析】考查强调句型。强调句型是 it is … that...。需要填空的这句话是个问句，所以排除

A 选项和 C 选项。B 选项语法结构不对。D 选项中作为主语的被强调部分是疑问代词，所

以句子需要以疑问句式出现，疑问词置于句首，be 动词提前。所以答案选择 D。 

12. 正确答案 C 

【句意】尽管在土地面积和人口数量上有明显的差异，美国的各个州还是有很多共同之处。 

【解析】考查状语。Although 和 Though 引出让步状语从句，要求后面跟句子，所以不能

选 A 或 B。Because of 表示原因，在此意思不对。Despite 表示“尽管”是介词，后跟名

词或名词短语，所以选 C。另外，have … in common 是固定搭配，表示“共有……”。 

【例如】Los Angeles suffers from chronic highway blockages, despite efforts to encourage 

people to use public transport. 

13. 正确答案 B 

【句意】在你完成你的家庭作业之时，我肯定我们所有人都完成了手头的工作。 

【解析】考查将来完成时。by the time 引导状语从句“截止到……时间”，表示在某一时刻

之前已完成的动作。本句的主句用将来完成时，从句用一般现在时。故选 B。 

【例句】By the time Jane gets home, her aunt will have left for London to attend a meeting. 

14. 正确答案 B 

【句意】有大量证据表明音乐活动涉及大脑不同部位的参与。 

【解析】考查非谓语动词。现在分词作定语时，分词所表示的动作发生的时间，有两种情

况（1）表示正在进行的动作。（2）表示经常性动作或现在的状态。本题中的现在分词表

示经常性动作。 

【例句】I hope to hear more about the activities going on there. 

15. 正确答案 A 

【句意】获胜队的球迷们把帽子抛向空中，发出胜利的喊叫声。 

【解析】考查非谓语动词。现在分词作状语含有主动的意思，即句子的主语是分词短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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逻辑主语。现在分词作状语时具备几个特点：（1）现在分词表示的必须是主语的一个动作。

（2）现在分词表示的动作和谓语表示的动作或状态是同时发生的。否则现在分词需用完成

式。（3）现在分词表示的是比较次要的动作，对谓语的动作或状态加以说明。（4）位置

灵活。 

16. 正确答案 D 

【句意】请你保持安静！广播里正在播天气预报，我想听。 

【解析】考查时态和语态。从前半句的意思上判断，后半句应该用现在进行时。由于主语

The weather report 和谓语 broadcast 是被动关系，所以需要填入现在进行时态的被动语态，

故选 D。 

【例如】 —Have you moved into the new house? 

 —Not yet, the rooms are being painted. 

17. 正确答案 C 

【句意】如果他上次来上课，我就会告诉他这次上课的时间变了。 

【解析】考查虚拟语气。虚拟语气的倒装结构，指条件从句的谓语中如果含有 were, had

或 should 时，可以省略 if，而把 were, had 或 should 等移至主语之前，构成部分倒装

句。 

【例如】Were you in my position, you would do the same. 

【例如】Had he taken the advice of his friends, he would not have suffered such a heavy loss in 

his business. 

18. 正确答案 D 

【句意】约翰 20 分钟前离开家。从他家开车到办公室通常需要半个小时。所以，他可能不

久就到了。 

【解析】考查情态动词。should have arrived 意思是“早该，本应当”，表示应该做某事，

而事实上并没有做，含有对过去动作的责备、批评；need arrive 中 need 作为情态动词，

仅用于否定句和疑问句；must have arrived 意为“肯定，必定”，表示对过去时间里发生

情况较有把握的推测，只用在肯定句中；may arrive 表示没有把握的推测，意为“可能”，

一般用于肯定句和否定句中。 

【例如】We haven’t seen our neighbours for over a week. They may have gone on a trip abroad. 

【例如】He must have completed his work; otherwise, he wouldn’t be enjoying himself by the 

seaside. 

19. 正确答案 A 

【句意】说实话，虽然工作本身很有意思，但工资不够有吸引力。 

【解析】考查短语辨新。to be honest“老实说”；on the contrary“正相反”；in particular “尤

其”；generally speaking“一般来说”。 

【例如】Generally speaking, the more you pay for stereo equipment, the better the system. 

20. 正确答案 B 

【句意】请坐好直到飞机完全停下来。 

【解析】考查非谓语动词。现在分词作表语多表示主语所具有的特征，常用于事物；过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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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词作表语多表示主语所处的状态，常用于人。 

【例如】The film is exciting. 

【例如】If you try to learn too many things at a time you may get confused. 

 

III. 专业术语翻译 

1. an advertisement for bids 

2. bid opening procedure 

3. bid invitation contents 

4. private bank accounts 

5. to sign contracts 

6. letter of invitation 

7. tender security 

8. bidder’s prequalification 

9. performance security 

10. publicly funded construction projects 

11. 主合同 

12. 专业转包商 

13. 法律惯例 

14. 基本前提 

15. 工艺标准 

16. 补充图纸 

17. 一般条款 

18. 总价合同 

19. 标价的工程量表 

20. 投标报价汇总表 

 

IV. 将下列段落译成中文 

    投标书是投标者提交的 重要的单项文件。在此文件中，每位投标者确认他已阅读了

招标文件并理解了其中的要求。基于这些要求，在此文件中，他申明了用于承担和完成合

同规定的全部义务的投标金额。因而，对业主来说，收到的所有标书应是根据统一条件制

定的，招标时，业主有必要为投标者提供统一标准的标书格式，要求每位投标者完成填写

并签字。 

 

V. 将下列句子译成英文 

1. The firm is tendering for the contract to build a new hotel. 

2. Thank you very much for your formal invitation to tender for the above project. 

3. We have received all the tender documents and are preparing our bidding. 

4. We will be unable to submit a tender unless the tendering period is extend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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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With regret, we must ask to be excused from tendering on this occasion due to our very 

heavy workload. 

扩展阅读资料 

1. 戴若愚. 国际工程承包和管理实务英语［M］. 成都：西南交通大学出版社，2009. 

2. 熊英. 工程管理专业英语教程［M］. 北京：电子工业出版社，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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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Unit 3 
 第三单元 

 

 

 

Project Contract and  
Negotiation 
工程合同谈判 

 

 

Part I  总 体 设 计 

计划课时  8 课时/单元 

授课类型  口语课&阅读课  

授课内容  对话&课文 

课时分配  导言&口语对话 2 课时 

          综合阅读课文 4 课时 

          课后练习 2 课时 

教学目的  1. 掌握课文中重点词汇和语句，围绕主题展开口语活动 

          2. 了解并记忆相关的交际用语，提高语言实际应用能力 

教学重点  1. 熟悉并理解本单元主题 

          2. 掌握课文中出现的语言点和语法现象 

          3. 掌握文章内容及各部分段落大意的概括 

          4. 掌握涉外工程活动中的常用英语表达方式 

          5. 通过与本单元主题相关的听、说、读、写、译活动，提高英语综合能力 

教学方法  1. 课前学生预习+课上教师讲解+课后学生复习 

          2. 大限度利用网络教学资源，展开以学生参与为主的课堂教学活动，并通

过督促检查等手段使学生课外继续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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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 II  导 言 介 绍 

本单元对国际工程合同和谈判进行了整体介绍，主要讲授国际工程合同的概念、特征、

分类和基本内容，以及国际工程谈判的基本情况。 

Part III  对话和课文讲解 

1 settle down 安家；安定下来；安下心来（做）某事 

 He’s just a drifter so he can’t settle down anywhere. 他不过是个流浪汉，哪儿也呆不

住。 

 We finally decided to settle down in a small town 我们 终决定在一个小镇定居下来。 

 It’s hard to settle down to work after a nice holiday. 过了一个愉快的假期后很难安下心来

工作。 

2 contract n. 合同 v. 订合同 

 Several companies will bid for the contract. 数家公司要投标争取合约。 

 We’d like to contract in on this project, if possible.  如有可能，我们愿意签合同参加这

一计划。 

 短语词组：contract price 合同价格；sales contract 买卖合同；contract with 与……有

合约 

 词形变化：contractor 承包商 

3 draft n. 草稿；草图 vt. 起草 

 They are trying to rush through the draft resolution before the general election.  

 他们设法在大选前把这项决议草案匆匆通过。 

 If anyone thinks he can draft more simply, I advise him to try his hand.  

 如果有人认为他能把草稿拟得更简单一点，请他来试试看。 

 短语词组：first draft 初稿；draft resolution 决议草案； 

4 mend v. 修理，修补；改善；修改 

 We must mend the roof; the rain is getting in. 我们一定要修理屋顶，雨水渗进来了。 

 You’ll have to mend your ways if you want to be successful in your job. 

 如果你想在你的工作中取得成绩的话，你一定要有所改进。 

5 approve vt. 批准；同意 

 The city council approved the building plan. 市议会批准了这项建筑计划。 

 You can join the class if your parents approve you. 如果你父母同意，你可以参加这个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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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pprove of 赞成；称许 

 I approve of your choice. 我赞成你的抉择。 

 The boss wouldn’t approve of the plan. 老板不会赞成这个计划。 

7. engage vt. 吸引；占用（时间、精力等） 

 The book engaged my full attention. 这本书把我完全吸引住了。 

 Housework engages much of her time. 家事占用她很多时间。 

 engage in 从事 

 He has engaged in farming for 20 years. 他从事耕作已有二十年。 

 engage oneself in/be engaged in 从事；忙于 

 He was busily engaged in painting the furniture. 他忙于油漆家具。 

8. prohibit vt. 阻止，禁止 

 Smoking is prohibited here. 这里禁止吸烟。 

 We are prohibited from drinking alcohol during working hours. 工作时间内我们不得喝酒。 

9. consistent adj. 一致的 

 Our aim is to ensure a consistent growth. 我们的目标是确保持续的增长。 

 be consistent with 前后一致的；与某事物一致 

 Your conduct is not consistent with what you say. 你的言行不一致。 

10. result in 引起，导致，以……为结局；落得；致使导致 

 Stress and tiredness often result in a lack of concentration.  紧张和疲劳常使人精神不

集中。 

 Excessive dosage of this drug can result in injury to the liver.  这种药使用过量会损害

肝脏。 

 短语词组：result from 由于；as a result of 作为……的结果 

11. attempt v. 企图；试图做 (+to) n. 企图，尝试 

 They attempted to finish the task before July. 他们试图在七月以前完成这项任务。 

 He made an attempt on the world record. 他试图打破世界纪录。 

 Her attempt at poetry was a failure. 她尝试写诗失败了。 

12. compensate v. 补偿，赔偿 

 Nothing can compensate for the loss of one’s health. 什么都不能补偿健康受损。 

 You will have to compensate us for the loss. 你必须赔偿我们的损失。 

13. make sure 证实；设法确保 

 You must make sure of the time and place. 你必须把时间和地点弄清楚。 

 It may freeze tonight, so make sure the flowers are covered. 今晚会有霜冻，一定要把花

都盖好。 

14. be in line with 与……一致；和……符合 

 He said the city’s new development efforts would be in line with free trade rules.  

 他说该城市新的发展规划将严格遵守自由贸易准则。 

 Direct democracy can arguably be considered to be in line with anarchism or to be one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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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same. 直接民主饱受争议，人们认为这形式与无政府主义如出一辙。 

 短语词组：be in line 排成一行；be in line for 即将获得，很可能得到 

15. alteration n. 修改，改变 

 There is a structural alteration to the building. 这座建筑物在这有一处结构上的改变。 

 The timetable is subject to alteration. 时刻表有可能更改。 

 alter v. 修改，改变 

 But nothing can alter the facts. 但任何东西也改变不了这些事实。 

 I’ll have to alter the diagram. I’ve made a mistake. 我得修改图表。我出了点儿错。 

16. breach v. & n. 违背，违反 

 He never do the things that breach the benefits of group. 他不做任何违背集体利益的事。 

 You are in breach of your contract. 你违反了你签的合同。 

17. adjust vt. & vi. 调整，使……适合  

 She must learn to adjust herself to English life. 她必须学会适应英国的生活。 

 Astronauts in flight must adjust to weightlessness. 宇航员在飞行中得适应失重状态。 

18. be in charge of 负责 

 He is the vice-president in charge of sales. 他是负责销售的副总经理。 

 I am in charge of financial affairs. 我执掌财务。 

19. adhere (to) vi. 遵守；支持；粘附；附着 

 We should adhere to the clause of the contract. 我们应当遵守合同条款。 

 I will adhere to this opinion until contrary facts appear. 如果没有相反事实，我将坚持我

的意见。 

 The mud adhered to her shoes. 泥粘附在她的鞋上。 

20. mutual adj. 共同的 

 Let’s give mutual support and inspiration to each other. 让我们互相支持，互相鼓励。 

 Mutual understanding is essential to friendship. 相互理解对友谊至关重要。 

 短语词汇：mutual respect 相互尊重；mutual benefit 互惠互利 

Part IV  对话和课文翻译 

对话翻译 

（为了保证工地所有车辆和设备的运转，每天要消耗大量的燃油。王先生在尽力和响雷石

油有限公司的销售经理尼尔森先生就整个工期进行谈判。） 

尼尔森： 您好，王先生，很高兴再次见面！ 

王先生： 我也很高兴再见到您，尼尔森先生。 

尼尔森： 我想你们已安顿好了吧，随便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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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先生： 当然！一切都如意。我肯定会适应这里的生活。 

尼尔森： 好的，今天我们可以进入商业谈判阶段。在这个阶段我想跟你谈谈合同条件和价

钱。今天我们可以畅所欲言。 

王先生： 尼尔森先生，我已经看过了贵公司准备的合同草案，有一些条款我觉得需要阐明

或修正。 

尼尔森： 那么，我们开始逐条讨论，看今天能否把所有问题都搞定？ 

王先生： 好的，我们就从有关履约担保的条款 10 开始。履约保证金通常为 10%，18%要

高于国际惯例，我希望能加以调整。 

尼尔森： 我们会考虑你们在这一条款方面的意见。 

王先生： 然后是条款 20，有关送货方式的陈述。其中的“买方订单”是指口头和书面两

种订单吗？ 

尼尔森： 我们所说的“买方订单”是指任何一种书面或书写下来的订单，不包括口头订单。 

王先生： 我们希望你们也能接受口头订单，因为有时我们急需某些东西，却没有时间给你

们送一份书面订单。 

尼尔森： 王先生，我们很愿意提供任何方式的帮助，只要你们觉得方便。但是，口头订单

是非正式的，有可能引起双方不必要的纠纷，因此，我们不能接受口头订单。 

王先生： 好的，我同意。 

尼尔森： 那么，王先生，关于合同条件你还有其它问题吗？ 

王先生： 目前没有了。 

尼尔森： 这样的话，这个阶段告一段落，我们进入下一阶段。如果你们的意见没有得到充

分表达，请在标书中写明，我们稍后还会安排第二轮会谈。这么安排你觉得可以吗？ 

王先生： 很好，谢谢！ 

课文翻译 

建筑施工合同 

甲方：中央广播中心 

乙方：西部装饰公司 

1. 概况 

1.1  甲方为业主 

1.2  乙方为本市经工商行政管理机关核准登记，并可从事装潢装修的企业 

1.3  装饰施工地点：美林达大酒店 

1.4  建筑面积（包括楼梯间和公共区域）：3 000 平米 

1.5  装饰施工内容：住宅装饰 

1.6  承包方式：独立承包 

1.7  总价款：600 000.00 元，大写（人民币）：陆拾万元 

1.8  工期：自 2011 年 5 月 5 日开工，至 2012 年 5 月 5 日前竣工，工时总计 350 天，不

含国家法定节假日，乙方委派现场施工监理为北京工程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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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关于材料供应的协议 

2.1  乙方提供的材料：乙方供应的材料和设备如不符合设计施工要求，应禁止使用。如

甲方需要额外增加原始设计之外的材料，费用由甲方自理。 

2.2  甲方提供的材料：甲方负责采购供应的材料应先与乙方核实，确保产品符合设计施

工要求。同时，一旦材料交由乙方保管，则由乙方全权负责。如甲方要求乙方购买施工图

纸之外的材料，则由乙方引起的额外费用也应由甲方承担。 

3. 协议实施 

3.1  本工程的实施应符合《建筑施工规程》，该规程是市建设行政主管部门为满足建筑和

其它地方标准以及质量评定验收标准而制定的。 

3.2  乙方必须提供施工图纸一式两份，并由双方签字确认。 

3.3  如因为甲方提供的建筑材料不合格而导致工期延期，责任由甲方承担。 

3.4  由于乙方原因造成质量事故，其返工费用由乙方承担。 

3.5  在施工过程中，如甲方提出设计修改意见，须在和乙方签订《工程项目变更单》后

方能进行该项目的施工。因此影响工程竣工日期，并产生额外费用均由甲方承担。凡甲方

私自与施工人员商定更改施工内容，并给乙方造成损失，甲方应予赔偿。 

3.6  工程验收：乙方负责确保所有工程按照设计图纸进行，同时保证所有内墙和隐蔽工

程符合施工标准。 

3.7  工程竣工：乙方完工后即应通知甲方验收。验收后，双方应签署《工程质量验收单》。

如果甲方在竣工日期不能组织验收，须及时通知乙方 近的验收日期。如甲方不能在完工

日负责监管施工现场，由此导致乙方产生的额外费用由甲方承担。 

3.8  一年保修期。工程竣工，并由双方签署《工程保修单》后，该工程保修期一年。 

4.安全生产和防火协议 

4.1  施工图纸和施工说明应符合防火、防事故的要求，主要包括电气线路和管道畅通。

乙方在施工中应采取必要措施，保障作业人员及四邻的安全，同时防止管道漏水、停电、

物品毁坏等事故发生。 

4.2  施工中凡涉及改变房屋结构，拆改承重墙，加大楼（地）面荷载，由甲方向物业管

理部门提出申请，经批准后方能施工。 

4.3  双方款项往来均应出具正规收据和发票。 

5. 违约责任 

5.1  由于甲方原因导致工程延期，工期顺延。 

5.2  由于乙方原因逾期竣工的，每逾期一天，乙方向甲方支付工程造价的 0.1‰（大写：

千分之零点一)的违约金，从计划完工日期算起。 

5.3  甲方如未经物业管理部门许可，要求乙方拆改原有建筑承重结构，则应承担并补偿

乙方由此发生的损失或额外费用。 

5.4  乙方擅自拆改原有建筑承重结构或建筑管线，由此发生的损失或事故，由乙方

负责。 

5.5  甲方在工程办理验收、双方签署《工程保修单》前使用或擅自动用工程财产，由此

造成的损失由甲方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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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纠纷处理  

6.1  如双方产生争议，可向有关行业协会递交本合同文本申请调解，也可向所在区、县

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或消费者协会投诉。 

6.2  如协商、调解、咨议不成，可向仲裁委员会提起诉讼，申请仲裁。 

7. 合同变更和解除 

7.1  合同经双方签字生效后，双方必须严格遵守。合同签字后，不经双方签字确认，任

何一方不得单方面解除合约。 

7.2  本合同签订后，工程不得转包。 

7.3  本合同一式两份，甲、乙双方各执一份。 

8. 后条款 

8.1  如遇不可抗力因素，工期顺延，并尽早复工。 

8.2  其他未在本合同内规定的事项由双方协商解决 

9. 附件   

附件 1. 保修单 

附件 2. 乙方办理施工进场手续费清单（如：物业管理部门收取的垃圾处理-费） 

附件 3. 施工图纸及做法说明 

甲方： 乙方： 

公司：中央广播中心 公司：西部装饰公司 

法人（姓名）：方佐 法人（姓名）：托马斯·吐温 

项目经理：尚君 项目经理：刘易斯·大卫 

地址：北京前门路 235 号 地址：纽约百老汇 321 号 

邮编：000000 邮编：11111 

电话：（86）1088888888 电话：00121277777777 

传真：（86）1088888888 传真：00121277777777 

银行：中国银行 银行：花旗银行 

帐号：12345 帐号：54321 

日期：2011 年 5 月 5 日 日期：2011 年 5 月 5 日 

Part V  练习答案与讲解 

I. 回答下列问题 

1. No, national holidays are excluded from the total days of the contract.  

2. It must be paid by Party A.  

3. Yes, the copies must be signed by both parties.  

4. Party B should be responsible for it.。 

5. A “Change of Project” must be signed by both par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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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There shall be a one year warranty.  

7. Party B.  

8. A fee of 0.1‰ of the total overall project fee for each day beyond the scheduled completion 

date。 

9. No, it can’t.  

10. Yes.  

 

II. 词汇和结构 

1. 正确答案 C 

【句意】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不可能不允许他悲伤。 

【解析】考查短语动词。agree on“对……意见一致”，agree to do sth“同意做某事”，approve 

of sth“接受；认可”，approve with sb“对别人的主张或行为表示同意”。 

2. 正确答案 A 

【句意】上海是中国 重要的工业基地。 

【解析】考查语境。industrial base 为“工业基地”。 

3. 正确答案 D 

【句意】他们多年来一直在寻找一种新的语言教学法。 

【解析】词义辨析。road“道，路”；track“轨迹，轨道”；means“为达到某种目的或目标

而采用的方法、手段或途径”；method“有系统、有条理地办事或解决问题的方法”，所以

答案选 D。 

4. 正确答案 B 

【句意】工作时我们被禁止喝酒。 

【解析】词义辨析和语法。be prohibited from doing sth“被禁止做某事”，be stopped from 

doing sth“被阻止做某事”。另外，主语和动词是被动关系，故选 B。 

5. 正确答案 C 

【句意】他因为把车停在这儿，得付额外的费用。 

【解析】词义辨析。special“特殊的”，particular“尤其的”，additional“额外的”，unique

“独特的”。 

6. 正确答案 A  

【句意】这项产品需要专家评估。 

【解析】词义辨析。evaluation“评估，估价”；approval“同意，赞许”；assess“评估，是

动词”；agreement“同意”。 

7. 正确答案 D   

【句意】你现在说的话和你上周说的话不一致。 

【解析】固定搭配。like“像……一样”，是介词；be similar to“与……相似”；similar with

搭配错误；the same 需和 as 搭配；be consistent with “与……一致”。 

8. 正确答案 B   

【句意】他们日常饮食跟他们从小的饮食习惯没有什么相似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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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析】固定搭配。bear resemblance to 表示“与……相似”。 

9. 正确答案 C  

【句意】她将试图打破世界纪录。 

【解析】考查非谓语动词。try to do sth“试图做……”，但本句中缺少 to；strive for“为……

努力奋斗”，后加名词；attempt to do“试图/企图做……”；strike to 错误搭配。 

10. 正确答案 A 

【句意】球赛的失利引起了很大情绪。 

【解析】考查“lose”的词形变化。lose 是动词，loss 是名词，lost 是过去分词，可做形

容词，本题需要一个名词，所以选 A。 

11. 正确答案 D 

【句意】你必须弄清楚面试的时间和地点。 

【解析】考查短语动词。make out“搞清楚，弄明白”；make clear of sth“显示，解释清楚”；

understand“理解，明白”；make sure of sth“查明无误，确信”。 

12. 正确答案 A  

【句意】他的政治观点和我的一摸一样。 

【解析】短语辨析。in line with“与……一致”；same as 缺少 the；similar to sth“与……相

似”，与题目中 exactly 冲突；the one like 应为 the ones like。 

13. 正确答案 A  

【句意】这座建筑物在二次装修中有一处结构上的改变。 

【解析】词义辨析。alteration“对……做出改变”；changes“变化”；correction“改正，纠

正”；modification“修改，修正”。 

14. 正确答案 B  

【句意】她必须学会让自己适应英国的生活方式。 

【解析】词义辨析。adjust oneself to sth 意为“使自己适应……”，其它选项均表示“改变，

变化”。 

15. 正确答案 C 

【句意】近来，环境保护领域有了全面的改善。 

【解析】词义辨析。integral“完整的”；general“总体的，一般的”；overall“全面的”；

whole“全部的”。 

16. 正确答案 A  

【句意】在分歧中我支持他。 

【解析】词义辨析。dispute“分歧”，meeting“会议”，discussion“讨论”，talk“谈话”。 

17. 正确答案 B  

【句意】我负责市场部。 

【解析】短语辨析。be responsible for“对……负责任”；be in charge of“主管……，负

责……”；take over sth“接管”；take care of“照顾”。 

18. 正确答案 B  

【句意】不管我们的观点能否被批准，我们都应坚持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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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析】短语辨析。stand on“主张，依赖”；adhere to“坚持……”；side with“支持……”；

stick with 搭配错误，正确搭配为 stick to。 

19. 正确答案 A  

【句意】事故经常是由于粗心驾驶而导致。 

【解析】短语辨析。arise from“起因于，由于”；come from“来自”；derive from“来自，

源于”；originate from“根源于”。从语法角度考虑都成立，但是从句意角度考虑，arise 通

常指不良事件或事情的产生。 

20. 正确答案 D 

【句意】相互理解对友谊是至关重要的。 

【解析】词义辨析。选项中只有 mutual 表示“相互的”，故选 D。 

 

3. 专业术语翻译 

1. Party A, Party B 

2. national holidays 

3. construction site 

4. completion date 

5. be sub-contracted 

6. mutual consultation 

7. Architectural and Engineering Rules 

8. quality evaluation acceptance criteria 

9. construction designs and drawings 

10. one year warranty 

11. 工商行政管理机关 

12. 施工监理 

13. 承重墙 

14. 电气线路和管道 

15. 保修单 

16. 工程质量验收单 

17. 收据和发票 

18. 提交申请仲裁委员会 

19. 漏水 

20. 承担责任 

 

4. 把下列段落译成中文 

    一般说来，任何形式的合同条件都有很大程度的可比性，但他们的细节不同。这包括

诸如承包商在履行合同以及按照图纸和法律文本完成工程的义务，目的是要使建筑师（或

监理工程师）满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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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把下列句子译成英文 

1. Party B is responsible for construction design and must provide a duplicate copy of the 

construction designs and drawings, and both copies should be signed by both parties. 

2. The negotiation broke down because one side refused to play the game. 

3. The clause of the contract can be altered by mutual negotiation.    

4. After this contract is signed it must be strictly adhered to. 

5. After this contract is signed, the project shall not be sub-contracted. 

扩展阅读资料 

1. 陈天照. 国际工程合同（英汉对照）［M］. 北京：中国电力出版社，2008 

2. 韦嘉. 国际工程合同管理（双语）［M］. 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10 

3. D Bryan Morgan. International Construction Contract Management [M]. London: RIBA 

Enterprises, 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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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Unit 4 
 第四单元 

 

 

 

Site Preparation 
施 工 准 备 

 

 

Part I  总 体 设 计 

计划课时  8 课时/单元 

授课类型  口语课&阅读课  

授课内容  对话&课文 

课时分配  导言&口语对话 2 课时 

          综合阅读课文 4 课时 

          课后练习 2 课时 

教学目的  1. 掌握课文中重点词汇和语句，围绕主题展开口语活动 

          2. 了解并记忆相关的交际用语，提高语言实际应用能力 

教学重点  1. 熟悉并理解本单元主题 

          2. 掌握课文中出现的语言点和语法现象 

          3. 掌握文章内容及各部分段落大意的概括 

          4. 掌握涉外工程活动中的常用英语表达方式 

          5. 通过与本单元主题相关的听、说、读、写、译活动，提高英语综合能力 

教学方法  1. 课前学生预习+课上教师讲解+课后学生复习 

          2. 大限度利用网络教学资源，展开以学生参与为主的课堂教学活动，并通

过督促检查等手段使学生课外继续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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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 II  导 言 介 绍 

    施工准备是为开始建筑施工要做的初步工作之一，应考虑土地清理、填埋、夷平树木、

材料存储和定位等因素。施工准备包括不同的任务，管理雨水、使用重型机械、铺设管道

等工作都需要详细规划。施工准备必须有允许证。暖通空调系统和存储保护高压的安装等

诸多因素也需要考虑。 

Part III  对话讲解和课文讲解 

对话讲解 

1. enquire vt. 询问；调查 

 She wrote to enquire the cause of the delay.  

 她写信去询问拖延的理由。 

 They neglected to enquire whether these methods were possible or practicable. 

 他们没去问这些方法是否办得到或是否行得通。 

 We would like you to enquire into Johnson’s financial standing on our behalf. 

 烦请贵方代表我们对约翰逊公司的财务状况作一调查 

2. consult vt. 请教；查阅；商议 

 I have consulted a number of law books in our school library. 

 我曾在我校图书馆里查阅过好些法律书籍。 

 I must consult my principal on this matter 

 这件事我必须与委托人商量一下。 

3. in that case 既然那样，在这种情况下 

 And in that case, you have the opposite result. 

 在那种情况下，你有相反的结果。 

 In that case the virtual cube should be rebuilt by stopping and starting it. 

 对于这种情况，将通过停止和启动虚拟数据集来重新构建它。 

4. concerning 关于；就……而言 

 News is flying about concerning a royal wedding. 

 有关皇室婚礼的消息不胫而走。 

 I have a question concerning the Nobel Prize for Peace. 

 我想请问一个关于诺贝尔和平奖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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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ere is a column in China Daily concerning language study.  

  《中国日报》上有一个关于语言学习的专栏。 

5. seek vt. 寻找；探索；搜索 

 Let me seek someone to supply when you having a holiday.  

 你休假期间，我来找个人来接替你的工作。 

 To those who seek peace and security: We support you.  

 那些追求和平和安全的人们，我们支持你们。 

6. maintain vt. 维持；继续；维修 

 We must maintain friendly relations with them.  

 我们必须和他们保持友好关系。 

 Even if we cannot agree, we should maintain our contact.  

 即使我们不能取得一致，我们也要保持联系。 

 The trucks have to be constantly maintained. 

 卡车必须经常得到保养。 

课文讲解 

1. be defined as 被定义为，被称为 

 Self-esteem can be defined as a confidence and satisfaction in oneself.  

 自尊可以被定义为对自己的自信和满意。 

 A business process can be defined as a set of interrelated tasks linked to an activity that spans 

functional boundaries.  

 业务流程可以被定义为具有各种不同功能的活动相连的一组有相互关系的任务。 

2. lay out 展示；安排 

 The flower garden was tastefully laid out. 

 这座花园布局雅致。 

 We spent the whole morning laying out pictures for the magazine. 

 我们花了一上午为这个杂志排版图片。 

3. in nature 本质上，事实上 

 In fact, fat-rich foods in nature are quite rare.  

 事实上，富含脂肪的食品从本质上讲是非常罕见的。 

 And after all, these protests are far from apolitical in nature.  

 不过，这些抗议活动在本质上仍然不具有政治意味。 

4. fade away 逐渐消失 

 Memories of my sister faded away after many years. 

 过了多年以后，我对姐姐的记忆渐渐淡化了。 

 And should we choose to neglect it, it will simply fade away.  

 如果我们选择忽视它，那么它将逐渐消失。 

5. require vt. 需要；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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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e police required the traveler to unlock his suitcase. 

 警察要求这位旅客将手提箱打开。 

 What clause do you require in the contract?  

 你要求在合同中有什么条款？ 

 They require an environment in which to start and operate.  

 它们需要一个启动和操作环境。 

6. in advance 预先，提前 

 They found it impossible to get everything ready in advance.  

 他们发现提前把一切都准备好是不可能的。 

 If there is any change about the time of the meeting, please notify us in advance.  

 开会时间如有变，请提前告诉我们。 

7. call for 要求；需要；提倡 

 The crew of the ship are calling for a raise in pay. 

 这艘轮船上的全体船员正在要求增加工资。 

 To be a nurse calls for endurance and patience. 

 做一名护士需要有耐力和耐心。 

8. under construction 在建造中；正在施工之中 

 But most of the casinos are still under construction.  

 然而大多数赌场的建设仍在进行中。 

 It will be put into practice at the company’s new headquarters-now under construction.  

 这种方法将在公司的新总部得以实现——目前正在建设中。 

9. take … into account 把……考虑在内 

 First, we have to take into account that these investors are risking their own money.  

 首先，我们必须考虑到，这些投资者用他们自己的钱押注。 

 Another important factor to take into account is the length of the book.  

 考虑另一个重要的因素是这本书的长度。 

Part IV  翻    译 

对话翻译 

（亚历克斯正在给方丹建设打电话，方丹建设是一家提供建筑服务的公司，亚历克斯咨询

关于施工准备方面的事宜。接待员奥维德在接听亚历克斯的电话。） 

奥维德：你好，这里是方丹建设公司，为安德森和格林维尔 SC 区提供全套的现场工作服  

        务的承包商。 

亚历克斯： 你好！你们有什么具体的服务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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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维德： 我们为南卡罗来纳州北部的建筑商和开发者的商业、工业和住宅建设项目提

供服务，包括清理土地，土地分级、清理道路和修建排水沟、现场公共设施，

暴雨排水，淤水塘和水土流失控制。 

亚历克斯： 我们咨询一些关于前期建设场地工作的事宜。 

奥维德： 这样说来，我们就是你们 适合的承包商。我们提供的服务有选址的咨询、

工地开发、工地审查、评估和测量检查，现场前期规划：其中包括图纸分级，

暴雨和水土流失控制、道路、停车场、公用设施、完整的土方工程。 

亚历克斯： 这些大多数建筑公司都可以做。你们的服务有什么特别的吗？ 

奥维德： 那是肯定的。我们还提供低影响施工现场准备服务，这是我们这里相对较新

的技术。 

亚历克斯： 到底是什么技术？ 

奥维德： 低影响的施工现场准备是力求保持现场的自然水文和生物学特性的一套

做法。它有一些好处，比如灌溉和施肥需求，自然性径流体积小，这就保

护了降雨水质，增加了生物多样性。总体目标是保护区域自然性，减少开

发带来的影响，维护现场径流率和体积，以便 大可能地使前期开发条件

与开发后相一致。 

亚历克斯： 听起来不错。我们会考虑的。 

课文翻译 

如何进行施工准备 

施工准备的定义是为在未开发土地上修建建筑物、停车场、道路等进行必要的准备。

施工准备是为开始建筑施工要做的初步工作之一，被选中用于施工的建筑工地需要进行

合理准备。 

施工准备中应考虑下列因素： 

1. 施工准备的第一步是，如果现场有灌木丛或丛林，应先行清除。 

2. 大致整平整个区域。 

3. 将施工现场的洞穴填满沙子或夯土，并按权威机构的要求整平或重新定位。 

4. 作为施工准备的一部分，砍伐树木，并按权威部门要求连根拔起。 

5. 施工准备之前，必须在施工现场的适当位置建立永久性的测定基准点。 

6. 建筑物的定向和壕沟应该正确设置在建筑工地，材料存储和堆放的位置应该明确

设置在现场地面上。 

施工准备包括几个不同的任务，例如沉积物控制、清理地面和挖掘树根、排水、上下水

道铺设、土壤侵蚀管理、石块清除、杂草清除、地下公共设施以及其他任务。一旦选中了位

置，保护水质、控制土壤侵蚀和沉积物都是非常重要的工作。由于许多地方需要承受风暴，

所以工地上所有侵蚀控制措施必须在砍倒第一棵树和铲掉第一锹土之前到位并做好检查。 

雨水管理系统非常复杂，因为滞洪区本身就复杂且有边坡和不同层次的平底。清理工

作就是清理工地道路，以便其他车辆可以容易通过。通常情况下清理工作的范围可由 G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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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土机帮助完成。燃烧残骸是传统的方法，但这种做法用得越来越少。此外，在大多数地

区，空气污染标准将阻止燃烧残骸。 

施工准备需要大量地规划和使用重型机械，你永远不知道什么时候你会需要某种

工具，到了明天你又需要别的东西。所以在项目开始前准备是至关重要的。挖掘中

常见的任务是清除场地建造房屋、铺设管道、修复漏水、挖掘地基和需要团队进行的

其它工作。 

铺设管道需要技能和良好规划。沟挖好后必须确保仰角正确。管道规格必须匹配蓝

图。几种用于水、污水、雨水的不同管道需要仔细铺设。 

开始施工准备工作必须有许可证，取得了工地许可证才可以动工。在某些情况下，你

（建筑单位）得提及施工准备工作会带来多大的干扰。为此，你还要拿到根据计划要开始

动工的环境研究文件。当在现场挖掘时，建一个池塘需要挖掘和移除土，这也要求技能高

超和经验丰富的工人。检修孔是一种用以维修的开口小洞或通入点，创建的目的是检修诸

如雨水渠、下水道、电话、电力管道。 

部分屋顶的施工准备工作中暖通空调系统通常关闭，同样在喷涂底漆，喷涂聚氨

酯泡沫塑料和涂料工作中也是关闭的。系统关闭会阻止粉尘、气溶胶和/或蒸汽向内部

空间扩散。一旦暖通空调系统关闭，就要用塑料布和胶带密封进风口，这将防止灰尘

和喷雾进入通风口。喷涂完成后继续保持塑料布的密封状态至少几个小时，通常 24 小

时或更多；如果进行涂料工作将需要更长的时间，时间长短取决于涂料是否有硬化或

凝固，是否散发蒸气。直到适当的时间后塑料布和胶带移除，暖通空调系统才应该重

新启动。 

在筹划存储保护高压安装时有很多因素要考虑。是在有人的的建筑物里还是在建设中

的大楼里做？大楼是否要腾空？作业过程中其他行业的工人是否在场？是在室内还是室外

进行作业？工作区域有多大——一个开阔的地方，还是一个阁楼或狭小的通风有限的空

隙？ 

总之，开始在工地工作时，你需要考虑关于工地本身情况、规则和条例、急救措施和

团队状况等方面的知识。这有可能是件很有趣的工作，条件是你可以很容易地处理重型机

械并且具有团队精神。 

Part V  练习答案与讲解 

I. 回答下列问题 

1. Preparation includes several different tasks like sediment control, clearing and grubbing, 

storm drains, water and sewer pipes, soil erosion and management, rock removal, weed 

removal, underground utility and other tasks. 

2. It is very important to protect the quality of water and control soil erosion and sediment once 

the location is selec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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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Storm water management system is very complex because the detention basins are complex 

in nature and because it has side slopes and flat grades bottom. 

4. Most common tasks in excavation are clearing lots for houses, laying pipes, fixing water 

leaks, digging foundation and others which require a team work.. 

5. You can only start the work once you get the permit to work on the site. 

6. When you are making excavation on the site, you might need to dig and remove land to 

create a pond. This also calls for skilled and experienced workers. 

7. Manholes are opening holes or an access points for performing maintenance and created for 

purposes like storm drains, sewers, telephones, electricity.  

8. HVAC systems are typically shut down during some parts of roof preparation, as well as 

during application of primers, spray polyurethane foam, and coatings. 

9. There are many factors to consider when planning a SPF high pressure installation. Will the 

work take place in an occupied building or a building under construction? Will the building 

be vacated? Will other trades workers be present at the time of application? Will the 

application take place indoors or outdoors? What is the size of the work area – a large open 

area or an attic or crawlspace with limited ventilation? 

10. We need to take the site itself, rules and regulations, first aid and team spirit into account. 

 

II. 词汇和结构 

1. 正确答案 C 

【句意】城市贫困人群将被定义为居住于庇护所，且工薪低的人和只有妇女或儿童的家庭。 

【解析】短语辨析。be regarded as“被认为是；被当作是”；be looked up as“被看作是”；

be defined as“被定义为”；be treated as“被作为，被当作……来看”。 

2. 正确答案 A 

【句意】警方表示，初步调查显示老兵自己射中头部致死。 

【解析】词义辨析。Preliminary“初步的，开始的，预备的”；preferable“更好的，更可取的；

更合意的”；noticeable“显而易见的，显著的，值得注意的”；primitive“原始的，远古的”。 

3. 正确答案 D 

【句意】到达海拔 12 000 米，飞行员开始平稳飞行。 

【解析】词义辨析。throw off“摆脱，抛弃，关闭”；turn up“出现，发生”；show up“露

面，露出，揭露”；level off“趋平，呈平稳状态”。 

4. 正确答案 D 

【句意】病人带着腹部那块丑陋而永久的疤痕返回家中。 

【解析】词义辨析。Primary“ 初的，原始的，初步的”；recognized “公认的，经过验证

的”；organized“有组织的，安排有秩序的”；permanent“永久的，永恒的，不变的”。 

5. 正确答案 A 

【句意】他仍将是公司的主席，这家公司是他和保罗·艾伦在 1975 年成立的。 

【解析】词义辨析。established“确定的，已制定的，已建立的”；cherished“珍爱的”；valu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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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的，宝贵的，贵重的”；instituted“创立的，设置的”。 

6. 正确答案 B 

【句意】每个探险家代表宇宙的某个位置，远离所有的其他人。 

【解析】词义辨析。evidence“证据，证明，迹象”；location“位置，地点”；hint“暗示，

线索”；trace“痕迹，踪迹”。 

7. 正确答案 B 

【句意】当然，资助投资银行的借贷成本这个实用主意惹恼了政客和监管者。 

【解析】词义辨析。facility“设施，设备”；utility“实用，效用，公共设施”；mobility“移

动性，机动性”；feasibility“可行性，可能性”。 

8. 正确答案 C 

【句意】检察官因为担心自己的安全还没有亲临犯罪现场。 

【解析】词义辨析。gain“获得，得到”；supervise“监督，指导”；examine“检查，调查，

检测”；wander“徘徊，漫步”。 

9. 正确答案 A 

【句意】让我们以他们的名义，尽一切所能不让他人遭遇其命运。 

【解析】连接词辩析。whatever“无论什么”；however“无论如何，不管怎样”；whichever 

“无论哪个”；whoever“无论谁”。 

10. 正确答案 A 

【句意】被提议的核电站得先有规划许可证和环保证书，然后才可以运作。 

【解析】词义辨析。certificate“证书，执照”；passport“护照，通行证”；permit“许可证，

执照”；admit“承认，容许”。 

11. 正确答案 A 

【句意】地铁 F 线和 G 线的维护在过去的一年里很频繁。 

【解析】词义辨析。maintenance“维护，维修，保持”；transaction“交易，事务，办理”；

crossroad“十字路口，交叉路，岔道”；pathway“途径，路径”。 

12. 正确答案 B 

【句意】其中一个黑洞的内部成为我们的宇宙。 

【解析】词义辨析。centre“中心”；core“核心，要点”；inner“内部”；interior“内部，

本质”。 

13. 正确答案 B 

【句意】地震发出三种类型的波，它们有各自的特征。 

【解析】词义辨析。lead“领导，致使，引导”；emit“发出，放射，发行”；reveal“显示，

透露，揭露”；mend“修理，修补，改善”。 

14. 正确答案 B 

【句意】下面的图表显示了一个 VIN 板和它在车上的安装位置。 

【解析】词义辨析。observation“观察，监视”；installation“安装，装置”；verification“确

认，查证，核实”；distinciton“区别，差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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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正确答案 D 

【句意】一些人称她为被占欧洲领地的 危险的敌方代理。 

【解析】词义辨析。Whole“完整的，纯粹的”；spacious“宽敞的，广阔的”；vacant“空

虚的，空的，空缺的”；occupied“已占用的，使用中的”。 

16. 正确答案 C 

【句意】这些简单的方法在实际应用方面具有一定的弹性。 

【解析】词义辨析。usage“使用，用法，惯例”；approach“方法，途径”；application“应

用，申请”；aspect“方面，方向，形势，外貌”。 

17. 正确答案 A 

【句意】但随着工业和国家的发展，更多的人和土地暴露于来自工业烟囱和汽车尾气排放

的肮脏空气中。 

【解析】词义辨析。exhaust“排气，废气”；outcome“结果，结局”；yield“产量，收益”；

product“产品”。 

18. 正确答案 C 

【句意】关于接受贷款方面你们有什么其他限制或具体政策吗？ 

【解析】词义辨析。formula“公式，准则”；respect“尊敬，尊重”；restriction“限制，约

束，束缚”；method“方法”。 

19. 正确答案 B 

【句意】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希望明天晚上得以进入运行中的空间站。 

【解析】词义辨析。through“通过，穿过，凭借”；underway“进行中的，起步的，航行中

的”；by way of“经由，当作”；throughout“贯穿，遍及”。 

20. 正确答案 A 

【句意】美国人通常会提前很久做好退休计划。 

【解析】短语辨析。in advance“预先，提前”；in tune“一致，合调子”；in return“作为报

答”；in time“及时，适时”。 

 

III. 专业术语翻译 

1. construction site 

2. site preparation  

3. storm drain 

4. soil erosion 

5. water management 

6. access point 

7. HVAC system 

8. plastic sheet 

9. property management 

10. personal protective equipment/individual protective equipment  

11. 基础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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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定位 

13. 重型机械 

14. 污水管；下水管 

15. 边坡；侧坡 

16. 仰角 

17. 聚氨酯泡沫塑料 

18. 排气通风 

19. 准入限制 

20. 邻近产业 

 

IV. 把下列段落译成中文 

所有注册工地必须清楚地张贴工程建造布告，提供项目名称和本地号码以及方案管理

部门的详细信息、网页地址和电话号码。如果该方案收到关于某注册工地的投诉，所有

的细节都被记录。工地经理将获知是什么性质的投诉，并应与原告协调商议。如果投诉没

有得到合理解决，该投诉将被传递到建筑公司的更高层，以确保该投诉得以解决。 

 

V. 把下列句子译成英文 

1. The first step of site preparation is to remove all the scrubs or jungle if there exists any on the 

site for building construction. 

2. Before starting the work, permanent bench marks must be established at a suitable point in 

the construction site. 

3. Clearing is cleaning the pathway in the site so other machine and people can pass easily. 

4. Site preparation requires lots of planning and using of heavy machinery. 

5. If local exhaust ventilation and containment methods are not used, establish a work zone 

around the work area to protect adjacent workers. 

扩展阅读资料  

以下网站和参考资料提供关于“施工准备”的 新资料和信息： 

www.home-building-answers.com 

www.homedesigndirectory.com.au 

www.dnpsy.com 

www.ehow.com 

www.walnutcouncil.org 

郎守廉. 国际工程实务英语百事通［M］. 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11. 

武秀丽. 土木工程专业英语［M］. 北京：中国铁道出版社，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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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Unit 5 
 第五单元 

 

 

 

Quality Management 
质 量 管 理 

 

 

Part I  总 体 设 计 

计划课时  8 课时/单元 

授课类型  口语课&阅读课  

授课内容  对话&课文 

课时分配  导言&口语对话 2 课时 

          综合阅读课文 4 课时 

          课后练习 2 课时 

教学目的  1. 掌握课文中重点词汇和语句，围绕主题展开口语活动 

          2. 了解并记忆相关的交际用语，提高语言实际应用能力 

教学重点  1. 熟悉并理解本单元主题 

          2. 掌握课文中出现的语言点和语法现象 

          3. 掌握文章内容及各部分段落大意的概括 

          4. 掌握涉外工程活动中的常用英语表达方式 

          5. 通过与本单元主题相关的听、说、读、写、译活动，提高英语综合能力。 

教学方法  1. 课前学生预习+课上教师讲解+课后学生复习 

          2. 大限度利用网络教学资源，展开以学生参与为主的课堂教学活动，并通

过督促检查等手段使学生课外继续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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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 II  导 言 介 绍 

    质量管理的概念广泛用于建筑施工中，质量管理的概念及其实践必须和谐统一。公共

设施体系的质量管理非常重要，应贯穿于整个项目过程之中。项目工程师检查及提供计划

和技术参数，资助机构保证足够的资金支持，许可证颁发机构审查计划和技术参数，承包

商构建项目提出的计划和技术参数，用水和下水道客户 终支付账单和接收服务。施工

中的质量管理也需做一定的准备工作，水合作用和固化作用对于建筑物的机构强化至关

重要。 

Part III  对话讲解和课文讲解 

对话讲解 

1. up to 一直到；相当于 

 She can count up to one hundred and backward.  

 她能数到一百然后再倒着数回来。 

 Our history textbooks only go up to the World War Ⅱ.  

 我们的历史教科书仅写到第二次世界大战。 

2. account for 对……做出解释；说明……的原因 

 Jack could not account for his foolish mistake. 

 杰克无法解释自己的愚蠢错误。 

 We always have to look around us and account for all the evidence.  

 我们总是四周观察，并对所有证据都作出解释。 

3. the majority of ……的大多数 

 The majority of its population (about 90%) lives in Doha.  

 其人口的大多数（大约 90%）生活在多哈。 

 The majority of men can be close and communicate; they want to get married and have 

kids.  

 不过，大多数男性还是喜欢亲密关系和沟通，他们渴望婚姻，想要孩子。 

4. appear vi. 看上去好像，似乎；显得 

 At present, these risks do still appear small.  

 目前，这些风险似乎仍然微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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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e old man appears to be in good health. 

 这位老人显得很健康。 

5. due to 由于；应归于 

 To some extent, this is due to the nature of the world around it.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这是其所处世界的特性所决定的。 

 I only regret that, due to prior commitments, I cannot be with you in person.  

 我唯一遗憾的是，由于已有约定在先，我不能分身与你会面。 

 Due to the lack of support, I recommend that you avoid using these routines.  

 由于有限的支持，所以我建议您避免使用这些程序。 

课文讲解 

1. mandatory adj. 强制的；命令的 

 Although not mandatory, it is certainly the easiest way to manage the deployment.  

 尽管不是强制性的，但是它是管理部署的 简单的方法。 

 The courses will be optional at first, but could become mandatory.  

 一开始这些课程是选修课，但是可能成为必修课。 

2. do good 对……有好处 

 One enemy can do more hurt than ten friends can do good.  

 十个朋友做的好事抵不上一个敌人造成的危害。 

 That being said, he doesn’t do good for anyone unless he gets something out of it.  

 就像所说的那样，他不会为任何人做好事，除非能从中得到些什么。 

3. available adj. 可得的；可利用的 

 We must utilize all available resources.  

 我们必须利用可以得到的一切资源。 

 You have all of the familiar tools available to you.  

 您拥有大量可利用的熟悉的工具。 

 Some firms have complained that the available workers do not have the skills that they 

want.  

 但一些公司开始抱怨现在可用的工人并没有掌握他们需要的技能。 

4. tune in 调谐；使……协调 

 Tune in to BBC tonight at 9 o’clock. 

 今晚 9 点收听 BBC 广播。 

 Tune in again tomorrow to hear the continuation of our exciting story.  

 明天接着收听这个激动人心故事的续集。 

 I’m still now well tuned in to my new surroundings. 

 我对新环境还不十分适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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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involve vt. 包含；牵涉；使陷于 

 This project involves much difficulty. 

 这一项目有许多困难。 

 Part of your conversation might involve telling parents how you feel.  

 你们对话的部分可能包含告诉父母你的感想。 

 Fantasies involve imagining something you hope will happen in the future.  

 幻想牵涉到想象未来你希望发生的事。 

6. take for granted 想当然地认为 

 Don’t take for granted what you have.  

 不要认为你所拥有的是理所当然的。 

 The thing is, sleeping in a warm bed, to most of us, is something we take for granted.  

 对于我们来说，睡在一个舒适温暖的床上是一件多么稀松平常的事情。 

7. finance vt. 负担经费，供给……经费 

 The company will finance this activity.  

 这个公司将要负担这次活动经费。 

 But how to finance more of it?  

 但怎样提供更多财政支持呢？ 

8. issue vt. 发行，发布；发给 

 The WHO plans to issue an updated report in 2013.  

 世卫组织计划在 2013 年发布一份更新报告。 

 Many banks sponsor their own credit card companies and issue cards free to their 

customers.  

 许多银行开办自己的信用卡公司，并免费发给他们的客户。 

 The Ministry of Public Security shall issue a certificate to any person whose application has 

been approved.  

 申请如经批准，将由公安部发给证书。 

9. when it comes to ……当提到；就……而论 

 When it comes to diet and exercise, we know what to do.  

 当提到饮食和运动的时候，我们都知道怎么去做。 

 For me, when it comes to learning a new language, I can read a textbook from cover to cover, 

but a week later I’ve forgotten it all.  

 对我而言，在需要学习一门新语言时，我可以从头到尾阅读一本教科书，但一周之后

我就会完全忘记书里讲了些什么。 

 When it comes to cloning, we’re in it for the money, just like everything else.  

 在克隆人一事上，我们还是为了赚钱，这和我们做其它事的目的没什么两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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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 IV  对话和课文翻译 

对话翻译 

（伊诺克和韦恩正在讨论质量管理建设方面的 新研究。） 

伊诺克： 美国、斯堪的纳维亚和英国的研究显示，多达 30%的工程是返工，劳动效率只

有 40%-60%，事故占到项目总数的 3%～6%，至少 10%的材料被浪费。这是很

可怕的。 

韦恩： 是的。据报道，施工过程明显低效，施工行业需要得到显著提高。同样，美国专

家认为迫切需要新的方法解决美国工程行业的弊病。这就是为什么我们需要改善

工程行业的原因。 

伊诺克： 非常赞同。其他行业已经大大提高了质量水平和性能，但大多数工程施工是

基于陈旧技术，同时伴随着供应链不足和高缺陷率，导致了劳力低效和材料

浪费。 

韦恩： 有什么新的方法来解决美国工程行业的问题呢？ 

伊诺克： 为了改善这种情况，许多研究者强烈建议工程行业应该汲取制造业的经验。“全

面质量管理”已经在制造业得到证明，它越来越多地被引入工程行业并加以实施。 

韦恩： 什么是全面质量管理？ 

伊诺克： 全面质量管理的概念 初在日本发展并应用于制造业，它能带来高效率和高质

量。它是为提高管理水平，达到目标而进行的持续的流程改进和对提高质量的工

具和技术的应用。全面质量管理是一个战略的、为实现客户满意度的集成管理系

统。 

韦恩： 全面质量管理的定义可能不同，但关键因素似乎类似：聚焦客户、评估和改进，

全面参与、领导、培训、授权，团队合作、激励、系统的方法和文化。 

伊诺克： 对的。这些因素已经被成功地应用于制造业；然而，实现并进入工程行业被证明

是有困难的，因为他们是不同性质的两个行业。 

课文翻译 

施工项目中的质量管理 

在大多数产业特别是制造业和加工工业中，质量管理的概念古老而且广泛使用。现在，

质量管理的应用不仅日益受欢迎，而且在工程行业已成为法定的要求。 

仅仅了解一些质量管理的方法或过程不会带来任何益处，我们必须采纳并实施提供给

我们的质量管理方法和工具。质量管理的概念及其实践必须和谐统一。 

公共设施体系需要基础设施，才能尽可能持续的长久一些。其中一个确保公共设施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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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方法就是质量管理。建设项目中良好的质量管理就是执行良好的检查。记住，我们要么

现在检查，要么以后修理。 

对于一个成功的建设项目，质量管理非常重要，应当坚持从构思和设计，到施工和安

装的整个项目过程。施工期间的质量检查会防止项目完成之后昂贵的维修费用。检查员、

工程师、承包商、资助机构、证书颁发机构和系统全体人员必须一起来检查、记录并纠正

工作中的缺陷。 

即使一个相对较小的建设项目也是复杂的，其成功与几个不同的质量管理角色相关

联。 

公共设施体系——系统经理首先要做的事情之一就是选择一位工程师。开始这个程序

的好方法是打电话给附近的公共设施体系，和他们谈谈过去他们可能使用过的工程师。这

样的电话打得越多越好，公共设施体系工程师 重要的作用就是复查计划书和规格书。不

要等到准备去投标之前才看计划。公共设施体系需要从一开始就和设计过程保持密切联

系。不要想当然地认为工程师拥有公共设施体系需要的确切方式。也让你的运营商看看计

划和技术参数。如果有什么不正确的或者公共设施体系需要改变的，用红色铅笔或钢笔在

计划书和规格书上标注。 

项目工程师——如果公共设施体系的员工中没有工程师（大多数系统就没有），通常

通过一个选择过程可以获得。某些规程可能会提供指令如何选择工程公司。公共设施体系

应该同国家的公用事业委员会、资助机构，或者很可能是政府主管部门或准许机构共同来

检查。设计项目的工程师提供计划和技术参数，这个工程师也通常进行主要检查——在某

些情况下进行唯一的检验。公共设施体系应该与工程师签订合同，提供建筑计划。这些计

划对于将来具有重要的参考作用。公共设施体系负责告知工程师他们需要的或者想要的具

体项目。 

资助机构——大部分公共设施体系没有足够的资金来支持大型项目。资助机构指的是

提供贷款的人（例如：农村发展公共设施服务贷款与补助、国家循环贷款基金、社区发

展拨款等）。机构通常审查计划和技术参数，提出一定的要求必须遵循，他们也可以检

查项目。 

政府主管或许可证颁发机构——政府主管或许可证颁发机构（通常是同一个实体）将

审查计划和技术参数，看它们是否满足国家的 低要求。他们可能发表评论，要求项目工

程师在许可证颁发之前解决问题并且发回修改的计划和技术参数。他们可以，有时也会在

施工现场进行专门的检查。 

承包商——承包商（或者，在真正的大项目中，不止一个承包商）按照计划书和规格

书提出的计划和技术参数构建项目。承包公司以利润为动机，但大多数时候他们也不得不

承当项目的 低投标人。一些——但绝不是所有的——承包商试图偷工减料以便在工作中

获取更多利润。 

用水和下水道客户——用水和下水道客户 终支付账单并接收服务。不要把客户看成

是理所当然要买单的。在施工项目开始之前、期间和完成之后的所有时间段，要谨慎尊重

他们的财产，特别是当涉及到路权和草坪恢复问题时。 

施工中的质量保证指导结构设计、技术参数和合适材料的正确使用，保证承包人/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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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商的工艺质量的实现，通过定期评估保养和修理，维护施工完成后的结构。质量控制必

须由承包商实施，而质量保证则由与所有者有约定的单独的第三方机构来执行。 

质量控制的准备工作： 

*质量管理意味着合理使用资源。 

*质量管理程序执行的是适当混合、适当密封、正确放置和适当固化。 

*质量管理防止过度设计。 

*质量管理确保对每一个阶段的具体生产的严格监控和故障修正。 

*质量管理降低维修成本。 

施工质量不佳的原因可以归结为对质量管理的忽视、材料不好、设计拙劣、细节设计

不佳、工艺低劣、水泥用量不当、混凝土混合不当，多余的水分、压实欠缺、表单不合格，

固化不足、封面不充分、表面遮盖不足、施工实践做法不当、监管不力以及归根到底，缺

乏技术知识。 

Part V  练习答案与讲解 

I. 回答下列问题 

1. Nowadays, application of quality management is not only becoming popular but also 

mandatory in construction industry. 

2. Utility systems need infrastructure to last as long as possible. One way to ensure longevity is 

through quality control. 

3. Quality management is critically important to a successful construction projects and should 

be adhered to throughout a project from conception and design to construction and 

installation. 

4. One of the first things the system manager must do is to select an engineer. A good way to 

start this process is to call nearby utility systems and talk with them about engineers they 

may have used in the past. The more places you call, the better. 

5. The most important thing the utility system can do is to review the plans and specifications. 

6. Before allocating the funds, agencies typically review the plans and specifications and have 

certain requirements that must be followed. They may also inspect the project. 

7. The state primacy or permit agency will review the plans and specifications to see if 

they meet the minimum requirements for that state. They may have comments for the 

project engineer to address and send back corrected plans and specifications before 

issuing a permit. They can and sometimes will do their own inspection on the 

construction project. 

8. Quality control means rational use of resources. Quality control procedures implement 

appropriate mixing, proper compaction, correct placement and adequate curing. It prev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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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mptation of over design and ensures strict monitoring of every stage of concrete production 

and rectification of faults and reduces maintenance costs. 

9. Periodic assessments are done for maintenance and repairs. 

10. A separate third party carries out quality assurance engaged by the Owner. 

 

II. 词汇与结构 

1. 正确答案 A 

【句意】未来几年应该不会有任何新的强制性支出。 

【解析】词义辨析。mandatory“强制的，托管的，命令的”；tremendous“极大的，巨大的”；

risky“危险的，冒险的”；temporary“暂时的，临时的”。 

2. 正确答案 B 

【句意】那么技术进步到底影响了你们的内部工作程序没有？ 

【解析】词义辨析。range“范围，幅度”；procedure“程序，手续，步骤”；item“条款，

项目”；process“过程，步骤”。 

3. 正确答案 A 

【句意】大量的小型企业将采用这种方法，消费者已经是这样了。 

【解析】词义辨析。adopt“采取，接受，收养”；adapt“使适应，改编”；purchase“购买”；

encounter “遭遇，邂逅，遇到”。 

4. 正确答案 C 

【句意】有资格的学生将获知申请程序和费用。 

【解析】短语辨析。be amount to“总计”；be equivalent to“等（同）于，相等（当）

于”；be available to“可被……利用或得到的”；be inferior to“劣于，次于”。 

5. 正确答案 D 

【句意】为了刺激经济增长，政府可以增加基础设施投资。 

【解析】词义辨析。growth“发展，生长”；construction“建设”；structure“结构，构造”；

infrastructure“基础设施，公共建设”。 

6. 正确答案 B 

【句意】直到接触其他文明我们才能知道平均寿命有多长。 

【解析】词义辨析。span“跨度，范围”；longevity“长寿，长命，寿命”；lifelong“终身

的”；length“长度，时间的长短”。 

7. 正确答案 B 

【句意】他们还需要遵守法律规定的 低标准。 

【解析】词义辨析。meet to“遇到”；adhere to“坚持，拥护，追随”；stick to“坚持，粘住”；

add to“加入，加到，增加”。 

8. 正确答案 C 

【句意】我们承接按照客户样品、指定设计、指定规格和包装方面要求生产的订单。 

【解析】词义辨析。instruction“指令，命令”；notification“通知，通告”；specification“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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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说明书”；satisfaction“满意，满足”。 

9. 正确答案 D 

【句意】但是民主党却拒绝合作，因为他们想要一个独立的委员会。 

【解析】词义辨析。emission“发射，散发”；transition“过渡，转变”；mission“使命，

任务”；commission“委员会”。 

10. 正确答案 C 

【句意】他们有能力出资、安排和处理复杂的大型交易。 

【解析】词义辨析。launch“发射，发动”；conduct“管理，引导”；finance“负担经费，

供给……经费”；manage“管理，经营”。 

11. 正确答案 A 

【句意】次级抵押贷款是针对那些可能没有足够的钱偿还贷款的人群而设的贷款。 

【解析】词义辨析。Loan“贷款，借款”；debt“债务，借款”；credit“信用，信誉”；allowance

“津贴，零用钱”。 

12. 正确答案 C 

【句意】就蜜蜂而言，人们总是将一个群落作为一个单一的实体来讨论。 

【解析】词义辨析。territory“领土，领域”；state“国家，州”；entity“实体，存在，本质”；

unit“单位”， 

13. 正确答案 D 

【句意】那时爱德华年仅 28 岁，离进入参议院的 小服务年龄差两岁。 

【解析】词义辨析。maximum“ 大值， 高限度”；minimum“ 小值， 低限度”。 

14. 正确答案 B 

【句意】俄罗斯还宣布该国官员不再出访英国，并且停止对英政府官员发放签证。 

【解析】词义辨析。found“创立，建立”；issue“发行，发布”；permit“许可，允许”；contract

“收缩，感染，订约”。 

15. 正确答案 D 

【句意】启动此方案的实用主义者是基于医学上的考虑。 

【解析】词义辨析。Encourage“鼓励”；simulate“模仿，假装，冒充”；move“移动，感

动”；motivate“刺激，激发……的积极性”。 

16. 正确答案 A 

【句意】其他投资者，尤其是那些需要收入的人，可能会忍不住效仿。 

【解析】短语辨析。be tempted to“受诱惑做某事”；be attempted to“企图做某事”；be apt to

“倾向于”；be inclined to“倾向于……，有意……”。 

17. 正确答案 A 

【句意】既然您已经完成了目标和宗旨，是时候做一个资源评估了。 

【解析】词义辨析。assessment“评定，估价”；assurance “保证，保险，确信，断言”；

inspection“视察，检查”；research“研究，调查”。 

18. 正确答案 C 

【句意】至于奢侈和舒适， 明智的人生活得比穷人更加简单和朴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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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析】短语辨析。on contrary to“与……相反”；in spite of“尽管，不管，不顾”；with 

respect to“关于，至于”；so as to“以便，以致”。 

19. 正确答案 B 

【句意】如果他们领域的领导是论争科学家，他们可能会进一步遭到利益冲突。 

【解析】短语辨析。be obliged to“不得不，有义务，感谢”；be subject to “受支配，从属

于，常遭受……”；be indulged in“沉迷于……”；be involved in“包括……中，被卷入……

中”。 

20. 正确答案 A 

【句意】这样的应用程序如何不同于当前的实践做法？ 

【解析】词义辨析。application“应用，申请”；transaction “交易，事务”；transmition“过

渡，转变”；supervision“监督，管理”。 

 

III. 专业术语翻译 

1. quality management/quality control 

2. construction project 

3. construction industry 

4. design process 

5. costly repairs 

6. project engineer 

7. quality assurance 

8. structural design 

9. maintenance costs 

10. structural strength 

11. 加工工业 

12. 公共设施体系系统 

13. 基金资助机构 

14. 系统经理 

15. 特殊条款 

16. 循环贷款 

17. 分类财政补贴 

18. 合理选材 

19. 许可证颁发机构 

20. 第三方 

 

IV. 把下列段落译成中文 

工程行业不断面临对质量改进和成本控制的实质性要求，同时还要减少合同纠纷。

CPM 是对项目进行管理，适用于工程行业，是对项目从开始到完工的整体规划﹑协调和

控制。CPM 旨在满足客户的需求，完成一个在功能上和经济上均可行的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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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 把下列句子译成英文 

1. Just knowing some quality management methods or procedures will not do any good. 

2. Agencies typically review the plans and specifications and have certain requirements that 

must be followed. 

3. The contractor builds the project as set forth by the plans and specifications. 

4. Quality control has to be imposed by the contractor whereas quality assurance is carried out 

by a separate third party agency engaged by the owner. 

5. On the other hand, the properties of concrete in the outer zone are greatly influenced by curing as 

it is the concrete in this zone that is subject to weathering, carbonation and abrasion. 

扩展阅读资料 

以下网站和参考资料提供关于“质量管理”的 新资料和信息： 

pmbook.ce.cum.edu 

www.nesc.wvu.edu 

www.southerncompany.com 

www.newhallinfo.org 

www.quality-assurance-solutions.com 

郭玉兔. 建筑英语［M］. 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1. 

柳立生. 工程管理专业英语［M］. 武汉：武汉理工大学出版社，2009. 

周青\赵晖. 建筑英语［M］. 上海：华东理工大学出版社，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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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under Oil Ltd., for the whole construction period) 

尼尔森： 您好，王先生，很高兴再次见面！ 

王先生： 我也很高兴再见到您，尼尔森先生。 

尼尔森： 我希望你已安顿好，请不要拘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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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Unit 6 
 第六单元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环 境 保 护 

 

 

Part I  总 体 设 计 

计划课时  8 课时/单元 

授课类型  口语课&阅读课  

授课内容  对话&课文 

课时分配  导言&口语对话 2 课时 

          综合阅读课文 4 课时 

          课后练习 2 课时 

教学目的  1. 掌握课文中重点词汇和语句，围绕主题展开口语活动 

          2. 了解并记忆相关的交际用语，提高语言实际应用能力 

教学重点  1. 熟悉并理解本单元主题 

          2. 掌握课文中出现的语言点和语法现象 

          3. 掌握文章内容及各部分段落大意的概括 

          4. 掌握涉外工程活动中的常用英语表达方式 

          5. 通过与本单元主题相关的听、说、读、写、译活动，提高英语综合能力 

教学方法  1. 课前学生预习+课上教师讲解+课后学生复习 

          2. 大限度利用网络教学资源，展开以学生参与为主的课堂教学活动，并通

过督促检查等手段使学生课外继续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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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 II  导 言 介 绍 

环境保护从建筑工地开始，空气、土壤以及建筑工人都应得到妥当的保护。开工之前

应了解废物管理和土壤管理两个重要的建筑环境保护计划策略。根据环境影响评价研究对

建筑规划是否符合环保法规进行检查。土壤提取、植被损失、空气污染、固体废物和噪音

污染是环境影响评价研究的主要内容。环境和生态的整体布局、公众和企业的高度参与、

人们环境意识的提高对施工中环境保护具有重要意义。 

Part III  对话讲解和课文讲解 

对话和课文讲解 

对话讲解 

1. major in 主修 

 Are you majoring in English literature? 

 你是主修英国文学吗？ 

 In college, he plans to major in Norwegian.  

 他计划在大学里选读挪威语专业。 

2. pursue vt. 继续；从事；追赶 

 We will pursue the subject of discussion tomorrow.  

 我们明天继续讨论这个题目。 

 The police are pursuing an escaped prisoner. 

 警方正在追捕一名越狱逃犯。 

3. arise vi. 出现；上升；起立 

 She arises from her chair when he enteres the room. 

 当他进房间时她从椅子上站起来。 

 The present difficulties in our country arise from the reduced value of its money. 

 我国目前的困难是由货币贬值引起的。 

4. illustrate vt. 阐明，举例说明；图解 

 He illustrates the lesson with a picture. 

 他用一张图片来说明这篇课文。 

 She decides to use charts and diagrams to illustrate. 

 她决定用图表来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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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be aware of 知道，意识到 

 They should be aware of their rights.  

 他们应该知道他们的权利。 

 Many have begun to be aware of new challenges for job seekers.  

 很多人开始意识到求职者将要面临新挑战。 

6. register vt. & vi. 登记；注册 

 It is his duty to register the names of the patients every day. 

 每天登记病人的姓名是他的职责。 

 You must register with the police when you come to a foreign country. 

 当你到达外国时你必须在警方处登记。 

课文讲解 

1. sustainable adj. 可持续的，足可支撑的 

 We need to have a more stable and sustainable business model.  

 我们需要找到一个更稳定和可持续发展的商业模式。 

 But how sustainable these profits are is not clear.  

 但这些收益能持续多久却不是很清楚。 

2. comply with 照做，遵守 

 If you do not comply with these rules, the transaction strategy will not work.  

 如果不遵守这些法则的话，交易策略将无法实施。 

 They have to comply with social and environmental standards.  

 他们必须遵守社会和环境标准。 

 The person is able mentally and physically to comply with the order.  

 这个人从思想上和身体上都能够遵守这一秩序。 

3. dispose of 处理；解决；除掉 

 Dispose of these old newspapers. 

 把这些旧报纸处理掉。 

 Let’s dispose of this matter once and for all. 

 让我们永远解决这件事情吧。 

 The owner disposed of his house for $200 000. 

 房主以 20 万美金的价钱把他的房子卖掉了。 

4. interfere with 干扰，干涉；妨碍 

 The trees interfere with the view. 

 那些树挡住了视线。 

 Smoking often interferes with health. 

 吸烟对健康有害。 

 But that is your affair; we do not interfere with your problems.  

 但那是你自己的事情。我们不愿意干涉你们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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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as to 至于，关于；就……而论 

 She was curious as to who he was, so she introduced herself.  

 她对他是谁感到好奇，所以向他做了自我介绍。 

 There are some doubts as to whether it can do that.  

 人们对是否可以实现这一点还有些疑问。 

6. yield vi.&vt. 屈服；出产 

 We shall never yield to a conqueror.  

 我们绝不会向征服者屈服。 

 As much of the soil has been overworked, it cannot yield any good harvest.  

 随着大部分土壤过分播种，难以有好收成。 

7. opt vi. 选择 

 More students are opting for English nowadays. 

 现在有更多的学生在选修英语。 

 A few opt to send their children to boarding schools in England.  

 有少数人选择把他们的孩子送到在英国的寄宿学校。 

8. assist vt. 帮助 

 Please assist her in moving the furniture. 

 请帮助她搬家具。 

 I am willing to assist whenever there is an opportunity. 

 有机会我随时愿意帮忙。 

9. perspective n. 观点；远景；透视图 

 So from their perspective, why not do it?  

 所以从他们的观点来看，为什么不这么做呢？ 

 You can see it from a new perspective.  

 你可以从一个新的角度了解它。 

10. exert vt. 运用，发挥 

 We’d like to know what kind of pressure she can exert.  

 我们想知道她能够施加什么样的压力。 

 From China’s perspective, the possible advantage would be to exert power to obtain direct 

and concrete benefits.  

 从中国角度来看，可能的优势是发挥自己的影响力来获得直接而实际的利益。 

11. strive for 争取，奋斗 

 You must understand that and strive for balance in your life.  

 你必须了解这个道理，并且为平衡你的生命而努力。 

 Failure in this case is not an option, and we’ll strive for success.  

 在这个问题上，失败不是我们的选择，我们要为成功而奋斗。 

12. attach importance to 重视；着重于……；对……给予重视 

 We will attach importance to the development and management of social organiz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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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将重视社会组织发展和管理。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should attach importance to solving the Middle East issue 

completely.  

 国际社会应重视全面解决中东问题。 

Part IV  对话和课文翻译 

对话翻译 

（贝拉，土木工程专业的一名研究生，正在考虑“环保建筑”这门选修课，她因此咨询温

顿教授。） 

贝拉： 现在，构建绿色时尚成为我们生活的一个重要部分。我们在追求住房的时尚

和美感的同时，其建设过程可能损害了人们的生活和健康。 

温顿教授： 是的，环境保护也日益成为人们关注的话题。 

贝拉： 在建筑工地可能会出现什么问题？ 

温顿教授： 施工和拆迁活动有可能引发严重的空气质量问题。不过，实践中 佳控制措

施容易实施，并且也可以得到广泛指导。建筑工地粉尘通常由小颗粒如烟

灰、水泥，以及大颗粒如砂砾、沙子和木粉组成。 

贝拉： 我们在建筑工地应该怎么办呢？ 

温顿教授： 良好的工程环境现场操作包括确定尘埃源和敏感受体、洗轮机清洗所有车

辆。路面洒水后再清扫，已完成的土方先密封再拉运，石材切割要先打湿、

使用低排放汽车和工程设备。 

贝拉： 您的课程中目前有哪些 新的研究发现？您能举例说明一下吗？ 

温顿教授： 我们需要意识到一个深层的概念，即可持续建设。 

贝拉： 具体地说是什么？ 

温顿教授： 可持续建筑意味着保护环境，从规划到修建考虑社会需求和经济效率。至于

更多的科学知识和新概念，我的课程将提供有价值的信息。 

贝拉： 谢谢您。我想我要选这门课程。 

课文翻译 

施工中的环境保护 

房屋建设会污染环境。应该通过遵守环境法规、改进节能措施和建造可持续建筑保护

环境。 

规划和建设法规要制定缜密，因为必须考虑不同的利益和因素，包括环境保护和能源

消费。在建筑许可证申请过程中，要进行检查以确保施工方遵守所有法规。这也适用于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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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和能源法规。 

环境保护从建筑工地开始。必须保护建筑工人免受工程机械的气体侵害。建筑垃圾必

须分离并合理回收或处置，土壤应尽可能地谨慎处理等等。 

参与工程业需要详细了解政府制定的各种建筑环境保护计划条例。特别是，我们

需要制定一个环境保护计划，来确保我们能够处理所有可能给环境造成负面影响的施

工问题。 

我们需要在开工建设项目之前了解的两个 重要的建筑环境保护计划策略是：废物管

理和土壤管理策略。环境保护计划应该说明将如何处理施工项目中产生的所有废物并且确

保土壤不受不利干扰。 

为了制定一个有效的环境保护计划，我们首先需要进行环境影响评价研究。通过

这样一个研究，我们将能够获得所有施工项目可能造成的损害、风险、危害和污染的

资料。 

根据环境影响评估（EIA）并以此作为授权过程的一部分，来检查建筑规划是否符合

环保法规。EIA 不是普遍适用：它仅适用于可能大幅度破坏环境的装置的建设或改建（如

国家公路、新铁路线，高压架空线路）。 

高效的环境影响评价研究应该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 土壤提取工作的结果：这项研究应该获取提取所产生的所有结果。我们应该有能

力想出办法解决这个问题，这样的办法可能会正确使用原材料，达到减少浪费和安全处置

产生的污土的目的。 

2. 植被的损失：此规划应该确保恰当地界定和评定将被工程影响的建筑工地。在项

目收尾之际，应该适当准备重新栽植合适的植被。 

3. 空气污染：该规划应该确保建筑车辆使用的开放区域通过使用潮湿抑制技术来保

持湿度，减少灰尘。 

4. 固体废物：建设项目将会产生大量的固体废物。研究表明建设环境保护计划应说

明固体废物如何分类，回收或安全处理。 

5. 噪音污染：噪音水平应该达到理想的限度，我们的研究应该能确定所使用工程机

械的类型和噪声补救措施。 

这些只是我们进行环境影响评价研究时需要考虑的某些问题，基于建筑工地的情况，

我们可能会选择考虑一些其他环境课题，例如如何保护可能在已计划建筑工地周围的水

体。 

只有通过进行环境影响评估研究，我们才能够将施工项目过程中所有影响环境的负面

因素进行分类，这将大大帮助我们制定一个功能性的施工环境保护计划。 

施工和拆迁有可能产生重大的空气质量问题。环境保护机构和环境质量部门都应该寻

求限制建筑工地排放的污染物。一些具体措施是： 

1. 环境和生态建设体现在城市发展的方方面面，我们应当在各个领域，特别是在经

济发展和社会进步方面给予足够考虑并作出完善安排。 

2. 我们将构建具有战略意义的环境保护生态项目，同时，在日常生活中，我们还应

加强环境保护和管理，包括某些管理部门。 



6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71 

3. 我们应当通过动员企业和公众，尤其是中小型企业，开展城市环境保护和生态建

设运动。从实践的角度来看，一些企业在城市建设中成为环境破坏或污染环境的角色。因

此，我们应当加强管理，提供指导，发挥他们在环境保护中的主动性。 

4. 我们将提高人们的环境意识，争取在环境保护方面充当先锋或模范作用。只有

政府、企业、公众共同努力加强环保意识和重视环境建设和生态保护，我们的城市发

展才能更快，才能顺应经济发展、社会进步和文化建设。 

Part V  练习答案与讲解 

I. 回答下列问题 

1. The environment should be protected by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s, by the promotion of 

energy-saving measures and by sustainable building. 

2. Planning and building legislation is very densely regulated as there are differing interests and 

factors that have to be taken into account, including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nd energy 

consumption. 

3. During the building permit process, a check is made to ensure that all regulations are being 

complied with. 

4. Building waste has to be separated and properly recycled or disposed of and the soil should 

be treated as carefully as possible, etc. 

5. Being involved in the construction industry calls for detailed understanding of the various 

construction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plan regulations put in place by the government. In 

particular, we are required to develop an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plan that will ensure that 

we will be able to handle all construction matters likely to affect the environment negatively. 

6. Two of the most important construction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plan strategies that we 

need to have before commencing any construction project are Waste Management and Soil 

Management Strategies. 

7. EIA refers to environmental impact assessment 

8. A check is made as to whether plans comply with the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regulations. 

9. Construction and demolition activities can generate significant air quality problems. 

10. Environmental and ecological construction are embodied in each aspect and field in the 

course of urban development. We shall make sufficient arrangement to consider them in 

each field. We shall construct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nd ecological projects with 

strategic significance, enhance the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nd administration in our daily 

life, carry out urban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nd ecological construction by mobilizing 

enterprises and general publics. We shall enhance people’s environmental consciousness, 

facilitate a good habit of life, and strive for acting as pioneers or models in the regard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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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II. 词汇和结构 

1. 正确答案 D  

【句意】他们也开始就行业新规展开讨论。 

【解析】词义辨析。regard“注意；尊重；问候”；form“形式，形状”；resent“怨恨；

愤恨”；regulation“管理；规则”。 

2. 正确答案 D  

【句意】在购买新车时，你可以考虑买一辆节能、温室气体排放量又较低的汽车。 

【解析】词义辨析。time-saving“节省时间的”；thought-provoking“发人深省的；引起思

考”；energy-producing“产生能量的”；energy-saving“节省能源的”。 

3. 正确答案 A  

【句意】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需要确保我们的新闻业是可控的。 

【解析】词义辨析。manageable“易管理的；易控制的”；profitable“有利可图的；赚钱

的”；notified“通告的，公布的”；preserved“保藏的”。 

4. 正确答案 D  

【句意】军事功能在国家安全中仍然占有重要地位。 

【解析】词义辨析。effects“影响；效果”；factors“因素；要素”；results“结果”；

functions“功能”。 

5. 正确答案 C  

【句意】为了遵从你的意愿能做的已经都做了。 

【解析】词义辨析。combine with“与……结合”；combat with“与……战斗”；comply 

with“照做，遵守”；provide with“供给”。 

6. 正确答案 A  

【句意】新规则将适用于更多的人而不仅仅是那些纳税 50%的人。 

【解析】词义辨析。apply to“适用于；应用于”；suit to“适合于”；coordinate with“使

协调；配合”；interfere with“干扰，干涉”。 

7. 正确答案 C 

【句意】这样可以激励公司，使他们的产品易于回收或再利用。 

【解析】词义辨析。recruit“聘用；征募”； 

rebind“重捆；重新装订”；recycle “使再循环；使……重新利用”；reproduce“复制；

繁殖”。 

8. 正确答案 D  

【句意】世界产生的垃圾多到自身难以处理。 

【解析】词义辨析。approve of“赞成”；accuse of“谴责，控告”；discard of“丢弃”；dispose 

of“处理；转让；解决”。 

9. 正确答案 B  

【句意】人类大脑约 40%或更多的部分被认为与视觉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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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析】词义辨析。be engaged in“参与；从事于；忙于”；be involved in“包括……中，

被卷入……中；涉及到……”；be concerned with“涉及……”；be faced to“面临”。 

10. 正确答案 A 

【句意】他们特别坚持永远都不会放弃通过军事手段抵抗以色列的权利。 

【解析】词义辨析。In particular“尤其，特别”；In part“在某种程度上；部分地”；In 

conclusion“总之； 后”；In contrast“与此相反”。 

11. 正确答案 C  

【句意】杰夫·悉尼有五个策略：节能、节水、减少垃圾、防止污染、保护环境。 

【解析】词义辨析。options“选项；选择权”；styles“风格”；strategies“战略，策略”；

files“文件；档案”。 

12. 正确答案 C  

【句意】预计变化将在 2010 年的第一季度开始。 

【解析】词义辨析。Flow“流动，涌流”；originate“引起”；commence“开始；着手”；

command“命令，指挥”。 

13. 正确答案 D  

【句意】拥有这种素养的老师很少需要干涉孩子的自由，但必要时有能力做到不会 

造成心理伤害。 

【解析】词义辨析。effect on“对……的作用”；transfer to“转移到”； 

comply with“照做，遵守”；interfere with“干扰，干涉”。 

14. 正确答案 D 

【句意】一种显而易见的影响是大地表层剧烈的改变。 

【解析】词义辨析。provision“供应品”；position“位置，方位”；condition“条件；情

况”；alteration“修改，改变；变更”。 

15. 正确答案 A  

【句意】极度愤怒只会导致不愉快的结果。 

【解析】词义辨析。outcome“结果”；opportunity“时机，机会”；change“改变；兑换” 

mission“使命，任务”。 

16. 正确答案 B  

【句意】印度依赖于获得外国原材料特别是能源。 

【解析】词义辨析。plentiful wealth“充足的财富”；raw materials“原料”；available 

sources“可得到的来源”；public facilities“公共设施，市政设施”。 

17. 正确答案 A  

【句意】他们发布了无数的律例和典章以压制人民。 

【解析】词义辨析。suppression“抑制；镇压”；supervision“监督，管理”；institution“制

度”；suspicion“怀疑”。 

18. 正确答案 C  

【句意】外汇交易同样是一项重要活动，持续茁壮成长。 

【解析】词义辨析。Beneficial“有益的，有利的”；potential“潜在的；可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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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bstantial“大量的；实质的”；influential“有影响的”。 

19. 正确答案 B  

【句意】从全球的角度看，通过贸易税收减少排放收效甚微。 

【解析】词义辨析。Respective“分别的，各自的”；perspective “观点；远景”；view“意

见；风景”；point“要点”。 

20. 正确答案 D  

【句意】这项研究是国家卫生研究院组织的妇女健康倡议的一部分。 

【解析】词义辨析。management “管理；管理人员”；institution“制度”；matter“物质”；

initiative“主动权；首创精神”。 

 

III. 专业术语翻译 

1.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2. building legislation 

3. energy loss/waste 

4. energy legislation 

5. building site; construction site 

6. environmental impact assessment 

7. raw material 

8. construction vehicle; engineering vehicle 

9. construction machinery 

10. urban development 

11. 环保法规 

12. 节能措施 

13. 可持续发展建筑 

14. 建筑许可证 

15. 国道 

16. 高压架空线路 

17. 土壤提取 

18. 植被 

19. 固体废物 

20. 生态建设 

 

IV. 把下列段落译成英文 

可持续性建筑是指建筑要关注保护环境，考虑社会需求和从建筑规则到建筑翻修的

经济效益。联邦房务局的住宅与可持续方案颁布相关出版物、提供工具、呈示范例和与

各种联办公室与组织的链接。公共建筑权威部门为了达到可持续示范性水平的生态建筑

提供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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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 把下列句子译成中文 

1. In particular, we are required to develop an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plan that will ensure 

that we will be able to handle all construction matters likely to affect the environment 

negatively. 

2. The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plan should show how we will handle all the waste produced 

during a construction project. 

3. Such handling may be proper usage of raw materials to decrease wastage and safe disposal 

of soil produced. 

4. Our study should identify the types of construction machinery to be used and noise remedy 

measures. 

5. We shall construct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nd ecological projects with strategic significance. 

扩展阅读资料 

以下网站提供关于“环境保护”的 新资料和信息： 

www.hkca.com.hk 

www.articlesbase.comj 

www.environment.act.gov.au 

www.siemens.com.cn 

www.sanyo-chemical.co.j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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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Unit 7   
 第七单元 

 

 

 

Joint Venture Forming 
联营体组建 

 

 

Part I  总 体 设 计 

计划课时  8 课时/单元 

授课类型  口语课&阅读课  

授课内容  对话&课文 

课时分配  导言&口语对话 2 课时 

          综合阅读课文 4 课时 

          课后练习 2 课时 

教学目的  1. 掌握课文中重点词汇和语句，围绕主题展开口语活动 

          2. 了解并记忆相关的交际用语，提高语言实际应用能力 

教学重点  1. 熟悉并理解本单元主题 

          2. 掌握课文中出现的语言点和语法现象 

          3. 掌握文章内容及各部分段落大意的概括 

          4. 掌握涉外工程活动中的常用英语表达方式 

          5. 通过与本单元主题相关的听、说、读、写、译活动，提高英语综合能力 

教学方法  1. 课前学生预习+课上教师讲解+课后学生复习 

          2. 大限度利用网络教学资源，展开以学生参与为主的课堂教学活动，并通

过督促检查等手段使学生课外继续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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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 II  导 言 介 绍 

    在国际工程承包市场上，联合承包工程已成为我国公司进入国际承包市场的一种策

略。联营体随着项目的招投标开始而组建，随着项目竞争中标、承包实施、交工验收、工

程决算的完成而结束。联营体的组建有以下步骤：选择联营伙伴、签订联营体协议、订立

联营体章程、成立联营体领导机构以及成立联营体工作机构等。 

Part III  对话&课文讲解 

对话讲解 

1. Our last cooperation is still fresh in my mind. 

 last cooperation 指的是上一次的合作 

 cooperation 合作，协作；配合  

 The success of our plan rests on your cooperation.  

 我们的计划成功与否取决于你的合作。 

 The friendly cooperation between the two countries is growing with every passing day.  

 两国的友好合作关系日益发展。 

 fresh in my mind 意为记忆犹新。 

2. Our two companies are complementary to some extent, for you have got highly developed 

facilities and skilled workers in your company.  

 complementary 意为互补 

 You should think of the readings as complementary to my lectures.  

 你应该把那些书当作是我讲座的补充。 

3. ….the future of our business will be more promising. 

 promising adj. 有希望的，有前途的 

 We’re trying to bring along several promising young football player.  

 我们正设法培养出几个有前途的年轻足球运动员。 

 But the initial results are quite promising.  

 但是 初的结果是很有希望的。 

4. In cooperation we will get a lot of preferences in comparison with other bidders in bid, 

preference n. 优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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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n allocating housing, preference is given to those who have young children.  

 在分配房子时，那些有小孩的人有优先权。 

 He feels that the distribution system still gives preference to private institutions. 

 他感觉分配系统仍然为私人机构提供了优先权。 

 in comparison with 与……比较，与……相比 

 What is striking, in comparison with the museums in Paris and Berlin, say, is the lack of 

objects.  

 和巴黎、柏林的展馆相比，这里 大的特点，就是没有实体展品。 

 The buildings in Taipei are small in comparison with the skyscrapers in New York.  

 台北的建筑物和纽约的摩天楼相比算是小的。 

5. Then we will provide equipment which will cover 45% of the entire required fund. cover 此

处的意思是“占，及于”。 

 This check should cover all her expenses. 

 这张支票应该足够支付她的全部开支。 

 The price barely covers the cost. 

 这种价格刚够抵上成本。 

课文讲解 

1. Forming international joint ventures (IJVs) with multinational corporations (MNCs) from 

advanced economies has been widely adopted by firms in emerging economies as an 

organizational approach to building up their innovative capabilities.  

 multinational：“multi-”是一个英语中常用的前 ，有“多、多倍、多重”的意思，比

如 multicultural 多种文化的，multiracial 多种族的。 

 adopt vt. 采用，采纳， 

 The committee ultimately adopted his suggestions. 

 委员会 终采纳了他的建议。 

 This is the attitude that everyone should adopt towards their frustrations.  

 这也是每个人面对挫折时应该采取的态度。 

 build up 增进，加强 

 In order to do this you have to build up confidence.  

 为了做到这一点，你一定要建立起自信。 

 You build up your belief through observation, intuition, experience and trial.  

 你可以通过观察、直觉、经验和尝试来构建你的信念。 

2. Forming joint ventures allows firms to maintain higher research intensity and increase their 

probability of success. 

 allow sb. to sth. 允许某人做某事 

 For the first time professinoals were allow to compete on US Open Championships.  

 职业运动员被允许参加美国公开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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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t is something we cannot allow to continue.  

 我们不能允许这种事情继续发生。 

3. Further, research joint ventures usually involve only a subset of firms within the industry 

rather than encompassing all firms into one alliance. 

 a subset of 子集 

 Service programs are a subset of console applications.  

 服务程序是控制台程序的一个子集 

 encompass vt. 包含；包围，环绕 

 They built a moat to encompass the castle. 

 他们在城堡周围修了一条护城河。 

 He would no longer encompass every area of her life.  

 他将不再把她包围得死死的。 

4. Moreover, keen competition in the international market is becoming more and more heated. 

 keen adj. 强烈的，激烈的， 

 The competition became so keen that many of smaller companies were frozen out.  

 竞争是如此激烈，许多较小的公司被排挤了出来。 

 At this age the desire to stay with Mom is very keen.  

 在这个年龄段他强烈地渴望能和母亲呆在一起。 

5. They are either lack of fund or equipment. 

 either…or…表示 要么……要么…… 

 They either bully or indulge their clients.  

 他们要么吓唬客户，要么纵容他们。 

 Use a neutral background – either dark or white.  

 使用清亮的背景——要么黑要么白。 

6. So these joint ventures are often temporary. 

 temporary. adj. 暂时的，临时的， 

 But he predicted the impact will be temporary.  

 但他预计，这一影响将是暂时的。 

 Our obvious dilemma is that reality is not temporary.  

 显然，我们的困境是现实不是暂时的。 

7. That’s to say, when they get the project, the joint venture will last until they finish the project 

and then dismiss automatically. 

 that’s to say 也就是说 

 Now that’s to say none of us would make that mistake.  

 所以说我们，没有人会犯那样的错。 

 That’s to say, jogging can be a cure for heart troubles.  

 那就是说，慢跑可以治疗心脏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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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ismiss vt. n. 解散；解雇 

 It both has the procedure of establishment and approval and the system of dismiss.  

 其既有明确的成立审批程序，也有严格的解散管理制度。 

 The teacher dismissed the class early. 

 老师早下课了。 

8. This committee is the highest authority of the joint venture, which consists of representatives 

from member companies. 

 consist of 由……构成 

 All bodies consist of molecules and these of atoms.  

 所有物质都是由分子和原子组成的。 

 Markets consist of people and the global market is no exception.  

 市场是由人组成的，全球市场也不例外。 

9. This qualification is the premise for it to attain the project. 

 premise n. 前提 

 If that premise is true then that conclusion is false.  

 如果那个前提是真的，那么结论就是假的。 

10. However, without knowing whether it will win, still member companies should make an 

effort and undertake their own responsibilities in the bidding stage. 

 make an effort 努力，作出努力 

 It shows that if you make an effort to change, you can.  

 这一事实表明，如果你努力去改变，就一定可以做到。 

 undertake responsibility 承担责任 

 Also, they are likely to have babies and thus undertake responsibility of nurturing children.  

 并且，他们会有小孩子，于是得承担抚养小孩的责任。 

Part IV  对话&课文翻译 

对话翻译 

（在国际市场，公司需要使用策略使自己更具有竞争性，其中之一便是组建联营体。这样

公司更可能在大项目中竞标成功，使工程施工成功。以下对话是两家公司的代表布朗先生

和约翰逊先生之间的对话，谈判组建联营体事宜。） 

J: 很高兴见到你，布朗先生。 

B: 我也很高兴见到你，约翰逊先生。我们上一次的合作还记忆犹新呢。 

J: 我也是。事实上，我非常感谢你给我们这个机会在一起工作，我们的合作非常愉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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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是的，我们两家公司在某种程度上具有互补性，你们有高科技的设备和技术人员。 

J: 而你们能提供大量的资金。 

B: 我现在想，我们一起合作另一个项目。 

J: 你指的是跨海大桥项目？我们也正想呢，那可是个大项目。 

B: 但是我们一起竞标怎么样？我们不能单独竞标。 

J: 那样的机会可真不多，我们同意。如果竞标成功的话，我们的未来就更加光明。 

B: 那太好了，就像我们上次合作一样，如果我们组建联营体，我们就非常有优势。 

J: 是的，因为我们是一家国内公司，而你们是国际承包商。和竞标中其他的投标者相比，

我们的合作更具有优势，因为在这个项目上我们能得到世界银行的贷款支持。 

B: 说得对。我们谈谈合作的具体细节吧。 

J: 我们应该先决定联营体的牵头公司，牵头公司需要提供更多资金。 

B: 我们做牵头公司吧，我们出 55%的资金。 

J: 那当然好，然后我们提供设备占全部资金的 45%。我们的利润分红、损失分担和资金

分配比例一样。 

B: 这件事也很重要，我们需要组建一个联营体执行委员会作为 高权力机构，决策和处

理重要事务。 

J: 当然重要，我们会在合同里把所有细节都阐述清楚的。 

B: 好。等我们把一切都考虑清楚，下次见面时起草合同怎么样？ 

J: 我同意。 

课文翻译 

国际联营体组建 

与发达经济地区的跨国公司组建国际工程联营体，在新兴经济地区作为一种建立创新

能力的组织方法而被广泛采用。这种方法既有优点，也有缺点。组建联营体使公司保持更

高的科研强度并提高成功率。近年来公司之间的研究型联营体和技术型联营体迅速增长。

这些联营体和合作的一个有趣特征是，在产品市场上，他们是竞争对手。这种现象通常被称

为合作竞争。此外，研究型联营体通常只包括行业内一小部分公司而不是把所有的公司容纳

到联营体中。 

在国际工程承包中，公司经常和其他公司组建联营体用以竞标和承包工程。有时，这

些企业实际上是竞争对手。但是，某些项目规模宏大，工艺复杂。此外，国际市场竞争激

烈日趋白热化。所以如果他们单独投标，中标可能性不大。他们或者缺乏基金或者缺乏设

备。组建联营体一方面可以充分发挥自己的特长，从而更具有竞争力；另一方面，他们会

得到东道国政府及国际金融机构贷款项目，因为当地政府鼓励当地的承包商或由当地承包

商和国际公司组建的联营体投资和承包工程项目，以发展本地经济。 

当有需要合作的工程项目，几家公司通常组建联营体。所以联营体一般是暂时性的。

也就是说，当他们赢得该项目时，联营体成立，联营体将持续到项目完工，然后自动解散。

但是一旦他们竞标失败，他们的努力白费，联营体也不复存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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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营体是由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公司组成的，其中之一是牵头公司或赞助商。一般而言，

牵头公司是提供大部分资金并承担大部分责任的成员公司。然而有时这个位置也被 有经

验的公司或和业主有密切联系的公司担任。当组建联营体时，同时组建一个联营体执行委

员会或联营体管理委员会来决定和处理重要的事务。这个委员会是联营体的 高权力机

构，由成员公司的代表组成。这个委员会的负责人通常是由牵头公司提名，负责与业主沟

通并领导讨论决定重大问题。 

竞标前，联营体应为工程的资格预审或投标材料制定一份联营体协议，供业主审核。

该协议通常包括联营体的名字、联营体成员公司、牵头公司，联营体组织方式、每个成员

公司的义务职责等。为了通过资格审查，联营体的成员公司必须明晰各自的权责，因为这

些权责是互补的。会使得联营体建立有价值使其比对手的实力更雄厚。这份资格审查是获

得项目的前提。之后，联营体应在竞标环节集中精力，这是展示其优势并竞标成功的关键

一步。然而，由于不知道竞标是否能成功，各成员公司在投标阶段应不断努力并承担各自

的责任。领先公司负责协调整体。他们竞标成功后，联营体的成员公司将在联营体协议的

基础上签署联营体合同。在联营体合同中明确规定各个成员公司的权利、义务和责任。 

由于联营体是由一个以上的公司组成的，所以联营体性质不同于个体公司，这使得联

营体的经营方式不同且更为复杂，会遇到更多的问题。因此，每个成员公司必须在牵头公

司的指导下，相互合作，相互交流从而充分发挥整体优势。 

Part V  练习答 案与讲解 

I. 回答下列问题 

1. Forming joint ventures allows firms to maintain higher research intensity and increase their 

probability of success. 

2. Though building joint ventures, on the one hand, they could bring their own specialties into 

fullest play so as to be more competitive; on the other hand, they will receive preferences 

from governments of host countries and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Institutions in loan projects 

3. These joint ventures are composed of two or more companies.  

4. This agreement often includes things about name of the joint venture, member companies, 

the leading company, ways in which they are organized, tasks as well as duties of each 

member and so on. 

5. When a joint venture is founded, it needs a Joint Venture Executive Committee or Joint 

Venture Management Committee to make decisions and deal with important issues. 

6. After passing the qualification censor, the joint venture should concentrate on bidding, for 

this is a crucial step to show its advantages and reach its goal. 

7. Mr.Brown’s company is going to lead their joint venture and it will lay out 55% of the fund. 

8. Joint Venture Executive Committee or Joint Venture Management Committee is the high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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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uthority of the joint venture, which consists of representatives from member companies. 

9. The head of this committee is often nominated by the leading company to communicate with 

owner and lead discussions in deciding major issues. 

10. A Joint Venture Agreement often includes things about name of the joint venture, member 

companies, the leading company, ways in which they are organized, tasks as well as duties 

of each member and so on. 

 

II. 词汇和结构 

1. 正确答案 A 

【句意】几家公司投标了建造新音乐厅的项目。 

【解析】词语辨析。bid for“竞标”；command“命令”。offer in“提供”；call for“要求”。 

2. 正确答案 D 

【句意】另外，各种互补的因素也应该考虑在内。 

【解析】词义辨析。each“每一个”；respective“各自的”；individual“单独的”；complementary

“互补的”。 

3. 正确答案 C 

【句意】这本书不是 畅销的书，但还是值得一读。 

【解析】考查搭配。worth doing“值得做某事”。 

【例如】But it can be done. It is worth doing. 

4. 正确答案 D 

【句意】她设法按时到达。 

【解析】词义辨析。make an effort“努力做某事”；trouble“麻烦”；aim“目标”；struggle

“努力”。 

【例如】“We have to make more effort to get understanding from all the world,” Murakami said. 

5. 正确答案 C 

【句意】所以当我们在英语学习上碰倒一些问题的时候，我们可以自己帮自己。 

【解析】词义辨析。meet“遇见”；encounter“遭遇”；face“面对”；confront“对抗”。 

6. 正确答案 A 

【句意】两个公司在下一次会议上起草合同。 

【解析】短语动词辨析。draft up“起草”；draw out“拉长”；draw at“吸烟”；draw in“吸

引”。 

7. 正确答案 B 

【句意】大部分的承包商实际上都是竞争者，所以他们之间的合作应成为竞争-合作。 

【解析】词义辨析。bidder“竞标者”；competitor“竞争者”；owner“业主”；producer“生

产商”。 

8. 正确答案 A 

【句意】热线在 2000 年 4 月开通，其目的是方便居民投诉。 

【解析】考查非谓语动词。过去分词短语作状语，表被动关系和动作已经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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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正确答案 A 

【句意】我们的一个邻国和另一国订立了联盟。 

【解析】词义辨析。alliance“联盟”；group“团体”；team“团队”；gang“一帮”。 

10. 正确答案 B 

【句意】在合同内，每一家会员公司的权利、义务和责任都应描述清楚。 

【解析】考查主谓一致。这句话的主语是 rights, obligations, and responsiblities，所以谓语需

要用复数。 

11. 正确答案 A 

【句意】我希望我和杰姆能一起回来，然后重新开始。 

【解析】词义辨析。make a fresh start“重新开始”；excellent“极好的”；original“原始的”；

dear“亲爱的”。 

12. 正确答案 C 

【句意】承包商已指派一个代表与商业伙伴商谈。 

【解析】词义辨析。representation“代表、陈述”；symbolization“象征”；representative“代

表”；representativeness“代表性”。 

【例如】Puerto Ricans are U.S. citizens but they have no representative in Congress. 

13. 正确答案 C 

【句意】在获得项目后，联营体的公司应在联营体协议的基础上签署联营体合同。 

【解析】短语辨析。based on“以某事为基础”；focus on“聚焦于”，put on“穿上”；built on

“建立”。 

【例如】All of the work we do is based on science. 

【例如】The plan of our country is based on a rising economy. 

14. 正确答案 C 

【句意】我昨天早上起得很早，以便赶上去天津的第一班火车。 

【解析】考查非谓语动词。so as to“为了做某事”，表示一种目的，但有时也表示一种结果，

同样置于句尾。而 in order to 只表示目的，可以在句首和句尾。 

15. 正确答案 A 

【句意】他执导的影片几乎每部都获得过奥斯卡奖提名。 

【解析】词义辨析。nominate“提名”；named“命名”；assigned“指派”；make“做，造”。 

16. 正确答案 B 

【句意】在联营体内的各个成员公司都应承担各自的责任。 

【解析】词义辨析。respective“各自的”；respectable“尊重的”；half“一半的”，all“全部

的”。 

17. 正确答案 D 

【句意】通过资格预审是获得项目的前提。 

【解析】词义辨析。premise“前提”key“关键的”；promise“承诺”；start“开始”。 

【例如】Let me premise my argument with a bit of hist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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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正确答案 B 

【句意】自从外国朋友到这儿，已经过去两周多了。 

【解析】考查主谓一致。当主语是表示时间、重量、距离、价值的复数词组时，谓语动词

用单数。 

19. 正确答案 C 

【句意】这支军队将由来自北约国家的部队组成。 

【解析】考查固定搭配。be composed of“由……组成，构成”；consist 和 of 构成短语“组

成”；insist“坚持”；constitute“组成”。 

20. 正确答案 B 

【句意】被自然之美所吸引，那个伦敦来的女孩决定在农场再呆 2 天。 

【解析】考查非谓语动词。过去分词短语作状语，表被动关系，行为可以和谓语动词行为

同时进行。 

 

III. 专业术语翻译 

1. major project 

2. joint venture 

3. Crossing Sea Bridge 

4. domestic company 

5. international contractor 

6. World Bank 

7. Joint Venture Executive Committee 

8. multi-national corporation 

9. member company 

10. prequalification 

11. 国际市场 

12. 技术型联营 

13. 联营体协议 

14. 高权力机构 

15. 合作竞争 

16. 国际金融机构 

17. 牵头公司 

18. 东道国 

19. 资格审查 

20. 新兴经济地区 

 

IV. 把下列段落译成汉语 

联营体公司是由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公司组成的，其中一家是领先公司或赞助商。一般

而言，领先公司是提供大部分资金并承担大部分责任的成员公司。虽然有时这个位置也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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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经验的公司或和业主有密切联系的公司担任。当组建联营体时，同时组建一个联营体

执行委员会或联营体管理委员会来决定和处理重要的事务。这个委员会是联营体的 高权

力机构，由成员公司的代表组成。 

 

V. 把下列句子译成英语 

1. Contractors usually take part in competition in this way of Joint Venture in a large project.  

2. The one-off feature of project decides the feature of joint ventures.  

3. Joint venture is an effective way for contractors to break regional, industrial and boundary 

restraints and expand the market. 

4. In an internation project, a joint venture will receive some policy preferences from 

government of host country.  

5. The nature of joint ventures decides that joint ventures operate more complicatedly, and meet 

even more problems than individual compan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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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Unit 8 
 第八单元 

 

 

 

Final Acceptance of a Project 
工 程 验 收 

 

 

Part I  总 体 设 计 

计划课时  8 课时/单元 

授课类型  口语课&阅读课  

授课内容  对话&课文 

课时分配  导言&口语对话 2 课时 

          综合阅读课文 4 课时 

          课后练习 2 课时 

教学目的  1. 掌握课文中重点词汇和语句，围绕主题展开口语活动 

          2. 了解并记忆相关的交际用语，提高语言实际应用能力 

教学重点  1. 熟悉并理解本单元主题 

          2. 掌握课文中出现的语言点和语法现象 

          3. 掌握文章内容及各部分段落大意的概括 

          4. 掌握涉外工程活动中的常用英语表达方式 

          5. 通过与本单元主题相关的听、说、读、写、译活动，提高英语综合能力 

教学方法  1. 课前学生预习+课上教师讲解+课后学生复习 

          2. 大限度利用网络教学资源，展开以学生参与为主的课堂教学活动，并通

过督促检查等手段使学生课外继续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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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 II  导 言 介 绍 

工程项目的竣工验收是施工全过程的 后一道程序，也是工程项目管理的 后一项工

作。对于投资者来说，工程验收是其综合检验投资项目是否实现预期目标、审查工程进度

和工程质量的重要步骤。对承包者来说，工程接受验收是其接受投资者和权威机构全面检

查、按合同履行义务、配合投资者组织试生产、办理工程移交的过程。工程验收应分为初

步交工验收和 终交工验收两个步骤。 

Part III  对话&课文讲解 

对话讲解 

1. be glad to do sth. 表示乐于，乐意，be glad of 表示为某事高兴。 

 We would be glad to start business with you.  

 我们很高兴能与贵公司建立贸易往来。 

 Ashley and the girls will be glad to have us for supper.  

 艾希礼和姑娘们会乐意让我们在那里吃晚饭的。 

2. be eager to 渴望做；急欲 

 Whatever Marianne was desirous of, her mother would be eager to promote.  

 无论玛丽安要干什么，她母亲总是热情促成。 

 So be eager to learn, but be generous enough to teach.  

 总之，要热衷学习，但也要慷慨地向别人传授。 

3. site n. 地点；位置 

 He sped his car off the accidental site.  

 他加快车速驶离了出事地点。 

 Media flocked to the murder site.  

 记者们纷纷赶往谋杀现场。 

4. By the way, we also need the technical information about all the equipments and instruments 

installed in the works. 

 equipment n. 设备，装备；器材 

 We left our equipments out that night.  

 那天晚上我们把设备放在了外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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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ey strapped on a variety of equipment.  

 他们用皮带把各种装备捆好。 

5. Is there any work in the project still left undone? 

 工程中还有未完的工作吗？ 

 leave v. 留下；遗忘 

 Leave this to me.  

 这件事归我处理。 

 undone adj 未完成的 

 Nearly 25 years later, the job remains undone.  

 25 年后，这一工作仍未完成。 

 The rescue package leaves this task undone.  

 救援行动未能完成这项任务。 

课文讲解 

1. …the Contractor can give the Owner a notice as a preparation of transferring of the 

Works…. 

 transfer v. 转让； 

 They will transfer those books into the new library. 

 他们将把那些书搬进新的图书馆。 

 Please transfer the money to my account. 

 请把这笔钱转到我的账上。 

 trans-是英语中的单词前 ，表示“转变”、“变换”。例如：transport（运输——从一地

转到另一地）transplant（移植）translation（翻译——从一种语言转为另一种语言）

transform（使变形，改造） 

2. Always the acceptor is a committee formed by design companies and quality supervisors, 

and the department in charge, which are hired by the Owner. 

 in charge：负责，主管 

 Nobody decided whether to turn left or right, or even to turn at all. Nobody was in 

charge.  

 没有人决定是向左转还是向右转，甚至根本没人决定转向，没有主要的负责人。 

 A woman is in charge.  

 有一位女性在负责。 

3. The Owner will also appoint a single, duly authorized representative to meet with the Project 

Manager of the Contractor for the resolution of all issues. 

 appoint vt. 任命，委派，选派， 

 In consideration of your extensive experience in the field, we are glad to appoint you as our 

agent.  

 考虑到你们在这一业务范围的丰富经验，我们很高兴指定你们为我们的代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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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ho shall we appoint as chairperson?  

 我们委派谁担任主席呢？ 

4. Without a clear understanding of the dynamics of acceptance, the project will never be 

completed satisfactorily, on schedule and within budget.  

 dynamic adj. 动态的 

 In life we should be striving for dynamic balance, not a static one.  

 在生活中我们应该努力寻求动态平衡而不是静态平衡。 

5. Deliverable review and approval is an ongoing process that includes reviewing each 

deliverable and identifying problem, …. 

 ongoing adj. 不间断的，进行的 

 What do you think about this ongoing controversy?  

 你是怎样看待这场持续的争论呢？  

 This is an ongoing process.  

 这是一个持续的过程。 

6. … and formally signing-off on each completed deliverable to signify that it is ready for 

release to the Owner. 

 release v. 豁免；免除；解除： 

 I was released from my contract when the war broke out. 

 战争爆发时我的合同解除了。 

 The young monk was released from his vows. 

 这位年轻的僧人被准许还俗。 

7. … who provides the primary interface with the Owner for deliverables acceptance. 

 interface with  接口 

 Listening is our interface with the thoughts of others.  

 倾听是自我思想和他人思想交流的接口。 

8. The Project Manager is authorized to continue with the formal close out of this project. 

 close out：项目结清 

 Plan a romantic adventure to close out the year.  

 计划一场浪漫的经历来作为今年的结束吧。 

 To fill for the sophisticated and complex needs by the client, we tailor the complete menu of 

services from earliest planning stage right through final project close-out.  

 为满足不同客户综合、复杂的需求，我们将提供一套定制的管理方案，内容涵盖从早

期规划阶段到项目 终结束整个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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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 IV  对话&课文翻译 

对话翻译 

（詹姆斯先生受业主指派和项目经理布朗先生讨论工程竣工验收。） 

J: 我们已收到你的来信，很高兴得知项目已达到实质性竣工，并准备好验收。 

B: 我想你们一定急于参观施工地点并安排相关的测试。 

J: 是的，我们计划下周进行。 

B: 好的，我们已经准备好验收计划，这是我们的计划。 

J: 谢谢，我们看看。这个计划包括一个验收程序的时间表，一个要检查和测试的物品清

单。顺便说一句，我们还需要施工现场所有设施和仪器的技术指标。 

B: 好的，这是为您准备的文件。 

J: 嗯，还有什么没有完成的工作吗？ 

B: 有，不过都是一些小项目，我们会尽快完成的。 

J: 好，当我们邀请到一家设计公司和几位质量监督员，我们的验收委员就会很快成立，

我是验收方授权的代表，如果有任何事需要，请联系我。 

B: 谢谢，我们会的。 

J: 关于验收过程，我想分两个阶段。首先，我们的专家小组和你们的技术人员一起检查

已经完成的工作。如果一切满意的话，我们进行下一阶段，检测设备和仪器的性能。 

B: 好，我们期待收到标有实质性竣工日期的接收证书。 

课文翻译 

工程竣工验收 

在工程的执行过程中，工程竣工验收对于承包商和业主都是一个重要的步骤。为了得

到业主移交物验收和签署，承包商应该首先完成项目。事实上，在承包商和业主的合同上，

对于 后的验收日期通常都有明确陈述。然而，在实际的合同执行过程中，只要工程达到

实质性完工，承包商可以给业主准备移交工作的通知，项目验收程序就此开始了。 

整个验收程序包括承包商的验收准备和验收方的实际验收工作。验收方总是由业主，

雇用的设计公司、质量监督人员和主管部门组成委员会。业主还应指定一位单独的、正式

授权的代表去会见承包商的项目经理来解决所有问题。验收方负责接受移交物。 

承包商从项目启动以来就把项目流程的重点锁定在如何可以得到业主的验收。没有对

验收动态性的清晰理解，这个工程无论在完成的时间上，还是在预算上，都不会达到圆满

竣工。应确保在项目开工时制定的项目管理计划中，对于每一个移交物的验收程序和验收

标准都做出了具体的规定。承包商至少提前 10 天通知业主办理各种移交物文件的移交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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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这些文件需要按计划审查。 

在移交物的实际验收过程中，承包商负责准备移交物的工作。如果被业主验收的移交

物满足文件中描述的工作范围，并包含移交物部分的内容和在验收测试计划中每一个额定

测试结果都完成；或业主将项目投入运行模式或为由承包商或第三方形成下一步工作的基

础；或验收时间期限届满后没有收到业主书面通知；或者业主签署验收文件，以上几种情

况均为为移交物验收通过。 

移交物审查和批准是一个持续的过程，包括审查每一个移交物并确定问题，保证所有

出现的问题已经得到了解决。每一个完工的移交物的正式签署，表明该移交物可以移交给

业主。一些小项目中，这是项目经理的责任。在大型的项目中，通常是质量监督经理的责

任，其为业主提供移交物验收的主要验收。 

对于每一个移交物，承包商都应安排移交物检查时间表，与业主会面讨论业主对其的

评价，并同意在 终版本公布前进行更改。移交物的验收以被验收方在承包商提供的个人

验收文件上签名为准。一旦公认的要求的变更得到实现，应让业主签署每一个移交物的个

人验收文件，表明业主正式验收。 

验收方要有一个合理的期待，明白高质量体系常是不完美的。在一个大型体系中，期

望零问题的报告是不合理的。 

承包商通常与业主一起工作确保在验收测试之前双方都已经明确实施标准，都明白何

时进入运行程序。一种方法是提前定义业主愿意投入到生产之中的关键点，高、中、低质

点。如果现实的标准没有提前设定好，很难让业主同意系统被验收并投入运行。如果验收

方关心的是报告的问题数量，就需要分析确定，例如，有多少问题是严重的，次要的，表

面的，不合理的重复数据，或者由受污染的测试数据导致的。 

已经收到了对所有的工程移交物在 后的验收中，承包商必须确保签署的个人验收文

件，或类似的文件。双方要了解，在 后签字阶段前，由于业主通常不放心，仍然需要一

些谈判。项目审计可以证实全部移交物达到了要求。另外产品评估可以确定在该项目中全

部产品达到了工程审计的规定。 

项目经理被授权继续正式结清项目。这个结清过程将包括一个项目后的监控、项目

经验教训总结、项目团队的解散、结束采购和全部项目相关的文件归档。一旦结清程序

完成，应通知项目赞助商和项目经理停止项目工作。当完成了所有的工作，承包商收到已

签署的验收文件，根据合同规定，承包商有权要求退回保留金，并开始提供维修服务。 

Part V  练习答案与讲解 

I. 回答下列问题 

1. Once the Works reach substantial completion, the Contractor can give the Owner a notice as 

a preparation of transferring of the Works, then the project acceptance procedure starts. 

2. Yes, acceptance is the last procedure in the management of proj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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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The acceptance committee is formed by design companies and quality supervisors, and the 

department in charge, which are hired by the Owner .  

4. To the Sponsor, they can control the quality of project, which is close related to profit of 

project and perform profit after running project.  

5. It must prepare for acceptance by the Contractor and actual acceptance work by the acceptor. 

6. The Contractor will notify the Owner at least ten days in advance of the delivery of any 

deliverable documents which will need to be scheduled for review. 

7. The plan includes a timetable for the taking-over procedure and a list of all the items to be 

inspected and tested. 

8. Yes, once the Works reach substantial completion, the project acceptance procedure starts. 

9. Once the closing process is completed, the Project Sponsor will be notified and the Project 

Manager will then be released from the project, which mean the project has been accepted. 

10. Yes,when all the work is done, the contractor receives the signed Acceptance Document 

from the Owner. 

 

II. 词汇和结构 

1. 正确答案 C 

【句意】工程大体完工，承包商可以给业主发出通知。 

【解析】考查习惯用语。substantial completion 是“实质性竣工”的意思。 

【例如】I’ll give you the rest upon substantial completion, so you can make your payroll. 

2. 正确答案 B 

【句意】验收方可以派出专家就已经完工的项目进行考核。 

【解析】短语辨析。check out“考核”；observe“研究”；investigate“调查”；take“取东西”。 

3. 正确答案 D 

【句意】根据对话，承包商准备的验收计划应包括时刻表和一份要检查和测试的清单。 

【解析】考查语境。包括时刻表和一个要检查和测试的清单。 

4. 正确答案 C 

【句意】在海里建造一个城市是很昂贵的。 

【解析】考查非谓语动词。it be adj to do sth. 表示“做某事会怎么样”。其中，it 是形式主

语，to do sth. 是真正意义上的主语，是不定时做主语的一个固定结构。 

5. 正确答案 A 

【句意】上述提到的水泥在建筑工地广泛使用。 

【解析】考查非谓语动词。mention 和所修饰词的关系是被动关系，表示“被提及”，所以选A。 

6. 正确答案 B 

【句意】钢材生产增加了 70%。 

【解析】固定搭配。increase by 表示“增长了”，increase to 表示“增长到”。 

7. 正确答案 B 

【句意】让我们仅仅讨论涉及到我们每一个人的第一个问题吧。 



涉外工程英语辅导用书   

96 

【解析】定语从句。that 引导的从句，在从句中充当主语成分，表示关及到每一个人的问

题，因为先行词 question 前有序数词修饰，所以只能选 that 

【例如】The World Cup is an event which everybody on the planet loves talking about. 

8. 正确答案 D 

【句意】他得知道，这种材料有多么结实。 

【解析】宾语从句。四个选项中只有 how 可以连接形容词或副词引导宾语从句。 

【例如】They can see how well you look! 

9. 正确答案 A 

【句意】中国长城是人类建设的 大的建筑。 

【解析】定语从句。先行词受 高级修饰，引导定语从句的关系代词只能用 that。 

10. 正确答案 B  

【句意】无论你走哪里，都能看见许多建筑物。 

【解析】状语从句。whoever“无论是谁”，wherever“无论在什么地方”，whichever“无论

哪一个”，whatever“不管怎么样”，go 是不及物动词，又表示“去，离开”，只能用副词

性连词，故选 B。 

【例如】He always stays with his mother wherever his mother goes. 

11. 正确答案 C 

【句意】我们等着听到你的好消息。 

【解析】考查非谓语动词。look forward to doing sth 表示期待做某事，to 是介词，后面加动

名词。 

12. 正确答案 A 

【句意】5 元钱买一本词典太便宜了。 

【解析】考察主谓一致。当钱、距离、重量等做主语的时候，谓语动词需要单数。 

13. 正确答案 D 

【句意】业主需要授权代表来执行 后的验收。 

【解析】考查语境。authorized representative“授权代表”。 

【例如】An authorized representative said he wasn’t authorized to discuss the issue. 

14. 正确答案 B 

【句意】当验收方对第一阶段的情况表示满意，就可以进入第二阶段了。 

【解析】考查固定搭配。be satisfied with 表示对某事满意。 

【例 1】Should you be satisfied with the outcome? 

【例 2】One said that Chinese tend to be satisfied with what they have: a full belly, a warm 

home, good kids, good health. 

15. 正确答案 D 

【句意】在工程达到实质性竣工的那天，承包商预计收到接管证书。 

【解析】习惯用法。具体的日期前用 on。 

16. 正确答案 A 

【句意】验收方急于参观工地现场并安排相关的测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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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析】固定搭配。be eager to do“乐于做某事”。 

17. 正确答案 C 

【句意】在 后验收阶段，还有一些没有完成的项目称为小项目。 

【解析】习惯考查语境。minor item“小项目”。 

【例如】You have one minor item left. 您还有一件小事情需要做。 

18. 正确答案 D 

【句意】业主也要指派一个正式授权代表与业主派出的代表一起解决问题。 

【解析】词义辨析。representative“代表”，boss“老板”，project manager“项目经理”，head

“头目”。 

19. 正确答案 D 

【句意】按合同规定，一旦工程达到大致竣工，承包商应通知业主。 

【解析】词义辨析。stipulate “操纵，规定”；prescribe“诊断，开药方”；call“打电话”；

say“说”。 

【例 1】Can you stipulate they would carry out the treaty? 

【例 2】the items stipulated in the contract 

20. 正确答案 C 

【句意】为了使工程满意地完成，承包商应该按时在预算内完成。 

【解析】固定搭配。on schedule 表示“按计划、按时”。 

 

III. 专业术语翻译 

1. acceptance document 

2. function 

3. taking-over certificate 

4. project manager 

5. design company 

6. specified test result 

7. product mode 

8. quality manager 

9. implementation criteria 

10. project audit 

11. 专家团 

12. 实质性竣工 

13. 竣工项目验收 

14. 验收计划 

15. 移交步骤 

16. 小项目 

17. 验收委员会 

18. 质量监督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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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正式授权代表 

20. 验收方 

 

IV. 把下列段落译成汉语 

一旦工程达到实质性竣工，承包方应为业主提供一份意味着工程验收开始的移交工作

准备书。全部验收程序包括承包方验收以及验收方实际验收工作的相关准备工作。移交物

的验收是验收程序中重要的一步，其中包括每一个移交物的检查、确认问题和完成验收移

交物的正式签署。验收方在个人验收文件上的签名表示验收的完成。 

 

V. 把下列句子译成英语 

1. We’ve already prepared an acceptance plan. 

2. We will finish minor items as soon as possible. 

3. I’m the authorized representative of the acceptor. So please contact me when anything is 

needed. 

4. The Owner will agree on acceptance only delivables meet specific criterion in the agreement. 

5. It is generally not reasonable to expect zero problem reports for a large system. 

扩展阅读资料 

http://www.projectmanagers.org/2013/01/defining-acceptance-criteria-for.html 

http://www.requiementsanalasis.wikispace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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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Unit 9   
 第九单元 

 

 

 

Project Payments 
工 程 付 款 

 

 

Part I  总 体 设 计 

计划课时  8 课时/单元 

授课类型  口语课&阅读课  

授课内容  对话&课文 

课时分配  导言&口语对话 2 课时 

          综合阅读课文 4 课时 

          课后练习 2 课时 

教学目的  1. 掌握课文中重点词汇和语句，围绕主题展开口语活动 

          2. 了解并记忆相关的交际用语，提高语言实际应用能力 

教学重点  1. 熟悉并理解本单元主题 

          2. 掌握课文中出现的语言点和语法现象 

          3. 掌握文章内容及各部分段落大意的概括 

          4. 掌握涉外工程活动中的常用英语表达方式 

          5. 通过与本单元主题相关的听、说、读、写、译活动，提高英语综合能力 

教学方法  1. 课前学生预习+课上教师讲解+课后学生复习 

          2. 大限度利用网络教学资源，展开以学生参与为主的课堂教学活动，并通

过督促检查等手段使学生课外继续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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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 II  导 言 介 绍 

付款是国际工程中 重要的部分，分为三个方面：价格问题，货币问题和支付方式问

题。通常分四次支付，分别为预付款、工程进度款、 终付款和退还保留金。关于付款的

保证，通常采取业主提交银行开出的信用证明为主要办法，但是仍然需要承包商对业主进

行充分的调查，才能规避风险。 

Part III  对话&课文讲解 

对话讲解 

1. settle v. 解决 

 You must settle the matter among yourselves.  

 你们必须自己商量解决这件事。 

 You’d better step back and let them settle their own disputes.  

 你 好不插手他们的事，让他们自己解决他们的争端吧。 

2. be expected to 有望做某事；被期待做某事 

 Any gains from having more than one offspring at a time might be expected to be like higher 

infant and maternal mortality rates.  

 任何一个对一次能得到超过一个孩子的期望都可能会伴随着较高的婴儿死亡率和母亲

死亡率。 

 Managers of restaurants, hotels and the like would be expected to help the government 

enforce the ban.  

 饭馆、酒店和类似场所的经理将被要求帮助政府执行这个禁令。 

3. the rest of 剩余的 

 The rest of us do this, too, albeit mostly without realizing it.  

 我们其余的人也都是这样做的，尽管大多没有意识到这一点。 

 The rest of the advisory should cover the essentials of who, what, where, when, and why.  

 公告的其余部分应该覆盖关键信息，包括：谁，什么，在那，什么时候和为什么。 

4. retention n. 保留；扣留，滞留 

 In customer retention situations, the firm knows when the relationship is over.  

 在客户保留情况下，公司知道关系什么时候结束。 

 This water retention equals extra unwanted weigh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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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水的保留就等于多余的体重。 

5. notify sb. to sth. 通知，通告；报告 

 I have notified them to watch and tail him. 

 我已通知了他们监视他，跟踪他。 

 Please notify us when you leave.  

 当你要离开时，请通知我们。 

课文讲解 

1. conflict n. 冲突，抵触 

 The violence was the result of political conflicts. 

 那次暴力是政治冲突的结果。 

 She found herself in conflict with her parents. 

 她发现和父母有分歧。 

2. arbitration n. 仲裁，公断；调停  

 It was settled by compulsory arbitration.  

 此事已通过强制性仲裁得到解决。 

 We should add a clause regarding arbitration of differences.  

 我们应该附加一条关于仲裁分歧的条款。 

3. initial adj. 初的 

 Only about half the initial settlers made it through the first year.  

 在 初的移民中，只有大约一半人能挺过第一年。 

 It would depend on what the initial contract said.  

 这将取决于 初的合同是怎么写的。 

4. progress n. 进展；进程； 

 If so, that does not strike me progress at all.  

 如果是这样，一点都不能让人觉得是进步。 

 But if they did, that would be real progress.  

 但如果他们真做了，那就会是真正的进步。 

5. weigh vt. 权衡；考虑 

 The teacher told him to weigh this matter patiently.  

 老师让他耐心考虑这事。 

 We have to weigh the cost of the new system against the benefits it will bring.  

 我们必须权衡一下起用新系统所需的成本和它将带来的效益。 

6. surpass vt. 超越；胜过，优于； 

 China could surpass Japan this year.  

 中国今年有望超越日本。 

 Can machines surpass humans in intelligence?  

 机器在智力上能超越人类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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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The Owner usually won’t pay the overused part unless there is some kind of special situation 

beyond human control. 

 over-作为前 ，表示“过多”，比如 overwork “过度工作”，overtime “加班”，ovesize 

  “太大的”，overuse“过度使用”。 

 beyond control 不能控制 

 There are sometimes circumstances beyond control.  

 有时情况无法控制。 

 If you don’t change your mind, the situation will be beyond control.  

 如果你不改变主意的话，局势将无法控制。 

8. be entitled to 有资格 

 Women are entitled to change their minds. 

 女人有改变主意的权利。 

 Each human being is entitled to be treated as an end rather than as a means.  

 每一个人应被看作目的，而非手段。 

9. outstanding adj. 未偿付的 

 HSBC was the largest lender with $17bn of outstanding borrowings.  

 汇丰银行持有未偿付的 170 亿美元贷款，是 大的债权人。 

 Total property loans outstanding last year rose by 27.5%, which at least was slower than in 

2009.  

 去年未偿付的房地产贷款总量上升了 27.5%，至少比 2009 年的涨幅慢了一些。 

10. However, the actual act of payment is much more complex than what is stated in the former 

text. 

 more than 是比较级的用法，表示比……多，much 修饰 more，表示多得多。 

11. constant 不断的 

 Not only the planets but also the sun is in constant motion.  

 不仅是行星而且太阳也在不断地运动。 

 Being in constant sunlight does much for your body, mind and soul.  

 经常沐浴阳光对你的身体、大脑和灵魂都大有裨益。 

IV 对话与课文翻译 

对话翻译 

（在签合同前，业主方的詹姆斯先生和承包方的布朗先生讨论付款问题。） 

J: 我想除了付款，其他问题我们都解决了 

B: 是的。现在就这一问题我们还很难达成一致。但是定会有办法的。你有什么好主意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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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 这个工程应该在 5 个月内完成，这样签完合同我们就提供总预算的 30%作为首付款。 

B: 好的。有了首付款，其他的就好办了。我们建议按照每个月的实际费用支出，每月支

付剩下的款项。 

J: 好的。但是我们 多支付每月的 70%的开支，因为数目很大。项目竣工并通过验收时，

我们退回保留金，付给你们利润，但是我们希望你们能将费用控制在预算内。 

B: 我同意。说到这个项目，我们是在和其他两个公司一起合作为国际联营体工作，所以

我们要求用硬货币付款，我们担不起这个风险。 

J: 好的，我了解。汇率是浮动的，国际货币市场总在变。但我们没有那么多的外汇，一

半美元，一半当地的货币，怎么样？ 

B: 可以接受。能在这一问题上达到一致，我们非常高兴。我们知道你的公司很有信誉，

但还是按惯例需要信用证。 

J: 我们会通知银行尽快出具信用证的。 

B: 谢谢。我们把这些都在合同上写清，然后我们就可以签合同，工程就可以开工了。 

J: 当然。 

课文翻译 

工 程 付 款 

在国际工程承包合同中，款项的支付是双方 担心的问题。业主与承包商之间的冲突、

仲裁和法律诉讼大多是由付款引起的。付款反映出项目的利润和风险。因此，当承包商和

业主在签定项目合同时，对于付款细节必须非常慎重小心。 

在国际工程承包合同中，例行的支付模式是：一旦选定投资工程且已执行合同，款项

将分为四期分别支付给承包商。第一笔被称为首付款。合同签署后，业主将向承包商支付

比如说相当于工程货款 30%的首付款；第二笔是进度款，通常是从项目执行后按月定期支

付。承包商在收到进度款之前应向业主提交其实际发生成本。因为业主根据 初的工程预

算来衡定费用，所以一旦成本费用的申请得到业主的审核和批准，业主则按一定比例向承

包商支付进度款。如果实际支出超过预算，除非存在不可抗力的情况，业主通常不会超支

款项。所以承包商必须小心控制成本。为了得到剩余款项，承包商需向业主回报项目完成

并通过业主对项目检查和验收。正如第八单元中讨论的，一旦工程的验收报告得到业主的

审核和批准，承包商取得已签字的验收证书后就有权结清所有未付清的款项，也有权收回

保留金。至此，全部的支付问题大体解决。 

然而，实际工程付款的复杂程度远远超出前文的描述。项目支付的时间表涉及如何有

效计划进度款支付，包括金额、时间或进度点（即与付款有关的重要活动或与支付有关的

事件）等，从而保证承包商或/和业主的利益 大化。 

计算工程款项支付的金额，通常有三种方法。一个是固定金额法。经过双方讨论商定

一个合理的金额或设定单价，并将此写在合同上。这种方法可以根据实际完成的工作支付

工程总款。另一种方法是业主支付工程成本，并向承包商支付额外的管理费用及利润。当

然，由于这两种方法的估计不同，承包商所承担的风险也是不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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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付款的另一个重要而且复杂的问题是汇率。由于国际货币市场是在不断变化的，

兑换货币的限制，浮动汇率和支付货币的问题经常引起很多麻烦。承包商通常更喜欢硬通

货，因为这是受浮动汇率影响 小的货币。然而，业主更倾向于使用本地货币支付以规避

货币市场的风险。因此双方应分担风险和商定一个双方都认可的计划。 

实际上，为了使项目尽快完成，不被延期，业主会采取一个常见的措施，称之为奖惩

制。如果项目是在合同中规定的某个日期之前完成的，承包商可获得作为奖金的额外付款。

然而，如果项目完工是推迟到另一个特定日期，业主将减少一定支付的总额作为惩罚。 

另外，为了及时安全地得到款项，承包商有权要求业主提供一个由银行开具的、不可

撤销的信用证，如果承包商仍然担心开证行的信贷状况，它可以指定另一家承包商信赖的

银行保兑信用证。 

总之，因为风险是不可避免的，承包商应事先做大量的关于业主的调查，选择为有付

款保证的工程和业主工作。 

V 练习答案与讲解 

I. 回答下列问题 

1. Payment issues are the most important in contracting. 

2. Form of payment, amounts of payment and currency are the three main aspects concerning 

payments. 

3. One way is to fix the total amount of money. Both sides involved talk over and decide a 

reasonable price which will then be written in the contract. Or they can set the unit price. 

4. As the international money market is in constant change, limitation of exchange of money, 

floating exchange rate and matters about payment currency often cause a lot of trouble.   

5. The Contractor generally would like to receive hard currency, which is the least affected by 

the floating exchange rate. 

6. Once a project has been selected for funding and a contract has been executed, the 

Contractor will receive the award amount in four payments. 

7. Upon receipt of the signed contract, the Owner will send the Contractor the first payment, 

equal to 30%, for example, of the award amount to get the project started.. 

8. Once the results reports are reviewed and approved and the Contractor get the signed 

acceptance certificate, the Contractor is entitled to get the entire outstanding award. Also, it 

has right to get the retention money back. 

9. If the Contractor still worries about the credit status of the issuing bank, it may ask another 

bank, which is reliable to the Contractor, to confirm the letter of credit. 

10. The Owner will pay half in U.S. dollar and half in local curren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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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词汇和结构 

1. 正确答案 C 

【句意】我们的目的是把美与舒适和友情相结合。 

【解析】考查固定搭配。combine A with B“使结合，使联合”。 

【例如】combine work with pleasure，劳逸结合；combine education with recreation，寓教于

乐。 

2. 正确答案 A 

【句意】我们看见工程师正在调试设备。 

【解析】考查非谓语动词 see 的宾语补足语用法。see sb. doing sth. 表示“看见某人正在做

某事”；see sb. do sth 表示“看见某人做了某事”；see sb./sth. done 表示“某人某事被……”。 

3. 正确答案 B 

【句意】你正在大学学习，我们也是。 

【解析】考查倒装句。so 代替 studying at college，位于句首，应用倒装句型，表示肯定的

顺接。neither 和 nor 表示“相同否定情况的逆接”。 

【例如】He likes you, so do I. 

他喜欢你，我也是。 

He doesn’t like you, nor do I. 

他不喜欢你，我也不喜欢你。 

4. 正确答案 C 

【句意】这几部电影我都不熟悉，我以前从来没看过。 

【解析】词义辨析。both 表示肯定的两者，nothing 表示什么都不是，none 表示否定的三者

或三者以上，any 表示任何。 

5. 正确答案 A 

【句意】如果花园很大，就应该安装一些照明灯。 

【解析】词义辨析。install“安装”；produce“生产”；require “要求”；fix“固定”。 

6. 正确答案 B 

【句意】你的店里有钢筋吗？ 

【解析】词义辨析。develop“发展”；supply“供应”；settle“定居”；make“造，做”。 

7. 正确答案 A 

【句意】遵守规则是我们的义务。 

【解析】词义辨析。comply with“遵守”；complete“完成”；know“知道”；make“造，

做”。 

8. 正确答案 A 

【句意】你们需要的数量越多，我们能提供的价格就越便宜。 

【解析】考查“越……越……”句型。比较级位于句首，后面的结构是部分倒装。 

【例如】The more you accumulate “good heart”, the more wealth and prosperity your life will 

have。你积累越多“好心好意”，你就拥有越多的财富和繁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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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正确答案 C 

【句意】承包商更愿意和有信誉的公司合作。 

【解析】词义辨析。reputation 名词“名誉”；reputed 形容词“号称的”；reputable 形容词“声

誉好的”；repute 名词“名誉”。 

10. 正确答案 D 

【句意】这个项目将在 5 个月内完工。 

【解析】固定搭配。be expected to 表示“将……，按计划” 

11. 正确答案 A 

【句意】我今天见了经理，发现我们对基础政策意见一致。 

【解析】短语辨析。agree on“（就价钱、条件等）达成协议，商定”；agree with“（与某人）

持相同意见，持一致看法”；agree to“（对提议、计划、条件等）表示同意，赞成”；agree 

about“就某事达成协议”。 

12. 正确答案 A 

【句意】国际货币市场总处在变化之中。 

【解析】考查语法。constant 形容词“不断的”；always 副词“总是”；often 副词“经常”；

constantly 副词“时常，经常”，本题需要形容词作定语。 

13. 正确答案 B 

【句意】非常高兴 终我们达成共识。 

【解析】考查固定搭配。reach an agreement“达成一致，达成共识”。 

【例如】The two sides finally managed to reach an agreement on the issue last year 

14. 正确答案 C. 

【句意】签合同后业主支付首付款。 

【解析】考查语境。initial payment“首付款”，是签合同后付的第一笔款 

【例如】Sirius made an initial payment in January 2006 but failed to make subsequent payments 

over the next four years. 

15. 正确答案 B 

【句意】如果实际发生的费用超过预算，业主不会支付超过的部分。 

【解析】词义辨析。over 是介词“超出，超过，”；more than“超出”；pass“通过”；surpass

是动词“超过”。 

16. 正确答案 A 

【句意】项目被接受后，承包商有权要求退回保留金。 

【解析】考查语境。retention“保留”；cost“花销”；reward“回报”；payment“支付”。 

17. 正确答案 D 

【句意】业主更愿意用当地的货币付款。 

【解析】考查语境。local currency 表示“当地货币”，业主愿意以此付款，规避风险。 

【例如】You can change your sterling into the local currency at the airport. 

18. 正确答案 B【句意】信用证是由业主的银行出具的。 

【解析】考查语境。首先信用证由业主的银行出具，如果承包商不信任，可再由承包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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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行出具保兑。 

19. 正确答案 C 

【句意】他有权接受养老金。 

【解析】固定搭配。be entitled to 表示“有权做某事”。 

20. 正确答案 D 

【句意】在国际市场上不可避免会遇到风险。 

【解析】考查语境。easy“容易的，简单的”；conventional“习惯的，传统的”；natural“自

然的，天然的”；inevitable“不可避免的”。 

 

III. 专业术语翻译 

1. issuing bank 

2. initial payments 

3. retention money 

4. hard currency 

5. excharge rate 

6. international money market 

7. foreign exchange 

8. letter of credit 

9. arbitration 

10. progress payment 

11. 验收证书 

12. 未付的酬金 

13. 单价 

14. 管理费 

15. 截止日期 

16. 奖惩制 

17. 资信情况 

18. 终付款 

19. 货币 

20. 奖罚体系 

 

IV. 把下列段落译成汉语 

实际上，为了使项目尽快完成，不被延期，业主会采取一个常见的措施，称之为奖惩

制。如果项目是在合同中规定的日期之前完成的，承包商可获得作为奖金的额外付款。然

而，如果项目完工是推迟到另一个特定日期，业主将减少一定支付的总额作为惩罚。 

 

V. 把下列句子译成英语 

1. The Owner would choose local currency to pay so as to get rid of risks from the mone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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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rket.  

2. Progress payment is paid regularly, generally monthly starting from the execution of the 

project. 

3. The Contractor may ask another bank to confirm the letter of credit of the issuing bank. 

4. We already know that your company is reputable, but it’s a convention to ask for a letter of 

credit. 

5. However, the actual act of payment is much more complex than what is stated in the former 

text. 

扩展阅读资料 

http://www.ato.goo.au/content/00313486.hlm 

http://www.out-law.com/en/topics/projec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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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Unit 10   
 第十单元 

 

 

 

Project Claim 
工 程 索 赔 

 

 

Part I  总 体 设 计 

计划课时  8 课时/单元 

授课类型  口语课&阅读课  

授课内容  对话&课文 

课时分配  导言&口语对话 2 课时 

          综合阅读课文 4 课时 

          课后练习 2 课时 

教学目的  1. 掌握课文中重点词汇和语句，围绕主题展开口语活动 

          2. 了解并记忆相关的交际用语，提高语言实际应用能力 

教学重点  1. 熟悉并理解本单元主题 

          2. 掌握课文中出现的语言点和语法现象 

          3. 掌握文章内容及各部分段落大意的概括 

          4. 掌握涉外工程活动中的常用英语表达方式 

          5. 通过与本单元主题相关的听、说、读、写、译活动，提高英语综合能力 

教学方法  1. 课前学生预习+课上教师讲解+课后学生复习 

          2. 大限度利用网络教学资源，展开以学生参与为主的课堂教学活动，并通

过督促检查等手段使学生课外继续学习 



涉外工程英语辅导用书   

110 

Part II  导 言 介 绍 

本单元主要介绍了索赔的定义、分类、产生的原因及理赔的方法步骤。索赔在国际工

程中的各个阶段均可能发生，因此为了维护合同双方的利益，索赔具有重大意义。 

Part III 对话和课文讲解 

对话讲解 

1. quality n. 质量；品质 

 Much of the land was of poor quality.  

 大部分土地贫瘠。 

 He shows strong leadership qualities.  

 他表现出极强的领导能力。 

2. inspection n. 视察，检查 

 The Public Utilities Commission inspects us once a year.  

 公共事业委员会每年检查我们一次。 

 Each hotel is inspected and, if it fulfills certain criteria, is recommended.  

 每个旅馆都要被检查，合格的会得到推荐。 

3. certificate n. 证书；执照，文凭 

 To the right of the fireplace are various framed certificates.  

 壁炉右边挂着各种证书。 

 This certificate qualifies the products.  

 证书证明产品合格。 

4. indicate vt. 表明；指出；预示；象征 

 This indicates whether remedies are suitable for children.  

 这指明救治方法是否适合孩子。 

 His language indicates a poor education.  

 他的语言表明他受教育程度低。 

5. surveyor n. 测量员；检验员 

 Following an on-site inspection, the surveyor prepared a written report on the property.  

 根据现场检查，检查员准备了一份书面的财产报告。 

 Our surveyor warned us that the house needed totally rebuil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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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的测量员警告我们：房子需要完全重建。 

6. due to 由于 

 The court of inquiry ruled that the crash was due to pilot error.  

 法院调查裁决事故由于驾驶员的错误操作造成的。 

 She has been absent from work due to illness.  

 由于生病她无法去工作。 

7. transportation n. 运输；运输系统；运输工具；流放 

 The city needs to improve its public transportation.  

 城市需要改善公共交通。 

 People need to get out of their cars and use other modes of transportation.  

 人们需要离开汽车，使用其他的交通方式。 

8. as a matter of fact 事实上 

 “Have you had many visitors yet?” “No, as a matter of fact you’re the first.” 

  “你有许多访客吗？”“不，事实上你是第一个。” 

 I knew him when we were in college—as a matter of fact we were on the same course.  

 在读大学的时候我就认识他，实际上，我们上同一门课。 

9. come up to 达到……标准或要求   

 This doesn’t come up to the standard of your usual work.  

 这没达到你通常工作的水准。 

 The resort certainly failed to come up to expectations.  

 这个度假胜地没有达到预期。 

10. look into 调查，研究 

 The police are looking into the disappearance of two children.  

 警察们正在调查两个孩子的失踪案。 

 Who’s looking into this project？ 

 谁在研究这个项目？ 

11. convey vt. 传达；运输；让与 

 All this information can be conveyed in a simple diagram.  

 所有信息都可以用一个简单的表格来传达。 

 He was sent to convey a message to the UN Secretary General.  

 他被派往向联合国秘书长传递消息。 

12. assistance n. 援助，帮助；辅助设备  

 We offer financial assistance to students.  

 我们向学生提供财政帮助。 

 Can I be of any assistance (= can I help you)?  

 需要我帮忙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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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文讲解 

1. transaction n. 交易；事务；办理 

 The bank charges a fixed rate for each transaction.  

 银行对每笔交易收取固定比率的费用。 

 These are essential financial transactions.  

 这些是重要的金融交易。 

2. complaint n. 抱怨；诉苦；疾病；委屈 

 If you wish to make a complaint, you should see the manager.  

 如果你想抱怨就去找经理。 

 The sales assistants are trained to deal with customer complaints in a friendly manner.  

 销售助理经过训练要以友好的方式解决顾客投诉。 

3. compensation n. 补偿；报酬；赔偿金 

 The workers were given 30 days’ pay as compensation.  

 工人们得到了 30 天的工资作为补偿。 

 The parents are seeking compensation for birth defects caused by the drug.  

 那对父母正在寻求药物导致的孩子出生缺陷的赔偿。 

4. execute vt. 实行；执行；处死 

 Thousands have been executed for political crimes.  

 成千上万的人因政治罪而被处死。 

 The job involves drawing up and executing a plan of nursing care.  

 这项工作涉及起草和执行护理计划。 

5. default n. 违约  

 The company is in default on its loan agreement.  

 这家公司贷款违约了。 

 The bank can seize the asset in the event of a default in payment.  

 还贷违约的情况下，银行可以没收其资产。 

6. delivery n. 交付；分娩；递送 

 Most Indian restaurants offer free delivery.  

 大多数的印度餐馆提供免费外送服务。 

 You can expect delivery in a week to ten days.  

 你可以预期七到十天送达。 

7. quantity n. 量，数量；大量；总量 

 He had consumed a large quantity of alcohol.  

 他喝了很多的酒。 

 Huge quantities of oil were spilling into the sea.  

 大量的油溢到海里。 

8. inferior adj. 差的；自卑的；下级的，下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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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always felt slightly inferior to her.  

 跟她比我总觉得有点儿自卑。 

 He refused to accept a job of inferior status.  

 他拒绝接受低层次的工作。 

9. prerequisite n. 先决条件 

 A reasonable proficiency in English is a prerequisite for the course.  

 这门课程的先决条件是要求有一定的英语基础。 

 These are some prerequisites to do the job.  

 这是做这项工作的一些先决条件。 

10. discrepancy n. 不符；矛盾；相差 

 Police found discrepancies in the two men’s reports.  

 警察发现两个人的证词矛盾。 

 There is a large discrepancy between the ideal image of motherhood and the reality.  

 理想母亲的形象和现实有着巨大差异。 

11. in case 以防，万一 

 Take an umbrella, in case it rains.  

 拿把雨伞，以防下雨。 

 He had his camera ready, just in case he saw something that would make a good picture.   

 他已经准备好照相机，万一看见能拍出好照片的事物就立刻拍摄。 

12. penalty n. 罚款，罚金；处罚 

 Drug dealers face severe penalties.  

 贩卖毒品的人面临严厉处罚。 

 If you don’t do the job right, you will pay the penalty.  

 如果你做得不对，你将要付罚金。 

13. implement vt. 实施，执行；实现，使生效；n. 工具，器具；手段 

 We have decided to implement the committee’s recommendations in full.  

 我们决定全力执行委员会的建议。 

 This is a useful implement for the work.  

 这是工作的有效手段。 

14. peril n. 危险；冒险 

 They put their own lives in peril to rescue their friends.  

 他们冒着生命危险去救朋友。 

 The economy is now in grave peril.  

 经济现在处在极大危险中。 

15. in all respects 在所有方面 

 In many respects the new version is not as good as the old one.  

 在许多方面新版没有旧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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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um is very stubborn, and Kim takes after her in that respect.  

 妈妈很固执，克姆在那方面很像她。 

Part IV 对话和课文翻译 

对话翻译 

（中国机械进出口公司北京分公司的李先生因一些机器的质量问题向英国伦敦的太阳贸易

公司的史密斯先生提出索赔要求。） 

李： 史密斯先生，很抱歉，我向你公司提出索赔。 

史密斯： 是关于什么的索赔？ 

李： 关于打印机质量问题。一些轮子上面有锈迹。 

史密斯： 有多少轮子出现这种状况？ 

李： 40 个轮子中有 6 个生锈。 

史密斯： 你有证据吗？ 

李： 当然有。这是上海出入境检验检疫局签发的证书。证书证明一些轮子是生锈的。 

史密斯： 你们什么时候拆的包装？ 

李： 三天前。这是检查人员开包检查时的现场记录和照片。 

史密斯： 您对这件事有何看法？ 

李： 证据很明确显示锈迹是由于工艺不良造成的。 

史密斯： 我怀疑锈迹是否是运输途中的疏忽造成的。 

李： 我不这么认为。 

史密斯： 事实上，我们的制造商是非常重视产品质量的。 

李： 无论如何，他们这次没有达到标准。 

史密斯： 好的，我方会要求制造商调查此事的。 

李： 我方何时得到回复？ 

史密斯： 我想大约一周左右。 

（一周后，中国机械进出口公司北京分公司的李先生得到英国伦敦的太阳贸易公司的史密

斯先生回复的消息。） 

李： 史密斯先生，下午好！关于轮子的索赔问题，你方制造商有好消息吗？ 

史密斯： 确实是他们的责任。给贵方带来巨大不便，我方制造商请我向贵方转达诚挚的歉

意并承诺更换 6 个新轮子。 

李： 非常感谢您为帮助妥善解决此事做出的努力。 

史密斯： 不客气。 

李： 我方何时可以得到换货？ 

史密斯： 别着急，大约这个月的中旬换货即可直接运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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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 我方很高兴理赔可以以如此友好的方式进行，同时非常感谢您的积极帮助。 

史密斯： 我希望这不会影响我们今后的生意。 

李： 我方也是如此认为。 

史密斯： 李先生，我公司总是奉行让客户信赖和满意的服务宗旨。 

李： 眼见为实。你们确实是一个好的合作伙伴。 

课文翻译 

申诉与索赔 

在对外贸易中，并不是每笔交易都以申诉与索赔告终。通常情况是进口商没有收到他

所期望的货物，货的质量或数量不符合合同标准，出口商不能按时收取货款，才会导致申

诉与索赔。根据受损案例的不同，申诉与索赔可能针对出口商、进口商、保险公司或船运

公司而提出。 

索赔是指在合同履行中，如果一方违约给另一方带来经济损失，受损方要求违约方根

据合同规定补偿。违约方对受损方所提出的索赔进行处理的行为叫做理赔。 

有时损失不大时，受损方不一定会为了补偿而提出索赔。但是，可能会写一份申诉信

或打电话以引起对方的注意，以免类似的事情再次发生。通常索赔是在当进口商受到某种

较大损失时为了获得赔偿而向出口商提出的。该损失可能是由于货物没有或延迟送达、短

装短量、质量低劣、不良包装、违约等原因而造成的损失。当然，出口商也可以因为进口

商未开信用证或违约等而向进口商提出索赔。 

提出索赔的先决条件 

对于一般商品的正常合同，差异和索赔条款经常被包括在内。一旦交付的货物不符合

合同规定的质量、数量、包装等，买方应在重检的时限内向卖方提出索赔，索赔要出具一

份由卖方认可的检验员签署的调查报告。 

如果合同涵盖了大量运输货物或高价值的设备，如一个完整的车间，也可能列入惩罚

性条款，并据此处理违反合同的情况，如当合同一方当事人不履行合同条款，如未能交付

或延期交货等。惩罚金额通常是合同总价值的一定比例，但支付罚款并不意味着可以不履

行合同。换言之，尽管未能履行合同方支付了违约金但其仍须履行自己的合同义务。 

索赔的要点 

索赔或理赔，应首先考虑以下几点： 

1. 索赔要求的支持材料是否充分完备； 

2. 按照合同的约定索赔要求是否合理； 

3. 索赔要求的提出是否及时； 

理赔的方法 

如果提出的索赔要求合理、及时并且证明材料充分完备，那么理赔可以通过以下方式

之一解决： 

1. 退款补偿直接损失和相关费用，如银行费用、存储费用、检查费用等； 

2. 根据商品残次、损坏程度和损失数量降低商品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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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用符合合同中所规定的规格、质量和性能的新品更换有缺损的货物。 

一旦货物的损害是保险单上所涉及的险别，索赔则向保险公司提出。当进出口双方卷

入纠纷时，建议解决纠纷的方法是仲裁比诉讼好，调解比仲裁好。当然，防止争议的 有

效方法是有关各方应履行合同。 

 

索赔信样文  

索赔信  

李先生：  

    事由：我方 2000 套电梯设备的订单 111  

    今早收到上述订单的货物，经检查，大部分货物完好。遗憾的是，7 号货箱破损，一

些设备出现锈迹。 

    鉴于此，我方只能要求尽快换货，并要求告知何时可以收到换货。 

    关于此事贵方对我方有何要求请告知。 

                                        谨上       

                                    销售经理  彼得  

接受索赔信件  

敬启者：  

    事由：2000 套电梯设备的订单 111  

    感谢贵方及时来信通知我方发货出问题的情况。 

    对此失误，我方深表歉意。设备受损是由于包装部门粗心所致。我方已将换货发出，

7 月初即可到达。对于生锈的设备还请贵方发还我方，运费理当由我方承担。 

    盼望贵方新订单。 

                                        谨上       

                                    销售经理  李刚  

拒绝索赔信件  

敬启者：  

    事由：2000 套电梯设备的订单 111  

    贵方于 6 月 22 日来信投诉 200 套电梯设备出现问题，我方对此表示遗憾。 

    经彻查证实，该货物离埠时完好无损，有提货单为证。据此，货物发生问题极有

可能是在运输途中，故我方不承担任何责任。而且，该笔业务是以 CIF 为基础成交

的，我方也已向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投保。因此，建议贵方可以直接向保险公司要求

索赔。  

    如需要，我方乐于提供尽可能的帮助，并希望此事尽快解决。 

谨上       

                                     销售经理  王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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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 V  练习答案与讲解 

I. 回答下列问题 

1. A claim refers to a request for compensation for losses or damages in international trade. 

2. It can be classified according to the degree of inferiority, extent of damage and amount of 

losses. 

3. Both parties should observe the contract totally. 

4. We should focus on key elements for a claim. 

5.  The suffered party can obtain compensation for the loss. 

6. The suffered party should make a claim against the other party within the time limit of 

re-inspection and claim with the support of a survey report issued by a surveyor accepted by 

the seller. 

7. (1) whether the claim is well supported by good documentation;  

 (2) whether the claim is justified by the contract;  

 (3) whether the claim is made in time. 

8. If it is justified, timely and well-supported, a claim can be settled in the one of the following 

ways: 

（1）making refund with compensation for other direct losses and expenses such as banking 

charges, storage and inspection charges, etc.; 

（2） devaluating the goods according to the degree of inferiority, extent of damage and amount 

of losses; 

（3） replacing the defective goods with new ones that conform to the specification, quality and 

performance as stipulated in the contract. 

9. If we need to write a claim letter, we have to express reasons clearly with the evidence, state 

the requirements of compensation briefly, and enclose the supporting documents. 

10. Firstly, we need look into the whole matter. Secondly, we must collect evidence to prove 

that it is not our responsibility. Lastly, we’d better deny a claim in a polite and friendly 

way. 

 

II. 词汇与结构 

1. 正确答案 C 

【句意】你方所定货物需要航空运输还是铁路运输？ 

【解析】词义辨析。ship 在此句中是用做动词，表示“运送，乘船；以船运送”而不是名

词“船；舰；太空船”；undergo“经历，经受；忍受”；obtain“获得”；locate“位于；查

找……的地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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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正确答案 A 

【句意】生产商和经销商分担广告费用是合理的。 

【解析】词义辨析。share“分享，分担，配”；monitor“监控，监视”；obtain“获得”；increase 

“增加，加大”。 

3. 正确答案 B  

【句意】当然，有大量的艺术作品要看。 

【解析】固定搭配。huge“巨大的；庞大的；无限的”，短语 a huge amount of“大量的”

为常用搭配；big“大的；重要的；量大的”；vast“广袤的，无垠的”；extreme“极端的；

极度的”。 

4. 正确答案 D 

【句意】毫无疑问，通过英语 A 级考试会增加你升职的机会。 

【解析】短语搭配。enhance“提高；加强；增加”可以与 chance 搭配。improve“改善，

增进；提高……的价值”；process 作动词为“处理；加工”；proceed“开始；继续进行”，

均不大能与 chance 搭配。 

5. 正确答案 A  

【句意】我们支持提升她为公司总裁。 

【解析】固定搭配。in favor of“支持，赞同”。in need of“需要”。 

6. 正确答案 B 

【句意】一旦合同签署，双方应遵守合同条款。 

【解析】考查短语搭配。observe“观察；遵守”在本句中 observe the terms 为遵守合同条

款。obey“服从，听从；按照……行动”一般与 order，rule 等词搭配；violate“违反；侵

犯”；preserve“保存；保护；维持”。 

7. 正确答案 C 

【句意】昨天，就是总经理主持召开了会议。 

【解析】考查动词及时态。conduct“管理；引导；表现”；句中有 yesterday 一般过去时的

时间状语，因此选 C。 

8. 正确答案 A 

【句意】由于缺乏相互理解，谈判处于僵持阶段。 

【解析】考查词义辨析。standstill“停止；停顿”；stand 和 still 是词形相近的干扰项，词

性与意思均不符合；quietness 是 quiet“安静的”的名词形式。 

9. 正确答案 D 

【句意】两国在许多重大的国际和地区问题上看法一致。 

【解析】考查词义辨析。identical“同一的；一致的”；same“相同的”；indifferent“冷漠

的”；familiar“熟悉的；常见的；亲近的”。 

10. 正确答案 B 

【句意】有效教学重视班级每一个学生的学习需求。 

【解析】考查被动语态。主语 effective teaching 接受动作，因此用 be focused on“重点

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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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正确答案 C 

【句意】1999 年的委员会报道说：媒体的暴力报道对孩子产生了负面影响。 

【解析】考查词义辨析。negative“负的；消极的；否定的；阴性的”符合题意。opposite

“相反的；对面的；对立的”；positive“积极的；正的，阳性的”与 negative 是一组反义词；

false“错误的；虚伪的；伪造的”。 

12. 正确答案 A 

【句意】一个月前，他收到了申请被拒绝的通知。 

【解析】词义辨析。动词原形 deny 表示“否定，否认；拒绝给予；拒绝……的要求”符合

题意。reject“拒绝；排斥；抵制；丢弃”；refuse“拒绝；不愿；抵制”；abandon“遗弃；

放弃” 

13. 正确答案 B 

【句意】今天，冒着生命危险救人的警察和消防员因其勇敢行为受到了表彰。 

【解析】考查时态。主句谓语 were honored 用的是一般过去时，who 引导的定语从句中表

示的动作是发生在主句谓语之前，因此用过去完成时。 

14. 正确答案 C 

【句意】我们收到你的货款后会即刻挂号邮寄你的订货。 

【解析】短语辨析与语境。registered mail 表示挂号信或挂号邮寄。by air 与 by plane 都表

示航空邮寄；by mail 表示普通邮寄。 

15. 正确答案 A 

【句意】假定燃烧效率是 70%，那么 30%生成的热量就会损失了。 

【解析】考查词义辨析。assume“承担；假定”句型 It is assumed that……表示假设某种情

况。sure“确信的；可靠的；必定的”；resume“重新开始；重新获得”suppose“假设；

认为” 

16. 正确答案 B 

【句意】三八节我们大学所有女老师都穿得很漂亮。 

【解析】考查语法。女教师的复数形式是 women 和 teachers 都变成复数形式。 

17. 正确答案 C 

【句意】这是我们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定居的村子。 

【解析】考查语法。定语从句的先行词是表示地点的名词而且在句中作逻辑状语时，需用

关系副词 where。 

18. 正确答案 B 

【句意】我们认为他做那方面工作很有经验。 

【解析】考查词汇用法。experience 当“经验”讲是不可数名词；当“经历”讲是可数名词。 

19. 正确答案 A 

【句意】医生尽全力做手术拯救他的生命。 

【解析】考查词语搭配。只有 perform 可以和 operation 搭配表示“做手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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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正确答案 B 

【句意】他在一家大公司当软件工程师。 

【解析】考查非谓语动词。serving 现在分词短语做状语表示伴随，符合题意。 

 

III. 专业术语翻译 

1. claim 

2. a penalty clause 

3. conciliation 

4. specimen 

5. a discrepancy and claim clause 

6. improper packing 

7. delay of delivery 

8. claim settlement 

9. claim letter 

10. withdraw a claim 

11. 货运费用 

12. 运输途中的货物 

13.  检查报告 

14. 投诉 

15. 提货单 

16. 履行责任 

17. 劣等货品 

18. 货品完好 

19. 费用由一方承担 

20. 工艺 

 

IV. 把下列段落译成中文 

索赔令人恼怒，如果证据不充足更会令对方恼怒。所以如要索赔就一定要充分准备所

需材料。对方清楚问题的所在，圆满解决问题的可能性会更大些。记住：提出索赔是希望

告诉对方所存在的问题，并索取正当的赔偿。因此无论面对的事情多么令人恼怒，给你造

成了多大的麻烦，索赔并不是为了发泄愤怒，而是为了解决问题。 

 

V. 把下列句子译成英文 

1. We shall render the necessary document in support of your claim. 

2. Your claim should be supported by sufficient evidence. 

3. A recurrence of such an oversight could impair our friendly relation. 

4. A reasonable amount will be allowed to compensate you for the loss sustained. 

5. Through our joint efforts, we have settled the dispute amicab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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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Unit 11   
 第十一单元 

 

 

 

International Tourism 
国 际 旅 游 

 

 

Part I  总 体 设 计 

计划课时  8 课时/单元 

授课类型  口语课&阅读课  

授课内容  对话&课文 

课时分配  导言&口语对话 2 课时 

          综合阅读课文 4 课时 

          课后练习 2 课时 

教学目的  1. 掌握课文中重点词汇和语句，围绕主题展开口语活动 

          2. 了解并记忆相关的交际用语，提高语言实际应用能力 

教学重点  1. 熟悉并理解本单元主题 

          2. 掌握课文中出现的语言点和语法现象 

          3. 掌握文章内容及各部分段落大意的概括 

          4. 掌握涉外工程活动中的常用英语表达方式 

          5. 通过与本单元主题相关的听、说、读、写、译活动，提高英语综合能力 

教学方法  1. 课前学生预习+课上教师讲解+课后学生复习 

          2. 大限度利用网络教学资源，展开以学生参与为主的课堂教学活动，并通

过督促检查等手段使学生课外继续学习 



涉外工程英语辅导用书   

124 

Part II  导 言 介 绍 

    本单元简要介绍了作为参加国外承包工程的人员必须知道的一些航空旅行方面的知

识以及该方面的常用英语。如机票的预定和确认，如何办理登机手续，以及到达目的地后，

如何办理入境和海关入关手续，目的地国城市景点旅游和该国名胜古迹的参观。 

Part III  对话和课文讲解 

对话讲解 

1. confiscate vt. 没收；充公；查抄 

 The teacher threatened to confiscate their phones if they kept using them in class. 

 老师警告说，如果他们上课时继续使用手机就予以没收。 

 The customs officials confiscated the contraband at the border. 

 海关官员在边界上查抄了禁运品。 

2. cover v.t. 覆盖；走完［一段路程］ 

 The study covered 500 employees in four large companies. 

 这项研究覆盖了 4 家大公司 500 名雇员。 

 We aimed to cover 400 miles before nightfall. 

 我们的目标是在天黑之前走 400 英里。 

课文讲解 

1. resort n. 度假胜地；常去之地；v. 常去；诉诸，求助于 

 The east coast resorts are only a short twenty-minute drive from here. 

 东海岸的度假胜地从这里开车只需 20 分钟。 

 The police watched the cafes to which the wanted man was known to resort.  

 警察监视该通缉犯经常出没其中的各家咖啡馆。 

 resort to sb. for help 求助于，采取 

 They should be able to settle their differences without resorting to violence.  

 他们应该能够解决分歧无须使用武力。 

 When polite requests failed he resorted to threats. 

 他礼貌的恳求不行，便诉诸威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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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scale n. 规模；比例；刻度；天平 

 Many companies are now expanding to benefit from economies of scale. 

 目前许多公司正在扩大以便从规模经济中获益（通过大规模生产降低成本）。 

 The plans of the building were drawn precisely to scale. 

 这座建筑物的图纸是精确地按比例绘制的。 

3. reputation n. 名声，名誉；声望 

 The college has already established a national reputation for its excellence. 

 这所学院因杰出成就在全国获得了声誉。 

 to earn/establish/build a reputation 

 赢得/确立/树立声誉 

 Judge Kelso has a reputation for being strict but fair. 

 凯尔索法官以严格公正著称。 

4. institutionalize vt. 使……制度化 

 They described corporal punishment in schools as “institutionalized violence”. 

 他们把学校中实行的体罚说成是“已成为制度的暴力行为”。 

 They carried on the struggle to institutionalize equality for women. 

 他们继续为使妇女平等制度化而斗争。 

5. commercial adj. 商业的；营利的；靠广告收入的 n. 商业广告 

 Our top priorities must be profit and commercial growth. 

 我们必须把利润和贸易增长作为我们的当务之急。 

 She ended up doing commercials, which ironically revived her acting career.  

 她 后还是拍了商业广告，有讽刺意义的是这重振了她的表演生涯。 

6. cater vi. 投合，迎合；满足需要；提供饮食及服务 

 We can cater for all age groups in our summer schools. 

 我校的暑期班可以满足各种年龄层次的需要。 

 Our hotel caters for weddings and parties. 

 我们饭店承办婚宴和聚会。 

7. combine with 使结合，联合；合并 

 She successfully combines her career with family life. 

 她成功地兼顾了事业和家庭生活 

 Low profits, combined with high inflation, proved fatal. 

 低利润加上高通货膨胀证明是致命的。 

8. instruct vt. 指令，命令；指示；教导； 

 His secretary was instructed to cancel all his engagements. 

 他的秘书接到指示，取消他所有的约会。 

 I took the pills as instructed. 

 我按照说明吃了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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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e judge immediately instructed that Beattie be released. 

 法官立即宣布释放贝蒂。 

 His work is to instruct newcomers about car maintenance. 

 他的工作是指导新来的人员保养汽车。 

9. majority n. 多数；【律】成年 

 The majority of people realize the importance of limiting population growth. 

 大多数人认识到限制人口增长的重要性。 

 This treatment is not available in the vast majority of hospitals. 

 绝大部分医院都不提供这种治疗。 

10. personalize vt. 使个性化；把……拟人化 

 Why not do something to personalize your office? 

 为什么不做点什么使你的办公室有些个性化呢？ 

 Let’s not personalize this argument. 

 让我们不要把这场争论搞成针对个人的争议。 

11. sight n. 视力；景色；眼界；见解 vt. 看见；瞄准 

 I caught sight of my old friend in town today. 

 今天我在镇上看见了我的老朋友。 

 At first sight it looked like a simple accident, but later the police became suspicious. 

 起初它看起来像是一个简单的事故，但是后来警察觉得可疑。 

 During my stay in Britain, I saw the sights of London. 

 我在英国逗留期间，参观了伦敦的很多名胜。 

 The strike has now lasted six months, and there is still no end in sight. 

 罢工至今已经持续了六个月，眼下还看不到结束的迹象。 

 Several rare birds have been sighted in this area. 

 有人曾在这一地区看见几种稀罕的珍禽。 

12. set aside (for/to) 留出；节省  

 She set aside a little money each month for a trip. 

 她每月给自己留出一点钱用作旅游费。 

 Try to set aside some time to visit parents. 

 尽量留出一些时间去看看父母吧。 

13. fascinating adj. 极有吸引力的；迷人的 

 The museum has a fascinating collection of Celtic artifacts. 

 博物馆有极有吸引力的凯尔特人的手工艺品的收藏。 

 The results of the survey made fascinating reading. 

 调查的结果令人读起来饶有兴味。 

14. associate with 把……与……联想在一起 

 The scientist decided he didn’t want to be associated with the project, and lef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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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科学家决定不愿与这个计划有任何瓜葛，因而离开了。 

 We naturally associate the name of Darwin with the doctrine of evolution. 

 我们很自然地把达尔文的名字和进化论联系在一起。 

15. fortify vt. 设要塞，建防御工事 

 The town was heavily fortified. 

 这个城镇设有重防。 

 He spent his spare time fortifying the house against attacks. 

 他把空闲的时间都花在为住所加固设防上了。 

16. embody vt. 代表，体现 

 She embodies everything I admire in a teacher. 

 她体现了我所钦佩的作为一名教师所具备的各种素质。 

 Paintings and music can vividly embody the spirits and character of a society. 

 绘画和音乐能生动体现一个社会的精神和品质。 

17. coherent adj. 紧密结合的，连贯的; 一致的 

 It was still very hard to run a coherent foreign policy. 

 很难执行一个连贯的对外政策。 

 The three years of the course are planned as a coherent whole. 

 这三年的课程在规划上是连贯的。 

18. modify vt. 修改，更改 

 The feedback will be used to modify the course for next year. 

 这些反馈意见将用于修改明年的课程。 

 Humans have the ability to modify the environment in which they live. 

 人类有能力改善他们居住的环境。 

19. crown vt. 作为……顶端；加冕 

 Mist crowned the mountain. 

 雾霭笼罩山顶。 

 They crowned him king of Portugal. 

 他们立他为葡萄牙国王。 

20. residence n. 住所，住处，住宅，官邸 

 10 Downing Street is the British Prime Minister’s official residence. 

 唐宁街 10 号是英国首相的官邸。 

 Without permission, students may not be allowed to keep motor vehicles at their residence 

in this university. 

 没有许可，不允许学生们在这所大学的住宅区停放机动车辆。 

21. original adj. 起初的，原来的 n. 原件 

 The room still has many of its original features. 

 这个房间还保留着当初的许多特点。 

 This is the original piano on which the composer created some of his greatest work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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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就是作曲家创作过一些伟大作品的那架钢琴。 

 I will keep a copy of the contract, and give you the original. 

 我会保留合同副本，给你原件。 

22. shelter n. 掩蔽处；住所；保护 vt. 掩蔽，躲避 

 The refugees’ immediate need is for food, clothing, and shelter. 

 难民迫切需要的是食物、衣服和栖身之地。 

 He would be embarrassed to shelter tax. 

 他将为避税而感到难堪。 

 These plants must be sheltered from direct sunlight.  

 这些植物必须遮蔽，免受日光直接照射。 

23. temporary adj. 暂时的，临时的 

 They had to move into temporary accommodation. 

 他们不得不搬进临时住所。 

 We apologize for the temporary inconvenience caused by these building works. 

 对于建筑施工造成的短期不便，我们谨致歉意。 

25. lodging n. 住处，寄宿处 

 They were offered free lodging and food in first-class hotels. 

 有人向他们提供在一流饭店免费食宿的优惠。 

 My friend Bruce will be able to find you a night’s lodging. 

 我的朋友布鲁斯将能为你找个临时过夜的住处。 

26. symbolic adj. 象征的 

 The Channel Tunnel has enormous symbolic significance for a united Europe. 

 英吉利海峡隧道对于一个统一的欧洲具有重大的象征意义。 

 The protest was a symbolic gesture of anger at official policy. 

 这次抗议是对官方政策不满的一种表示。 

27. dot v. 分布 

 be dotted with sth. 布满 

 The lake was dotted with sailboats. 

 湖面上布满了帆船。 

 A few farms were dotted about in the valley. 

 一些农庄星罗棋布在山谷里。  

28. date from：to have lasted or existed since 追溯到 

 date back 追溯到，始于…… 

 The custom dates from the time when men wore swords. 

 这项习俗始于人类佩带刀剑的时代。 

 It is a tradition that dates back at least a thousand years. 

 这个传统至少始于一千年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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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hand down：to give or leave to people who are younger 流传，传递 

 This ring has been handed down in my family for generations. 

 这枚戒指在我家已传了好几代人了。 

 This bracelet was handed down from my mother’s side. 

 这个手镯是从我母亲那一方传下来的。 

Part IV  对话和课文翻译 

对话翻译 

（入境/海关） 

（I =移民局官员，P =旅客） 

移民局官员： 下一位。请出示一下您的护照、入境登记表和报关表？ 

旅客：     好，给您。 

移民局官员： 您打算在美国呆多久？ 

旅客：     大约 4 个星期。 

移民局官员： 您旅行的目的是什么？ 

旅客：     观光。 

移民局官员： 您要住在哪里？ 

旅客：     洛杉矶的希尔顿饭店。 

移民局官员： 好，请您把手提行李放在柜台上。里边有什么礼品、植物或食物吗？ 

旅客：      有，我的手提箱里有一些从中国带来的苹果。 

移民局官员： 好，请拿上那件行李，去 2 号柜台。瞧，就在那边。 

旅客：      好的。 

移民局官员： 很抱歉，您不能把新鲜水果带进美国。我得没收这些水果。 

旅客：      唉，太可惜了。 

移民局官员： 嗯，别发愁，在加利福尼亚有许多很好的新鲜水果。 

旅客：      谢谢，我会记住的。 

移民局官员： 好，这是您的申报单。把它交给出口处的服务员。祝您旅途愉快！ 

旅客：      谢谢，再见。 

移民局官员： 再见。好，下一位？ 

（城市观光） 

马林：这是我第一次来纽约。你能建议一些值得参观的地方吗？ 

比尔：在纽约有很多有意思的地方值得参观。 

马林：我想看一些城市景点。 

比尔：在纽约把一切转遍得花很长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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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林：我听说纽约有很多博物馆。 

比尔：是的。 著名的博物馆是大都会艺术博物馆，它是世界上三大博物馆之一。 

马林：我对参观这个博物馆很感兴趣。 

比尔：嗯，那里的馆藏很壮观。 

马林：你认为一天内能把整个博物馆参观完吗？ 

比尔：我看不行，并且我也不建议你那么做。你真的应该好好看看而不是走马观花。 

马林：我们什么时候去参观？ 

比尔：明天上午我们打算先去中央公园，然后按照你的意思去参观博物馆。现在我们赶去

联合国总部吧！ 

马林：我希望参观更多的地方。有什么可推荐的吗？ 

比尔：五天内可看的地方简直太多了。但是你不能错过自由女神像，夜晚的百老汇，帝国

大厦和第五大道。 

马林：我想尽可能看更多的地方。 

Part III  课 文 翻 译 

旅游景点和娱乐 

主要的旅游景点包括大城市、气候温暖的海滨地区和滑雪场。对大多数人来说，几乎

任何一个地方都能吸引游客驻足，只要这个地方不同于该游客的居住地。纽约对于一个纽

约人来说可能不是旅游景点，但对于一个伦敦人来说，它有很多魅力。 

城市分很多不同类型。有些城市像底特律和休斯顿是工业中心；另一些城市像费城和

爱丁堡是历史名城，而还有许多其他城市像北京、东京、纽约是历史、文化、政治、工业

和教育的综合中心。纪念碑、博物馆、体育场、美术馆、游乐园等地方都成为了旅游景点。 

大城市除了作为大的商业中心外，还为各种品味的人提供风景名胜景点和文化娱乐，

经常举办文化活动，包括戏剧和歌剧演出、音乐会、芭蕾舞、艺术展览等等，在这里只列

举了部分。另一方面，城市中心可以提供各种各样的夜生活以及多种餐馆供人们选择。不

论是在纽约、东京和香港的大百货商店，还是在巴黎和伦敦的精品店，购物对于许多游客

有吸引力。很多大城市也提供独一无二的气氛和历史。长城和北京的紫禁城，旧金山的卖

花小贩和有轨电车都是这些城市独特气氛的一部分。 

大城市当然不会对建筑或历史古迹形成垄断。世界上小城镇和乡村地区也有吸引游客

参观的景点。 有代表性的例子是法国的卢瓦尔河峡谷坐落着文艺复兴时期的城堡，中国

江苏被冠以“东方威尼斯”的小镇——周庄。 

自然风景对游客来说总是一种吸引。例如，上百万的人去看过尼亚加拉大瀑布。那里

是举世闻名的度蜜月的好地方。这么说吧，美国已经把自然奇观纳入国家公园加以制度化

保护。像黄石国家公园和大峡谷这样的地区专门开发出来供公众参观游览。更有一些能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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苦的游客愿意旅行得更远，他们愿意吃苦受难只是为了看看在世界上某个偏僻角落一些美

丽的、罕见的风景，如一瞥珠穆朗玛峰或委内瑞拉的安赫尔瀑布。 

购物在一些地方由于有政府的政策支持对游客来说已经成为一块磁石。建立免税港口

供购物者在那里不需要付关税就能够买到来自世界各地的商品。香港也许是 著名的例

子。香港是大城市，同时也是商业中心，但是对游客来说 主要的吸引力在于商品物美价

廉。 

度假胜地因为有阳光海滩、积雪覆盖的滑雪斜坡或高尔夫场地而常常吸引游客来。像

迈阿密海滩这样的大都会度假胜地，夜总会和舞台表演迎合了有各种需求的游客。很多的

度假胜地会指导斯库巴潜水并参观珊瑚礁。 

虽然现在大多数游客偏爱跟团旅游，娱乐和观光包在旅费里，但一些游客更偏爱个性

化旅游。个性化旅游能够很方便地提供一名导游，带着他们到一些风景优美的景点转转并

且可以为他们做好一切必要的安排。这些自助游游客可以要求通过旅馆或当地旅行社得到

旅行服务。当然，个性化旅游比跟团旅游所花的费用更高，但它满足了能担负得起费用的

旅游者的要求。 

对于第一次来到欧洲的中国海外工作人员来说，参观具有西方建筑特征的城堡、宫殿

和堡垒是一件令人兴奋和令人着迷的事情。具有不同形状和风格的迷人的城堡、宫殿和堡

垒在欧洲随处可见。每年，成千上万去欧洲的旅游者都会踏进这些华丽的建筑物重温在其

鼎盛时期发生的奢华传奇故事。 

城堡是中世纪一个防御性的结构，在欧洲和中东地区都可以找到，被认为是君主或贵

族的“私人防御居住地”。 

当人们谈论神话中 迷人的城堡时，他们往往指的是无以伦比的德国新天鹅堡，它建

在陡峭的山上。这个奇特的、神话般的建筑成为了百万游客的目的地。这座城堡体现了

19 世纪的浪漫主义。 

根据《吉尼斯世界记录》，布拉格城堡是捷克历代国王在整个统治时期的古代中心地，

它也是世界上 大的紧密布局的城堡建筑群，拥有将近七万平方米的面积。作为世界遗产，

它包括一个规模宏大的宫殿群和各种风格云集的教会建筑，从 10 世纪罗马风格开始一直

到 14 世纪改进为哥特式风格的建筑。 

圣米歇尔城堡位于法国西南部圣玛洛海湾的一个由岩石构成的锥形石头小岛上。由一

道堤和大陆连接。修道院建在海拔 低的房屋之上，有些可追溯到 13 世纪，被认为是杰

出的哥特式建筑的典范。整个小岛被修道院教堂覆盖，大约高出海平面 73 米。 

宫殿是富丽堂皇的宅邸。特别是王室住处或国家元首或一些其他高级贵族的住所，如

主教、大主教的住所。很多历史上有名的宫殿现在用来作国会、博物馆、饭店或办公大楼。 

白金汉宫位于英国威斯敏斯特市。现在是女王伊丽沙白二世的官邸和行政总部，从

1837 年开始，它就是英国君主的伦敦官邸。今天宫殿的核心建筑原本是一座乡间别墅，

1703 年为白金汉公爵而建。在这个宏伟的建筑中有许多办公室，有 775 个房间，其中包

括 19 个向公众开放的议事厅。 

伟大的克里姆林宫（俄罗斯莫斯科）始建于 1837 年，1849 年建成，它建在博罗维茨

基山上。宫殿的建筑形成了一个带有内部院子的长方形。整个建筑群包括泰雷姆宫、几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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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堂和接待大厅。它从前是沙皇在莫斯科的住所，但是现在是俄罗斯政府的行政总部。 

堡垒是一座由高墙围起来的坚固建筑物，可以在那里制定和实施军事计划。它也提供

掩蔽，有时候它只是个临时的住处。在某些情况下，作为一个地堡它可大可小。 

这些象征性的建筑仍然遍布在整个欧洲。无论它们正在被使用还是不被使用，关于它

们传说的记忆总是世代流传。 

Part V  练习答案与讲解 

I. 回答下列问题 

1. For most people, almost any place can become a tourist destination as long as it is different 

from the place where the traveler usually lives. 

2. Cities are different in categories. Some cities are industrial centers; others are historical ones, 

many other cities are mixtures of history, culture, politics, industry and education like 

Beijing, Tokyo and New York. 

3. The large cities offer scenic attractions and cultural entertainment for all kinds of people with 

a variety of tastes. 

4. Shopping has been made a tourist magnet by government policy. Free ports are 

established where buyers can purchase goods from all over the world without paying 

customs duties.  

5. Holiday resorts usually attract tourists because of their sunny beaches, snow-covered ski 

slopes, or golf courses. 

6. A castle is a defensive structure associated with the Middle Ages. 

7. The castle is the embodiment of 19th century Romanticism. 

8. The Prague Castle. 

9. Many historic palaces are now put to other uses such as parliaments, museums, hotels or 

office buildings. 

10. The whole complex includes the Terem Palace, several churches, and reception halls. 

 

II. 词汇与结构 

1. 正确答案 A  

【句意】中国园林不是单一的开放空间，而是有廊子，有院子。园林里的建筑物是主体，

而不是花草。 

【解析】词义辨析。dominate“支配，统治”；embrace“拥抱”；extend“延伸”；confine 

“限制”。 

2. 正确答案 D  

【句意】需要和欲望的结合为当今主要产业之一——旅游业起到了推动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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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析】词义辨析。prestige“威望”；emphasis“强调”；prospect“展望”；stimulus“促进”。 

3. 正确答案 B  

【句意】此外，社会条件的改变使休闲成为一种被社会认可的生活方式。 

【解析】词义辨析。probable“可能的”；reasonable“合理的，适当的”；favorable“有利的”；

stable“稳定的”。 

4. 正确答案 A  

【句意】根据马斯洛的观点，每个人身上都有欲望和需求的等级制度。 

【解析】词义辨析。universal“普遍的”；various“各种各样的”；anxious“焦虑的”；elaborate 

“复杂的，精心制作的”。 

5. 正确答案 C 

【句意】没有眼镜，我几乎看不清信上写了什么。 

【解析】短语辨析。make for“移向”；make up“组成”；make out“勉强地看”；make over 

“转让”。 

6. 正确答案 D  

【句意】北部欧洲人来到地中海主要是那里有充足的阳光。 

【解析】考查语境。sea water“海水”；its scenery“风景”；sightseeing“观光”；sunshine

“阳光”。 

7. 正确答案 A 

【句意】一个地方受到自然灾害袭击时，地区委员会经常组织慈善机构募捐。 

【解析】词义辨析。charities“慈善机构”；channels“频道”；charitable“慈善的”；chastity

“贞洁”。 

8. 正确答案 C 

【句意】通过了解其他文化。一个人也能发现自身的文化，从而真正丰富了自己的思想。 

【解析】词义辨析。enforces“强加”；inquires“询问”；enriches“丰富”；requires“需要”。 

9. 正确答案 D 

【句意】这份报价得到我方确认。如果你方可以接受，请尽快给我方答复。 

【解析】考查形容词短语。superior to“比……优越”；due to“由于”；relevant to“与……

相关”；subject to“服从，易受”。 

10. 正确答案 A 

【句意】这里旖旎的风光吸引了这些从外国来的游客。 

【解析】考查动词短语。appeals to“吸引”；caters to“迎合”；sticks to“坚持”；contributes 

to“捐助”。 

11. 正确答案 C 

【句意】银行拒绝帮助这家公司，结果，它破产了。 

【解析】词义辨析。frequently“经常的”；subsequently“随后的”；consequently“结果”；

promptly“立即”。 

12. 正确答案 B 

【句意】大量新增加的电视频道可供观众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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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析】词义辨析。vulnerable“脆弱的”；available“可得到的”；remarkable“显著的”；

durable“耐久的”。 

13. 正确答案 A 

【句意】在国外旅行时，你得遵守当地的法律和规则。 

【解析】考查动词短语。abide by“遵守”；get by“过得去”；act on“按照行事”；count on 

“指望”。 

14. 正确答案 D 

【句意】在参观当地的文化遗产遗址时，旅游团应该由一名导游带领。 

【解析】词义辨析。interpreter“口译者”；translator“翻译”；mediator“调停人”；guide“导

游”。 

15. 正确答案 D 

【句意】我不知道你手机号，否则我一到华盛顿就给你打电话。 

【解析】考查虚拟语气。非真实条件句中的条件从句有时不表达出来，只暗含在上下文中，

这种句子叫做含蓄条件句，常用于此功能的词汇有：otherwise, but that, or, but, but for, with, 

without 等。 

【例如】Without heat and sunlight, plants on the earth would not grow well. 

16. 正确答案 B  

【句意】你应该通知我们事情进展得如何。 

【解析】考查非谓语动词。分词可以在 catch, discover, feel, find, get, have, keep, leave, make，

等动词后与一个名词（代词）构成复合宾语，其中分词为宾语补足语。现在分词表示动作

正在进行，具有主动意义；及物动词的过去分词表示动作已经完成，具有被动意义；不及

物动词的过去分词只表示动作已经完成。 

【例如】He looked around and caught a man putting his hand into the pocket of a passenger.   

【例如】The experience made him interested in the study of science. 

17. 正确答案 C 

【句意】已经做出了决定，下一个问题是如何制订一个好的计划。 

【解析】考查分词的独立结构。分词作状语时，其逻辑上的主语一般必须与句子的主语一

致。如果分词的逻辑主语和句子的主语不一致，则需要为分词添加主语。分词和这个逻辑

主语构成分词独立结构。这一结构可以放在句首或句末作状语。 

【例如】All things considered, the planned trip had to be called off.  

【例如】Weather permitting, the picnic will be held as scheduled. 

【例如】So many representatives being absent, the conference had to be put off. 

18. 正确答案 A 

【句意】他放弃了有可能使他成为这个世界上 有影响力人物之一的事业。 

【解析】考查情态动词。could + have + done 意为“本能够”，表示本能够做某事，而实际

上并未做，含有对过去能做而未做的事情感到惋惜、遗憾。 

【例如】George was good at maths. He could have told me the answer but he refused 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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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正确答案 B 

【句意】到目前为止，我们预测利率将进一步下调。 

【解析】词义辨析。persisted“坚持”；anticipated“预测”；confirmed“证实”；specified“具

体说明”。 

20. 正确答案 C 

【句意】意大利的园林，凭借它连绵的阶地，确实达到了给人惊喜的印象。 

【解析】考查短语。to the extent“在一定程度上”；in spite of“尽管”；by virtue of“凭借”；

regardless of“不管”。 

【例如】By virtue of his own effort he succeeded in passing the exam. 

 

III. 专业术语翻译 

1. round-trip/return ticket 

2. boarding pass 

3. work permit 

4. duty-free articles 

5. customs declaration form 

6. sightseeing tour 

7. natural scenery 

8. independent tour 

9. garden architecture 

10. cultural diversity 

11. 机票确认 

12. 跟团旅游，包价旅游 

13. 中转旅客 

14. 出境证 

15. 燃油附加费 

16. 候机室 

17. 行李领取处 

18. 机场候机楼 

19. 休闲度假 

20. 名胜古迹 

 

IV. 把下列段落译成中文 

经过几年的艰苦协商，欧盟领导人和中国就非法移民的遣送回国问题上取得共识并签

署了相互承认旅游目的地国身份的理解备忘录。这个协议的签署使得两个国家的公民能够

在宽松的签证控制下进出境自由。这一点特别对中国旅游者有益，因为一旦拿到一个国家

的签证他们就可以自由地到其他欧洲国家旅行。例如，经法国可以到德国，从奥地利到捷

克共和国，因为上述这些国家都是申根协议的成员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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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 把下列句子译成英文 

1. The classical buildings in the world are the monuments and signs of times and culture. 

2. New Zealand is a pastoral and beautiful place which seems to be a legendary Land of Peach 

Blossoms in the eyes of the Chinese. 

3. Ecotourism has become the group leader of tourism with very extensive and deep influence.  

4. The modern building is a symbolic construction, as well as an aesthetic success in the city. 

5. With increasing affluence and leisure, and a relative decrease in cost of travel, the growth of 

the travel industry will surely continue. 

扩展阅读资料 

1. 陆建平. 现代旅游英语教程［M］. 北京：商务印书馆，2008. 

2. 江涛. 英语大赢家 旅游行业英语［M］. 北京：中国海关出版社，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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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Unit 12   
 第十二单元 

 

 

 

Official’s Inspection 
官 员 视 察 

 

 

Part I  总 体 设 计 

计划课时  8 课时/单元 

授课类型  口语课&阅读课  

授课内容  对话&课文 

课时分配  导言&口语对话 2 课时 

          综合阅读课文 4 课时 

          课后练习 2 课时 

教学目的  1. 掌握课文中重点词汇和语句，围绕主题展开口语活动 

          2. 了解并记忆相关的交际用语，提高语言实际应用能力 

教学重点  1. 熟悉并理解本单元主题 

          2. 掌握课文中出现的语言点和语法现象 

          3. 掌握文章内容及各部分段落大意的概括 

          4. 掌握涉外工程活动中的常用英语表达方式 

          5. 通过与本单元主题相关的听、说、读、写、译活动，提高英语综合能力 

教学方法  1. 课前学生预习+课上教师讲解+课后学生复习 

          2. 大限度利用网络教学资源，展开以学生参与为主的课堂教学活动，并通

过督促检查等手段使学生课外继续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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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 II  导 言 介 绍 

官员视察属于商务考察的范畴，是企业经营活动中的一项必不可少的商务活动，是指

政府部门官员、国内企事业单位负责人组团赴国外地区对参展、招投标项目、工程施工、

公司运营等情况进行的考察。考察包含旅游和对口访问等活动，主要涉及到境外旅游、商

务活动的全程安排、接待服务等。 

Part III  对话和课文讲解 

对话讲解           

1. range n. 范围，幅度 v.（在……范围内）变化  

 What’s the price range? 价格范围是多少？ 

2. impressive adj. 给人以深刻印象的  

 What you have told me is very impressive.  

您告诉我的事很感人。 

 It’s an impressive ceremony.  

那是个难忘的仪式。 

 have an impression on… 给……留下印象 

3. edge n. 优势地位 

 The edge was with Mr.Green.  

优势在格林先生一边。 

 They are likely to provide the winning edge.  

他们可能将会提供获胜优势。 

4. competitor n. 竞争者，对手 

 The company was absorbed by its competitor.  

竞争对手并购了这家公司。 

 That company is a strong competitor of us.  

那个公司是我们强有力的竞争对手。 

5. catalog n. 目录 

 The company mailed out the catalog to all potential customers.  

这家公司给所有可能的顾客都邮寄了目录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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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atalog numbers and references are given only as an indication of the quality of materials 

and workmanship to be used.  

目录编号和有关资料只是用于表明所采用的材料质量和工艺技术的水平。 

6. I have been hoping to...  我一直以来都希望…… 

 I have been hoping to see you for a long time.  

我很久以来一直希望见到你。 

7. Your products will give you an edge over your competitors.  

 give an edge over... 比……更有优势 

课文讲解 

1. coordination n. & vt. 协调  

 My hand-eye coordination is zero.  

 我的手眼协调能力是零。 

2. strategic adj. 战术上的 

 It is a strategic policy.  

 这是一个战略方针。 

 The island is of strategic importance.  

 这个岛屿具有战略意义。 

3. reinforce v. & n. 加强 

 Internet ads will reinforce brand recognition.  

 网络广告将强化品牌知名度。 

 Newspapers like this tend to reinforce people’s prejudices.  

 像这样的报纸往往加深人们的偏见。 

4. bilateral adj. 双边的 

 The two countries have signed several bilateral agreements.  

 两国签订了数项双边协定。 

 But some of our bilateral ties are frayed or fragile and new security challenges cloud the 

horizon.  

 但是，我们的一些双边关系出现了紧张或脆弱的状况，新的安全问题扑面而来。 

5. launch v. 使行动，发行 n. 发射，发行 

 We will launch the moon rocket next week.  

 下星期我们将向月球发射火箭。 

 The launch was very successful.  

 这次发射进行得非常成功。 

6. thematic adj. 与主题或题目有关的  

 theme n. 主题 

 Campaigns to mobilize public opinion can take the form of individual, country or thematic 

campaig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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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动员公众舆论的活动包括采用个人的、国家的或是主题的运动方式。 

 The volume may be approached from several thematic directions.  

 研究本书可以从几个主题着手。 

7. engagement n. & vt. 参与 

 They announced their engagement to the family.  

 他们向家里宣布他们已经订婚了。 

 The singer signed a contract for a two-week engagement.  

 那位歌手签了为期两周的演出合同。 

8. comprehensive adj. 全面的，无所不包的 

 Globalization is actually a comprehensive transformation of the society.  

 全球化实际上是一种综合的社会变迁。 

 We need a comprehensive systems analysis.  

 我们需要一个综合的系统分析。 

9. dynamic adj. 有活力的   

 The education justice is relative and dynamic.  

 教育公平是相对的、动态的。 

 Economically, Asia is still the most dynamic region in the world.  

 亚洲依然是世界上 具经济活力的地区。 

11. withstand  v. 经受，承受；忍受 

 The walls can withstand high winds. 这些墙能顶得住强风。 

 Their love will withstand all the challenges life may bring.  

 他们的爱将能抵挡生活带来的所有挑战。 

12. forge v. 稳步前进 

 His words will forever inspire us to forge ahead courageously.  

 他的讲话永远鼓舞我们奋勇前进。 

 A boat sailing against the current must forge ahead or it will be driven back.   

 逆水行舟，不进则退。 

13. promote v. 促进，推动 

 Did the boss promote you?  

 老板给你升职了吗？ 

 How can we promote the sales of this product?  

 我们应该如何来推销这种产品？ 

14. undergo v. 经历，经受 

 The explorers had to undergo much suffering.  

 那些探险者不得不经受很多苦难。 

15. adjustment n. 调整 

 Structural adjustment for crop production was continued.  

 种植业结构继续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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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e goods that our shop purchased before the price adjustment are still for sale at low 

prices.  

 本店对调价前的这类商品，仍旧贱卖。 

16. proliferating adj. 激增的 

 Even well into the 20th century, many thought the Mars had flowing water and plants.  

 即使进入 20 世纪，很多人仍认为火星上有流水和植物。 

 Pizza parlors proliferate in this area.  

 比萨饼店在这个地区不断涌现。 

17. destabilizing adj. 不稳定的 

 destabilize vt. （使）不稳定 

 The author thinks that if RMB exchange rate is revaluated, the foreign exchange 

speculation will strengthen the anticipation of RMB exchange rate revaluating, and then 

destabilizing RMB exchange rate speculation will form.  

 笔者认为，人民币汇率升值只会使得投机者加剧对人民币汇率的升值预期，形成人民

币汇率的不稳定性投机。 

 There are no divorces to destabilize the families. 不会因为离婚而破坏家庭。 

18. significance n. 重要性  

 They failed to appreciate significance of the precautions.  

 他们没有意识到这些预防措施的重要性。 

 This conference is of historic significance.  

 这次会议具有历史意义。 

19. piracy n. 海盗行为，海上掠夺；盗版行为；非法复制  

 The government has taken measures to curb piracy.  

 政府为了阻止盗版行为采取了若干措施。 

 The fight against pornography, illegal publications and piracy shall be continued.  

 继续开展“扫黄打非”斗争。 

 robber, thief, burglar, bandit, gangster, pirate 辨析  

 这些名词均有“盗贼、强盗”之意。 

 robber：指以暴力或威胁等手段强行夺取他人财物的人。 

 thief：普通用词含义广泛，一般专指盗窃者。 

 burglar：指夜间撬窗破门行窃的人。 

 bandit：指在乡间或小林地区结帮活动，使用恐吓或暴力行窃的人。现指有组织或单

独进行抢窃的盗匪。 

 gangster：指结伙进行各种非法活动的武装歹徒。 

 pirate：指海盗。 

20. priority n. 优先的事物 prioritize vt. 把……区分优先次序 

 Improving the plight of teachers is indeed a priority i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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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改善教师的困难处境的确是优先处理的一件事情。 

 I now prioritize all of my tasks and create a plan. 

 现在我会将所有任务排出优先次序然后制定出计划。 

21. innovation  n. 创新；革新  

 There is no end to practice or innovation.  

 实践或创新永无止境。 

 Tradition and innovation are merged in this new composition.   

 传统与创新和谐地统一在这个新的作品当中。 

22. intensive adj. characterized by a high degree or intensity 密集的 

 Do you have an intensive reading of English this term?  

 这个学期你们有英语精读课程吗？ 

 This patient requires intensive care.  

 该病人需要加强护理。 

23. adoption n. 采纳，通过；批准 adopt vt. 采用，收养 

 The adoption of the new technology improved the production.  

 新技术的采用增加了产量。 

 The schools must adopt new methods of teaching foreign languages. 

 学校应采用新的外语教学法 

24. implementation  n. 实施；贯彻  

 So far,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five-day week initiative has not impacted on performance 

pledge compliance.  

 直到目前，实施五天工作周对履行服务承诺并无影响。 

 The government is implementing a new policy to help the unemployed. 

 政府正在实施一项新的帮助失业者的政策。 

25. contrary adj. 相反的 

 Hot and cold are contrary terms.  

 热与冷是相反的词语。 

 on the contrary 相反 

 On the contrary, I have tons of things to do.  

 正相反，我有一大堆事要做。 

26. accelerate v.（使）加快  

 The inflation rates began to accelerate last month.  

 上月通货膨胀率开始增长。 

 They should confidently accelerate their cooperation with us.  

 他们应该有信心地加快与我们的合作。 

27. integration n. 整合，结合 

 Knowledge sharing is prerequisite to enterprise’s knowledge integ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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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知识共享是企业整合知识资源的前提。 

 Third, it is essential to advocate mutual learning and integration among civilizations.  

 第三，应该坚持各种文明取长补短，兼容并蓄。 

30. deterioration n. 恶化  

 In order to detect deterioration, the condition of product in stock shall be assessed at 

appropriate intervals.  

 为检测库存品变质状况，应适时作定期评鉴。 

 Food is apt to deteriorate in summer. 

 食物在夏天容易变质。 

31. vision n. 观察力；远见；洞察力 

 Establishing a strong vision for meeting existing and future customer needs is of vital 

importance to corporate development.  

 为满足现有和潜在客户要求规划前景对企业发展意义重大。 

 辨析：vision, eyesight, sight, perception 

 vision 书面用词，含义广泛，指人的视力或视野，也可指远见卓识。 

 He is a man of great vision.  

 他是位有远见的人。 

 eyesight 普通用词，指眼睛的正常功能。 

 She has poor eyesight.  

 她视力差。 

 sight 普通用词，与 eyesight 同义，可换用，指由实实在在的事物引起的视觉。 

 I’ll have my sight tested tomorrow. 我明天去检查视力。 

 perception 指视觉，也可泛指其它器官的功能，或引申指敏锐的理解力。 

 She is a woman of keen perception.  

 她是一个感觉敏锐的女人。 

32. span v. 跨越；横跨 n. 跨度 

 Imagination will span the gap in our knowledge. 想象会弥补知识的不足。 

 Over a short span of years a surprising amount has been achieved.  

 在短短三年时间里，已经取得了惊人的成绩。 

 Small children have a short attention span.  

 幼儿注意力持续时间短。 

33. realistic adj. 现实的   

 China has evolved to an extremely attractive and realistic big market in the global context. 

中国已经发展成为一个全球极富吸引力的、现实的大市场。 

 Ronaldo admitted that his return to the top of his profession is reality not fantasy.  

 罗纳尔多认为他重回这一职业水平是现实而不是幻想。 

34. preoccupied adj. 心事重重的 

 He was depressed and preoccupied by some troubles all day l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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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整天无精打采，心事重重。 

 Andrew, Lisa and Bruce listened attentively, but Celia, preoccupied with private memories, 

found her thoughts wandering and caught only snatches.  

 安德鲁、莉萨和布鲁斯都听得很用心，然而，西莉亚却因为有心事，注意力集中不起

来，断断续续地听到几句。 

35. tend v. 易于；倾向 

 You tend to rush at things.  

 你做事往往急急匆匆。 

 According to Michael lynn, the Cornell paper’s coauthor, countries in which people are 

more extrovert, sociable or neurotic tend to tip more.  

 据康奈尔大学的那份调查报告的作者之一迈克尔·林恩说，其国民性格较外向、爱交

际或易激动的国家，往往小费付得较多。 

36. ignore vt. 忽视  

 The government must not ignore these symptoms of discontent among its supporters.  

 政府切不可忽视其支持者中间所表现出的这些不满征候。 

 The government would be unwise to ignore the complaints of its people. 政府对民众的抱

怨置之不理是不明智的。 

37. sensitive adj. 易受影响的；敏感的 

 They kept off the sensitive subject during the discussion.  

 他们在讨论中不提那个敏感的问题。 

 Your skin is very sensitive, so be careful with the cream you use.   

 您的皮肤很敏感，要小心使用护肤霜。 

 辨析 sensitive, sensible, sensational 

 sensible 明智的，理性的 

 That seems to be a sensible idea. 那似乎是个明智的主意。 

 sensational 轰动性的，耸人听闻的 

 Newspaper reports the incident sensationally, making it appear worse than it really is. 

 报纸大肆渲染这件事。 

38. obtain vt. 获得；得到  

 Where can I obtain a copy of her latest book?  

 在哪里我能买到她 新出版的书？ 

39. jeopardize vt. 使受到伤害、损失或破坏；使陷于险境 

 Her arrest for drunken driving may jeopardize her work as a doctor specializing in child 

care.  

 她因酒后驾驶被捕也许会使她儿科大夫的工作处于危险境地。 

 If you are rude to the boss, it may jeopardize your chance of success.  

 如果你对老板没有礼貌，那也许会危及你事业的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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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 be supposed to 本应该……，被认为 

 In such a situation, you are not supposed to leave the children in the lurch. 

 在这种情况下，你不能放下这些孩子们不管。 

 The car factory recalled all the cars which were supposed to be faulty.  

 汽车厂收回了所有被认为有问题的车子。 

41. have an impact on … 对……有影响 

 I possess the management, selling, computer, personnel and communication skills that will 

have a very positive impact on this law office.  

 我具有管理、销售、计算机、人事和人际交往技能，这对律师事务所的工作必将产生

非常积极的影响。 

 Their brushstroke techniques and creative painting methods had a tremendous impact on 

painters of later times.  

 他们的笔墨技巧和对意境的创造对后世有很大影响。 

42. translate… into… 把……转化成 

 Today’s low inflation and steady growth in household income translate into more 

purchasing power.  

 现今的低通货膨涨率和家庭收入的稳定增长转化成了更多的购买力。 

 I wonder how your religious beliefs would translate into political action.  

 我不知道你的宗教信仰如何转化为政治行动。 

43. lose track of 失去联系 

 The police has lost track of the criminals.  

 警方已失去追踪罪犯的线索。 

 Use these notes, sketches, and photos to your advantage. Never lose track of a great idea. 

把这些笔记、便签和相片利用好，不要让任何的好创意溜走。 

Part IV  对话和课文翻译 

对话翻译 

（科尔工厂的秘书凯特·诺顿正准备迎接一位重要的客人保罗·怀特，她将带领来客参观

工厂。） 

（由参观设计部开始） 

凯特：谢谢您今天的光临。 

保罗：我早就想来看看你们的工厂了。 

凯特：我们先参观一下生产线怎么样？ 

保罗：我能否跟你们的设计人员当面聊一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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凯特：当然可以，或许我们可以先从设计部门开始参观。 

（参观工厂） 

凯特：这是我们的办公楼。我们所有的行政部门都设在这儿：销售部、会计部和人事部

等等。 

保罗：对面是什么建筑？ 

凯特：那是仓库。 

保罗：请你告诉我每件成品的生产成本好吗？ 

凯特：那部分我不太熟，让我找专业人士来回答您吧。 

保罗：哦，那我还是直接问经理好了。 

（参观工厂之后） 

保罗：百闻不如一见。谢谢你陪同我看了整个工厂。这次参观使我对你们的产品范围有一

个很好的了解。 

凯特：带我们的客户来参观工厂是我们的荣幸。不知道您总体印象如何？ 

保罗：很好。和你们的竞争对手相比，你们的新产品让你们有很明显的优势。 

凯特：当然。目前在这个领域没有厂家能和我们相比。 

保罗：能给我一些产品手册吗？ 

凯特：当然可以。这是我们的产品目录。 

课文翻译 

共谋发展 
——中欧之间促进政策协调和加强战略合作的时机已到 

宋  喆 

今年年初，前副总理李克强对西班牙、德国和英国的访问加强了中国和主要欧盟

成员国之间的双边关系。随着首个年度主题活动——中欧青年交流年分别于一月十一

日在布鲁塞尔和二月二十三日在北京启动，中欧人民之间的相互交流也将加强。我们

期望在上半年能有大量的高层访问，我有充足的信心认为，中欧关系在 2011 年会有新

的突破。 

经过三十五年的发展及参与，我们的关系是全面的、富有战略性的、有活力的和

互惠互利的。我们的关系足够成熟和稳固，可以承受考验和稳步向前发展。前总理温

家保近期谈到中国和欧洲正处于加深合作的关键时期。我们如何来分享机遇，应对挑

战和促进发展，将对我们自身和世界有直接的影响。因此问题就是：为什么说存在

机遇呢？  

第一，我们正面临着动荡的国际局势和全球挑战。国际形势越来越严峻，变化莫测，

不稳定因素也与日俱增，整个世界正经历着巨大的调整。中欧关系愈加重要，我们在诸如

伊朗核事件、反恐主义和反海上掠夺等国际安全问题上、以及包括国际金融体制改革和气

候变暖等全球共同问题上都应发挥越来越重大的作用。无论是在联合国还是在 20 国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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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中欧都有望更好地协调政策，更紧密地战略合作。 

第二，中国和欧洲都在制定发展计划。2011 年标示着中国第十二个五年计划（2011-2015）

和欧洲 2020 战略的开端。两个计划的很多想法和需要优先考虑的事情都不谋而合，因而

在绿色经济、环境保护、科学创新和科技密集性产业等领域的实际合作呈现了巨大的潜力。

我们必须尽可能善用我们的相对优势，谨慎地将欧洲的专业技能与中国市场相匹配，以实

现经济共同发展。 

第三，欧盟正在进行机构调整。自里斯本条约通过后，已过去了一年多的时间。实施

的进程平稳且路线正确。欧盟对外行动署已经开始运作，欧洲议会在欧盟相关的事务上已

获取了显著的力量。与许多人相反，我相信因债务危机引发的挑战将进一步加快欧洲整合。

在这个关键时期，我们必须加深我们的战略双边信任来重新稳固欧盟的中国政策，让它变

得更加一致、更加积极、更加协调。 

第四，今年有大量为中欧人民之间的相互交流而举办的主题活动。加强中欧关系的目

的是为了中欧人民彼此更好地理解，加强双方人民的亲密感。中欧之间的友谊归根到底关

系到双方的人民。当我们的人民能更好地交流时，我们才更可能在双边关系中维系健康发

展。我们拥有机遇，然而要将它们转化成实际的成果还需要决心、智慧和资源。全面地看

待这个问题，我希望强调取得三组关系平衡的重要性。 

其一是长短期利益的平衡。策略性是中欧关系的中心特征，因此处理日常事务时，我

们务必不要忘记中欧关系更广阔的前景和长期利益。我们需要避免的是因为一些财务困难

而造成的关系恶化。我们对欧盟领导阶层的战略视野和政治智慧有充足的信心，相信他们

有能力制定一个符合双方利益的中国政策。 

其二是维持区域和总体利益之间的平衡。我们的关系跨越多地区和多层次。双方关

系的总体形态将决定我们在各个特殊领域要如何表现。如果我们在高层表现上佳，友谊精

神就会像催化剂一样全面为实际合作带来便利。并非偶然的是，我们商业合作中 迅猛的

增长实现于双方享有 稳定的政治关系之际。我们的关系结构决定了整体和部分是相互影

响的。一些在欧洲的朋友，由于过于现实和对一些所谓的实际问题过于忧心，倾向于忽略

这一事实。当我们出门散步时如果只盯着自己的脚时，会忘记行进的道路。中欧关系也是

如此。因此我们要尽力创造良好的大环境，至少我们要能够做到不要让区域利益和敏感问

题影响到双方的整体关系。 

其三是维持欧盟机构及各成员国之间的平衡。中国人感觉当和欧盟机构会谈以及和成

员国会谈时，我们得到的是不同的答案，听到的是不同的声音。我们和成员国谈论了许多

有关合作和生意上的事情，而我们和欧盟机构的会谈却总是充满了问题和担忧，这些问题

和担忧已经严重地损害到中国和欧盟的关系并且违背了我们对双方关系的期望。我们拥护

各对应部门之间更强有力的政策协调，以期欧洲能用同一个声音与中国开展积极的对话。

中国方面将一如既往发展我们同欧盟机构和各成员国的关系。我们不会夸大任何一方的重

要性，以期能相互加强彼此的力量而不断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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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 V  练习答案与讲解 

I. 回答下列问题 

1. He thinks their new products can give them an edge over their competitors. 

2. Spain, Germany and the UK. 

3. China launched its first thematic year event, the EU-China Year of Youth. 

4. The ties have lasted 35 years. 

5. He said that China and Europe are at a critical moment for deepening cooperation. 

6. The author gives four reasons for the opportunities. 

7. They need resolve, wisdom and resources. 

8. To achieve balance in three pairs of relations: between long-term and short-term interests, 

between sectional and overarching interests, and between EU institutions member 

states. 

9. Any one of the three. 

10. The speaker compares our feet to sectional interests, and our destination to overarching 

interests. He wants to illustrat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two types of interests. 

 

II. 词汇与结构 

1. 正确答案 B 

【句意】新当选的首相采取有效措施加快经济的增长速度。 

【解析】词义辨析。accumulate“积累”；accelerate“加快”；attribute“把……归因于”；

attitude“态度”。 

2. 正确答案 C 

【句意】交通非常拥堵，要不然我会提前 50 分钟到这里。 

【解析】考查虚拟语气。对过去时态的虚拟用 would have done 结构，故答案是 C。 

3. 正确答案 A 

【句意】房子的木架是用长长的钢筋加固的。 

【解析】词义辨析。reinforced“加固”；forced“强迫”；enforced“实施”；established“建

立”。 

4. 正确答案 C 

【句意】珍妮从仓库调到了财会室，被看作升迁。 

【解析】词义辨析。delivered“发货”；exchanged“交换”；transferred“调动”；transformed 

“改变、改善”。 

5. 正确答案 A 

【句意】相信十年之后我回来时，所有的旧房子都会拆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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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析】考查时态。将来完成时的被动语态，故答案是 A。 

6. 正确答案 C 

【句意】我们 30 多年来一直支持从幼儿园到大学的教育方案。 

【解析】词义辨析。range, reach, scope 是一组表示“范围”的名词，其侧重点各有不同。

range 代表可以测量的范围，在这个范围内包括一系列可变化的数量。range 特指视力、

听力所能达到的距离和枪炮的射程范围。reach 指伸手可达到的距离或非常近的距离，其

比喻含义指能力、权力、影响等可达到的范围。scope 指人们所处理、研究的事物的范围

以及所掌握、控制的“面积”。scope 的比喻含义指的是所掌握的知识的宽度，即“眼界，

见识”。 

7. 正确答案 D 

【句意】他手头有许多工作，昨天晚上就不该去看电影。 

【解析】虚拟语气。should not have done 表示“过去本不该做什么”，故答案是 D。 

8. 正确答案 B 

【句意】政府正在努力以增进双方的理解。 

【解析】词义辨析。raise“提高”；promote“促进、增进”；heighten“增高”；increase“增

长”。 

9. 正确答案 A 

【句意】英国政府常常说为孩子们提供信息通道是头等大事。 

【解析】词义辨析。priority“优先”；property“财产”；prospect“前途”；product“产品”。

根据题意 a top priority 构成固定搭配，故答案是 A。 

10. 正确答案 C 

【句意】由于两个公司签订合同，北京今年移动通信市场占有量比预期增长一倍。 

【解析】词义辨析。capacity“容量”；potential“潜力”；possession“占有”；impact“影

响”。 

11. 正确答案 D 

【句意】雇主和雇员之间的关系得到深入细致地研究。 

【解析】词义辨析。originally“原始地”；extremely“极端地”；violently“猛烈地”；

intensively“深入细致地”。 

12. 正确答案 B 

【句意】这个商标以及公司长期的市场形象，有助于促进公司的全球发展。 

【解析】词义辨析。widen“加宽”；facilitate“推动、促进”；develop“发展”；improve“改

善”。 

13. 正确答案 B 

【句意】如果人们感到无望，他们就不会费心去获得成功所需要的技能。 

【解析】词义辨析。acquire obtain gain 都表示“获得”，acquire 通过学习等手段习得某些

技能；obtain 通过一般手段的取得；gain 指通过努力的收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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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正确答案 A 

【句意】只有那些承受得住金钱损失的人才能做高风险投资。 

【解析】词义辨析。afford“买得起、提供”；remain“保留”；sustain“持续”；maintain“维

持”。 

15. 正确答案 D 

【句意】在逻辑学中，一致性原理是不包含任何矛盾的原理。 

【解析】词义辨析。resistant“抵制的”；persistent“坚持不懈的”；insistent“坚持的”；

consistent“一致的、连贯的”。 

16. 正确答案 A 

【句意】贫苦了一辈子，他 后几年的生活相对舒适。 

【解析】词义辨析。comparative“相对的”；strategic“策略的”；mature“成熟的”；dynamic 

“有活力的”。 

17. 正确答案 C 

【句意】如果一个雇员能圆满完成国外的困难的任务，上司对他/她的能力会更有信心。 

【解析】词义辨析。coordination“协调”；account“账号”confidence“信心”；challenge

“挑战”。 

18. 正确答案 B 

【句意】普遍认为一个人学习外语时有一个关键阶段。 

【解析】词义辨析。impressive“印象深刻的”；critical“关键的”；opposite“相反的”

comprehensive“综合的”。 

19. 正确答案 B 

【句意】电脑运行非常快，以光速处理数据。 

【解析】考查非谓语动词。现在分词短语作伴随状语，根据题意答案是 B。 

20. 正确答案 D 

【句意】在双亲都工作的家庭，父亲对孩子语言的影响比母亲更大。 

【解析】词义辨析。affect“影响”；results“结果”；adoption“收养、领养”；impact“巨大

的影响”。 

 

III. 专业术语翻译 

1. production line  

2. the administrative departments  

3. personnel department  

4. reinforce bilateral ties  

5. scientific innovation  

6. business growth  

7. a safety helmet 

8. the working cloth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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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product brochures 

10. the annual output 

11. 中国的“十二五”规划 

12. 国际金融体制 

13. 动荡的国际局势 

14. 欧盟成员国 

15. 互惠互利 

16. 经受考验 

17. 战略合作 

18. 技术密集型产业 

19. 中欧青年交流年 

20. 设计部门 

 

IV. 将下列段落译成汉语 

    筹建组具体负责审查工程设计，签订工程施工承包合同，组织生产设备、材料等物资

的采购和验收，制定工程施工总进度，编制财务计划和预算，支付工程款项，做好工程施

工过程中文件、图纸、档案、资料的整理和保管等工作。 

 

V. 将下列句子译成英语 

1. The old tend to look back upon their past, whereas the young tend to look forward to their 

future.  

2. Whether at home or abroad, education on children is always the top priority for a family.  

3. You’re supposed to make the best out of your time.  

4. His interests range from military weapons to gossips on stars.   

5. To strengthen bilateral ties is to facilitate mutual growth.  

扩展阅读资料 

1. 郐军. 国际商务英语［M］. 北京：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2011. 

2. 黄强. 国际工程贸易英语［M］. 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0. 

3. 严明. 商务沟通实战教程［M］. 北京：科学出版社，2010. 

4. 浩瀚\严翔. 商贸英语实战实例［M］. 北京：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出版社，2009. 

5. 朱文忠. 实用商务谈判英语［M］. 北京：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2007. 

6. 胡庚申\王春晖\申云桢. 国际商务合同起草与翻译.［M］. 北京：外文出版社，2003. 

7. Song Zhe. Moving forward together. China Forum, China Daily, March 21, 2011. P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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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http://dictionary.cambridge.org/ 

9. http://www.merriam-webster.com/ 

10. http://dict.cn/ 

11. http://www.thefreedictionary.com/ 

12. http://www.wikipedia.org/ 

13. http://baike.baidu.com/ 

14. http://www.zhouyi123.cn/gongsiqiming/2010-11-16/160.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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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Unit 13 
 第十三单元 

 

 

 

Minutes 
会 议 纪 要 

 

 

Part I  总 体 设 计 

计划课时  8 课时/单元 

授课类型  口语课&阅读课  

授课内容  对话&课文 

课时分配  导言&口语对话 2 课时 

          综合阅读课文 4 课时 

          课后练习 2 课时 

教学目的  1. 掌握课文中重点词汇和语句，围绕主题展开口语活动 

          2. 了解并记忆相关的交际用语，提高语言实际应用能力 

教学重点  1. 熟悉并理解本单元主题 

          2. 掌握课文中出现的语言点和语法现象 

          3. 掌握文章内容及各部分段落大意的概括 

          4. 掌握涉外工程活动中的常用英语表达方式 

          5. 通过与本单元主题相关的听、说、读、写、译活动，提高英语综合能力 

教学方法  1. 课前学生预习+课上教师讲解+课后学生复习 

          2. 大限度利用网络教学资源，展开以学生参与为主的课堂教学活动，并通

过督促检查等手段使学生课外继续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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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 II  导 言 介 绍 

会议纪要是由专门工作人员对会议的组织情况和具体内容如实所做的正式书面记录。

它反映的是会议的主要议程、内容和结果，可为日后分析、研究、处理有关问题提供重要

的参考资料。会议纪要在商务谈判时可作为下一步签订合同的主要依据，也可作为意向书。

会议纪要经双方签订后，对双方都有一定的约束力，但不如合同那样具有法律效力，会议

纪要对于任何公司或企业来说都是至关重要的。 

Part III  对话和课文讲解 

对话讲解 

1. Andrew & Michael Co., Ltd.安德鲁&迈克尔有限公司。 

 Co. 为 company 的缩写形式，Ltd. 为 limited 的缩写形式，Co., Ltd. 表示有限责任公司，

注意中间必须以逗号隔开。英文解释为：A limited company is a company in which the 

liability of the members or subscribers of the company is limited to what they have invested 

or guaranteed to the company. 即：股东以其所认缴的出资额对公司承担有限责任的经济

组织。西方常用创始人名字命名公司，例如：Mercedes-Benz（梅塞德斯·奔驰），Ferrari

（法拉利），Ford（福特），SIEMENS（西门子），Wal-Mart（沃尔玛），Simmons（席梦

思），Johnson & Johnson（强生），Cadbury（吉百利），Hewlett Packard（惠普），BOEING

（波音），Disney（迪士尼）。 

2. minutes n. (pl.) 会议纪要 

 Jenny will take the minutes.  

 珍妮来做纪要。 

 The minutes of the last meeting were approved.  

 上次会议纪要已获得通过。 

3. take place: happen 发生 

 The story took place in the 18th century.  

 故事发生在十八世纪。 

 The meeting will take place soon.  

 会议即将举行。 

4. item n. 项目，条款；一件，一则 

 Let us go on to the next item on the agend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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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我们继续讨论议程上的下一项。 

 The item of the contract still stands now.  

 该项合同条款现在依然有效。 

 Are there any interesting news items in the paper this morning?  

 今天早晨报上有什么有趣的新闻吗？ 

5. unfortunate adj. 不幸的，令人遗憾的 

 fortunate adj. 幸运的 

 fortunately adv. 幸运地，幸亏 

 unfortunately adv. 不幸地，遗憾地 

 His indifference to future needs is unfortunate.  

 他对未来的需要漠不关心真令人遗憾。 

 This is unfortunate but this has happened.  

 这是令人遗憾的，但事情确实发生了。 

6. inevitable adj. 不可避免的，必然的 

 inevitably adv. 不可避免地 

 An argument was inevitable because they disliked each other so much.  

 争论是不可避免的，因为他们彼此非常厌恶。 

 But most agree that change is inevitable.  

 但她们多数人同意改变是不可避免的。 

7. In the past three years he has been here, he has greatly increased sales and done much to 

improve profits as much as 20%.  

 本句为并列句，has been，has increased 和（has）done 为平行结构。 

8. I think if he accedes to a director, his advice at the Board meeting would be invaluable for 

the whole company.  

 accede to 是固定短语，表示“同意；即位”。 

 Queen Victoria acceded to the throne in 1837.  

 维多利亚女王于 1837 年即位。 

 We acceded to his request.  

 我们同意他的请求。 

 invaluable 由 value 派生而来，表示“无价的，非常珍贵的”，特别注意，它与 valuable

并不是反义词，valuable 表示“贵重的，宝贵的”。 

 本句为复合句，主谓结构为 I think，后面的部分是 think 的宾语从句，该从句为 if 引导

的真实条件句，其主语是 his advice at the Board meeting。 

9. There must be many companies who’d be prepared to offer him the same position.  

 本句为 there be 句型，情态动词 must 强调可能性大。 

 who’d 即 who would。 

 be prepared to do sth. 表示“准备做某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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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John would be a useful counter to Henry.  

 counter 在这儿表示“an act, effect, or force that opposes another”。 

11. ditto n. 同上 

 Ditto goes for your teachers, listen to your parents, too.  

 就像你们听老师的话一样，去听父母的话。 

 Ditto for your discourse on football.  

 关于足球的话题，同上。 

 I shall act ditto.  

 我将同样办理。 

课文讲解 

1. Oct. 12, 2009：2009 年 10 月 12 日。此处使用美式英语。日期在英式英语和美式英语中

的差异对比见下表。 
 

Comparison 
(take 2000-4-21 as an example) 

American English British English 

Numerical Form 
MM/DD/YYYY 
4/21/00 

DD/MM/YYYY 
21/4/00 or 21.4.00 

Word Form April 21 
predominant：21st April  
sometimes：April 21st  

Speech 
April 21st  
Except ： the Fourth of July 
(Independence Day) 

the 21th of April 

 
2. … was being held …：这里使用了过去进行时的被动语态。 

 过去进行时表示在过去某一时刻或某一段时间内进行或发生的动作。其形式为

was/were + V-ing。过去进行时常与表示过去的时间状语连用，如 last night或when, while, 

as 引导的时间状语。 

 He told me last night that he was going soon. 他昨晚告诉我他很快就要走了。 

 What were you doing before you came here? 你来这里之前做什么工作？ 

 When the teacher came in, we were talking. 老师进来的时候我们正在聊天。 

 语态表示主语和谓语的关系，分为主动语态和被动语态。如果主语是动作的执行者，

即动作是由主语完成的，要用主动语态；如果主语是动作的承受者，即动作不是由

主语而是由其他人完成的，则用被动语态。被动语态的一般形式为 be + p.p.。不同

时态下，be 动词发生相应变化。过去进行时的被动语态构成为 was/were + being + 

p.p.。 

 The company’s assets were being sold. 公司的财产正在出让。 

 The operation was being conducted in secrecy. 这一行动正在秘密进行。 

 He felt that he was being pressurized to resign. 他感到有压力逼他辞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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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sound n. 声音，曲调，感觉； 

 I caught a curious sound in the neighboring room.  

  我听到隔壁房间里有奇怪的响声。 

 The Sound of Music《音乐之声》（一部 1965 年的美国电影，改编自同名音乐剧。该片

在奥斯卡金像奖中获得 10 项提名， 后赢得包含 佳影片、 佳导演在内的 5 项大奖。) 

 They had a wonderful time by the sound of it. 听起来他们好像过得很愉快。 

 v. 听起来，发出声音 

 You sound a little down in dumps.  

 你听起来好象情绪有点低落。 

 Together we had done our best to sound the alarm.  

 我们曾一同竭尽全力发出过警报。 

 adj. 合理的，可靠的，健康的，完好的 

 His argument is basically sound.  

 他的论点基本上是合理的。 

 They have got home safe and sound.  

 他们已平安到家。 

 adv. 酣畅地 

 He slept sound in his mother’s cradle song.  

 他在母亲唱的摇篮曲中酣然入睡。 

4. definite adj. 明确的，一定的，有把握的 

 define v. 规定，限定，定义，解释 

 definitely adv. 肯定地，当然地，明确地 

 Is it definite that they will sign that contract?  

 他们肯定会签署这份合同吗？ 

 I can’t say anything definite yet.  

 我还不能肯定地说什么。 

 The workers demand a definite answer.  

 工人们要求一个明确的答复。 

5. achieve success/goal 成功/实现目标 

 I’ve achieved only half of what I’d hoped to do.  

 我希望做到的，我仅完成了一半。 

 Work hard, and you will achieve your goal.  

 好好干，你就会达到自己的目标。 

 His laziness makes it impossible for him to achieve success.  

 他的懒惰使他不可能成功。 

6. identity n. 一致，身份，特征；identify vt. 鉴定，识别，认明 

 The police asked him to show his identity card.  

 警察让他出示身份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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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e countries have kept their own distinct political and cultural identities.  

 这些国家保持了自己独特的政治和文化特征。 

 The markings are so blurred that it is difficult to identify.  

 标记模糊不清，难以识别。 

 Never identify wealth with happiness.  

 千万不要把财富和幸福等同起来。 

7. joint venture 联营体 

 A joint venture may in its business operation obtain fund from foreign bank directly.  

 联营体在其经营活动中，可以直接向外国银行筹措资金。 

 The source of our outside financing is joint venture, compensation trade and bank loan, etc. 

我们向外筹措资金的渠道主要有联营体、补偿贸易和银行贷款等。 

8. be made known to 

 make known 表示“发表，公布”，后面通常接 to。 

 Having temporarily lost the power of speech, he had to make known his wants by gestures 

and signs.  

 由于暂时丧失了语言能力，他只得打手势来表明他需要什么。 

 As a result of these exposures (i.e. facts being made known to the public) several ministers 

resigned from the government.  

 这些问题揭发后，有几个大臣辞职了。 

9. relative to 关于，相对于 

 The teacher asked me some questions relative to my paper.  

 老师问了我一些和我的论文有关的问题。 

 We discussed the facts relative to the problem.  

 我们讨论了与这问题有关的事实。 

10. guarantee：vt. 保证，担保；n. 保证，保证书，担保，担保人，抵押品 

 I guarantee that this will not happen again.  

 我保证此类事情不会再发生。 

 We guarantee the fastness of these dyes.  

 我们担保这些染料不褪色。 

 A diploma is no guarantee of efficiency.  

 持有文凭不保证工作效率一定高。 

 This radio has a two-year guarantee.  

 这台收音机保修两年。 

11. be well trained 

 well 常用来修饰过去分词形式的形容词。 

 The last fair was well organized. 上次交易会（展览会）组织得很好。 

 The work is well done in a way. 这工作就算做得不错。 

 从构词法的角度看，well-+ p.p. = adj. 见下表。  



13          Minutes 

159 

well-armed 装备精良的 

well-built 体格健美的，建造精良的 

well-behaved 行为端正的 

well-defined 明确的，清晰可辨的 

well-developed 发育良好的 

well-educated 受过良好教育的 

well-established 非常确实的 

well-grounded 基础牢固的，有充分根据的 

well-informed 消息灵通的，熟悉的 

well-intentioned 出于善意的 

well-known 众所周知的 

well-mannered 有礼貌的 

well-paid 报酬优厚的 

well-qualified 有资格的 

well-recognized 公认的 

well-shaped 外形精美的 

well-timed 正合时宜的 

well-written 写得好的 

 
12. in the course of 在……期间，在……过程中 

 My heart beat thick in the course of the interview.  

 在面试过程中我的心跳得厉害。 

 In the course of study they brought up many questions.  

 在学习过程中他们提出很多问题。 

13. lodging n. 寄宿处，借宿 

 When we arrived, we lost no time in seeking a lodging for the night.  

 我们一到就立刻寻找晚上住的地方。 

 He pays $40 a week for board and lodging. 

 他每周支付膳宿费 40 美元。 

14. stay n. 停留，逗留 

 He went straight to New York without a stay in Hong Kong.  

 他直接去了纽约，没在香港停留。 

 He made few friends during his stay in the village.  

 他在这个村子逗留的期间，没有交上几个朋友。 

15. comply with 服从，遵守 

 We comply with all fire safety rules.  

 我们遵守有关消防安全的全部条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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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e it our duty to comply with his request?  

 我们有义务满足他的要求吗？ 

16. provision n. 规定，条款 

 The present law makes no provision for this.  

 现行的法律对此未作任何规定。 

 Both sides should act according to the provisions of the agreement.  

 双方都应按协议条款办事。 

17. representative n. 代表，众议员，典型；adj. 代表的，典型的，代表制的 

 Mary is a workers’ representative on the Board.  

 玛丽是理事会的工人代表。 

 The tiger is a representative of the cat family.  

 老虎是猫科动物的典型。 

 Are your opinions representative of the other students?  

 你的意见代表其他学生的意见么？ 

 Beijing is a representative Chinese city.  

 北京是一个典型的中国城市。 

 represent vt. 表现，表示，描绘，代表，象征，说明，阐明 

 Monsters in dreams often represent fears.  

 怪物在梦里经常表现为恐惧。 

 representation n. 陈述，表现 

  His representation influenced them to investigate. 

 他的陈述促使他们去调查。 

 This painting is a representation of a storm at sea.  

 这幅画表现的是海上风暴。 

19. head office 总部，总公司 

 Further information can be obtained from our head office.  

 详细的资料可从我们的总部得到。 

 Our head office can put you in touch with a branch in your area.  

 我们总公司可安排您与当地分公司取得联系。 

20. in the chair adj. 担任主席 

 Who is in the chair today?  

 今天谁当主席？ 

 Director Liu, in the chair, opened the meeting.  

 刘厂长主持会议，宣布开会。 

21. scene n. 情景，场，景 

 scenic adj. 风景的 

 The first scene of the play is the king’s palace.  

 剧中的第一个场景是王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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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is arrival set the scene for another argument.  

 他一来就要另有一场争论了。 

 The city is famed for its scenic spots. 该市以风景优美著称。 

 This lake has been a scenic spot for a long time. 这个湖泊久已成为一个风景区。 

22. cause n. 原因，理由，事业；vt. 引起，使发生 

 Police are investigating the causes of the explosion.  

 警方正在调查爆炸的原因。 

 World peace is a cause we should all work for.  

 争取世界和平是一项我们都应该为之而努力的事业。 

 Smoking can cause lung cancer.  

 吸烟可致肺癌。 

 She is always causing trouble for people.  

 她总是给人添麻烦。 

23. Discussion took place about possible causes of the incident, and it was generally agreed that 

the most probable cause was vandalism.  

 was agreed 为被动语态。一般说来，当强调动作承受者，不必说出执行者或执行者含

糊不清时，多用被动语态。本句表示“All who joined the discussion agreed that …”，但

本句的重点不在于谁同意，而在于同意什么，因此被动语态更适合此处文章的表意需

要。 

24. turn to 求助于，转向 

 I had to turn to the dictionary for help. 我只得求助于字典了。 

 The pop singer turned to figure in soap operas. 那位流行歌星转向屏幕，在肥皂剧中扮演

角色。 

25. following adj. 接着的，下列的；n. 追随者，下列各项；prep. 在……以后 

 Please choose from the following three selections.  

 请从下列的三个选择中选择。 

 The following is of the greatest importance.  

 下面一点 为重要。 

 Following this session, we shall formulate a series of laws.  

 这次会议以后，要接着制定一系列的法律。 

26. He also suggested that flame retardant paint should be applied to reduce the risk of another 

such incident, and offered to undertake this work if required.  

 suggest 在表示建议时从句要求用虚拟语气。 

 apply to 一般表示“适用于，应用于”，to 为介词，后边接名词。而这里的 apply 和

to 并不是词组，to 引导不定式短语“to reduce the risk”，表示建议使用防火油漆的

目的。 

 offer to 此处表示“主动提出做某事，自告奋勇做某事”，与 suggested 并列。 

 He offered to carry the packag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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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自告奋勇拿包裹。 

27. Mr. Clark concluded the meeting with a summary of the decisions reached at 3:30pm. 

conclude v. 推断出，结束，总结 

 The concert concluded with the National Anthem.  

 音乐会以演奏国歌结束。 

 From his appearance we may safely conclude that he is a chain smoker.  

 从他的外表，我们有把握断定他烟抽得很凶。 

 The meeting will conclude tomorrow morning.  

 会议将在明天早上结束。 

 To conclude, I wish the Summit a complete success! 

 后，祝大会取得圆满成功！ 

 reached at 3:30pm 为 a summary of the decisions 的后置定语。 

Part IV  对话和课文翻译 

对话翻译 

（下列对话发生在 5 月 5 日安德鲁&迈克尔有限公司的董事会上，秘书帕克要写出会议

纪要。） 

迈克： 下一项议程是什么，大卫？ 

大卫： 有关亨利先生参加董事会的问题。 

迈克： 很不幸，我担心亨利现在持有这么多股份，他当选是不可避免的……帕克夫人，请

不要把这个写进会议纪要。 

珍妮： 我提议应该请我们的销售经理约翰·马丁加入董事会。在过去三年他一直在这里工作，

他大量增加销售，使利润增长 20%。我想如果他担任领导，在董事会上他的建议对

全公司来说将是极为有用的。 

迈克： 也许下一年，我认为…… 

珍妮： 当心点儿，迈克。你不想失去他。肯定有好多公司想挖走他，给他提供同样的职位。

我们不能让约翰这样的人才流失。 

迈克： 你是怎么想的，帕克夫人？ 

帕克： 也许是个好主意，但是…… 

大卫： 我认为万一老亨利试图按照他自己的方式行事，约翰就能够增强我们的地位。 

迈克： 很好。董事会的人要彻底更换，这可能是 佳时刻……是的……我同意。约翰将是

对亨利有力的制衡。如果每个人都同意…… 

珍妮： 同意。 

大卫： 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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帕克： 同意。 

迈克： 帕克夫人，就这两个提议请你写出会议纪要，好吗？ 

课文翻译 

技术转让会谈纪要（正式） 

2009 年 10 月 12 日，上海 ABC 公司，注册地址在中国上海浦东××（甲方）与

美国百老汇 XYZ 公司，注册地址在美国纽约××（乙方），就技术转让一事在上海樱

花度假村通过充分明确的洽谈，取得圆满成功。双方会谈就以下几个问题达成一致意

见： 

1. 在双方联营期间，为技术所有方的乙方必须把所掌握的技术毫无保留地向甲方公

开，并将与该转让技术有关的新技术或改进工艺相关的资料交予甲方技术人员。 

2. 由乙方派给甲方作为安装设备以及培训甲方技术人员的工程师应为顶级专家。 

3. 乙方确保在培训期间被培训人受到良好的训练，能够操控设备、进行正常生产、

修理生产期间的任何机器故障问题。 

4. 受乙方派遣进行机器安装和培训甲方技术工人的工程师在上海工作期间的工资和

食宿费用在技术转让费用中支付。在甲方机器操作未正常化、甲方工作人员未能胜任工作

前，乙方专家不得撤离。 

5. 双方所有活动必须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相关法律法规法令。 

代表人：中国上海 ABC 公司（签字） 

代表人：美国纽约 XYZ 公司（签字） 

 

欧斯曼实业公司代表会议纪要（非正式） 

会议地点：总公司 25 号房间 

会议时间：下午两点至下午三点半 

会议出席：爱丽丝.布朗  詹姆·克拉克  哈利·冯  彼得·古 

    下午两点，会议由詹姆·克拉克主持开始。 

本次会议重点讨论近期城市中发生的沙夫茨伯里建筑第 24 号冷却塔失火事件。 

冯先生叙述了这次事故的背景，并出示了沙夫茨伯里建筑事发现场照片。 

会议讨论主要围绕着可能引起事故发生的原因。与会者普遍认为引起事故发生的 大

可能性是人为的蓄意破坏。克拉克先生主张采取更严格的安全防护措施，来减少该类事件

的发生，并提议安装闭路电视。 

会议安排补救工作。古先生同意在下个周五实施这项工作，并建议使用防火油漆，以

降低该类事件再次发生的可能性。古先生提出如有需要愿意承担此项工作。 

下午三点三十分，克拉克先生就会议所作出的决定进行了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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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 V  练习答案与讲解 

I. 回答下列问题 

1. Because he owns many shares of the company.  

2. He has greatly increased sales and done much to improve profits.  

3. She worries that the talented salesperson would go to other company for a more promising 

future.  

4. He thinks it’s the right moment to adopt John to the Board.  

5. Party B sends engineers to train Party A’s technicians and makes known to Party A his 

techniques without reserves.   

6. Be competent for their jobs capable of controlling and operating the equipment, carrying out 

normal production, fixing and breakdowns in the course of products. 

7. Party A. (Or：All these expenses are included in the fee for technology transfer.)  

8. To adopt tougher security measures and introduce closed circuit television.  

9. He suggested that flame retardant paint be applied to reduce the risk of another such incident.  

10. He concluded the meeting with a summary of the decisions. 

 

II. 词汇和结构 

1. 正确答案 B  

【句意】这些图表 1921 年第一次出版，一直是研究人员必不可少的资料来源。 

【解析】词义辨析。identical“完全相同的”；indispensable“必不可少的”；intelligent“智

力的”；inevitable“不可避免的”。 

2. 正确答案 B 

【句意】文字处理器比打字机要好得多，因为它能使你很容易地录入文本并进行编辑。 

【解析】词义辨析。register“注册”；edit“编辑”；propose“提议、建议”；discharge“解

除、排放、放电”。 

3. 正确答案 C 

【句意】社会进步使中产阶级也能享受以前只有富人才买得起的东西。 

【解析】词义辨析。Manageable“可管理的”；acceptable“可接受的”；affordable“买得起

的”；measurable“可衡量的”。 

4. 正确答案 B 

【句意】很遗憾地告诉你，由于明天的会议我们宾馆所有的房间都预订了。 

【解析】固定搭配，不定式短语作宾语，故答案是 B。 

5. 正确答案 A 

【句意】别让孩子玩剪刀以免她剪伤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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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析】短语辨析。in case“以免，万一”；so that “结果”，引导结果状语；now that“既

然”；only if“只有……”。 

6. 正确答案 C 

【句意】他们正在考虑在价格上涨之前买这栋房子。 

【解析】固定搭配。consider doing sth.，根据题意故答案是 C。 

7. 正确答案 A 

【句意】为了更好地购物，建议顾客有不满意的地方直接向商店经理投诉。 

【解析】词义辨析。achieve 获得、得到；arrive“到达”；accomplish“取得成就”；agenda

“议事日程”。 

8. 正确答案 D 

【句意】警察正在努力调查事故中遇难人的身份。 

【解析】词义辨析。evidence“证据”：recognition“识别”：status“地位”；identity“身份”。 

9. 正确答案 C 

【句意】抵达 10 天之内，所有的外国人务必到当地公安机关登记。 

【解析】词义辨析。inquire“打听、咨询”；consult“咨询、请教”；register“登记、注

册”；profession“职业”。 

10. 正确答案 C 

【句意】从燃烧的大楼里救出那个人的一切努力都是徒劳的。 

【解析】词义辨析。Regain“复得”；recover“恢复”；rescue“解救、救出”；reserve“保

留、预订”。 

11. 正确答案 B 

【句意】行政大楼的一层有一个设施齐备的健身中心。 

【解析】词义辨析. Installed“安装”；equipped“装备”；provided“提供”；projected“投

射、设计”。根据题意答案是 B。 

12. 正确答案 A 

【句意】他没能履行在我们需要时帮助我们的诺言。 

【解析】短语动词辨析。carry out“实行、实现”；carry on“坚持、继续做”；carry off“轻

而易举地完成”；carry about 无此搭配。 

13. 正确答案 D 

【句意】这两本书里都不赞成核战争危险在升级的观点。 

【解析】词义辨析。None“没有”；Either“二者之一”；Both“两个都”；Neither“两个都

不”。根据句子中主谓一致的要求及题意， 

14. 正确答案 B 

【句意】警察正在研究该犯罪案件涉及到的所有人的记录。 

【解析】短语动词辨析。looking to“指望、仰仗”；looking into“调查、研究”；looking at 

“看、看待、对待”；looking upon“看作、视为”。 

15. 正确答案 D 

【句意】既然你熟悉作者的思想，请尽快阅读所有的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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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析】短语动词辨析。As long as“只要”；Ever since“自从”；So that“结果”；Now that

“既然”。 

16. 正确答案 D 

【句意】同时，随着农产品的价格上涨，农民的生活水平也得到很大提高。 

【解析】考查非谓语动词。现在分词用于独立主格结构作状语，根据题意故答案是 D。 

17. 正确答案 B 

【句意】尽管这本书写于古代，但当今它仍受读者喜爱。 

【解析】考查非谓语动词。过去分词表示被动，根据题意答案是 B。 

18. 正确答案 D 

【句意】不论任何地方、任何时间，对生活必需品供应是必须的。 

【解析】考查定语从句。当先行词是 all 时，其后的定语从句用 that 引导，故答案是 D。 

19. 正确答案 D 

【句意】他认为自己的生活已经成功了，就停止了努力工作。 

【解析】考查非谓语动词。非谓语动词短语作宾语，完成时表示已经发生，故答案是 D。 

20. 正确答案 C 

【句意】他不得不承认拿了东西没付钱。 

【解析】考查固定搭配。admit to doing sth.“承认做了坏事”，根据题意故答案是 C。 

 

III. 专业术语翻译 

1. chairperson 

2. roll call 

3. opening statement 

4. business arising 

5. conference report 

6. technology transfer  

7. conclude the meeting  

8. board and lodging  

9. security measure  

10. reach an identity  

11. 宣布开会 

12. 会议纪要 

13. 全体一致地 

14. 提议 

15. 防火油漆 

16. 休会 

17. 闭路电视 

18. 会议进程 

19. 会议议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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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相关法令 

 

IV. 把下列段落译成汉语 

    联营公司在筹备、建设期间，在董事会下设立筹建处。筹建处由 8 人组成，其中甲方

挑选 5 人，乙方挑选 3 人。筹建处主任由甲方推荐，副主任由乙方推荐。筹建处主任、副

主任由董事会任命。 

 

V. 把下列句子译成英语 

1. Having been previously circulated, the minutes of the last meeting were approved and signed 

by the chairman. 

2. The attendees suggested inviting experts from Canada to give a training course to all the 

employees of the company. 

3. Please speak on the subject in turn. 

4. It’s agreed that the next meeting will be held in the conference room at 10:00 am on 1st 

September, 2012. 

5. There being no further business, the chairperson closed the meeting. 

扩展阅读资料 

1. 郐军. 国际商务英语［M］. 北京：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2011. 

2. 严明. 商务沟通实战教程［M］. 北京：科学出版社，2010. 

3. 浩瀚\严翔. 商贸英语实战实例［M］. 北京：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出版社，2009. 

4. 胡庚申\王春晖\申云桢. 国际商务合同起草与翻译.［M］. 北京：外文出版社，2003. 

5. http://dictionary.cambridge.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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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Unit 14 
 第十四单元 

 

 

 

Invitation to Dinner 
宴    请 

 

 

Part I  总 体 设 计 

计划课时  8 课时/单元 

授课类型  口语课&阅读课  

授课内容  对话&课文 

课时分配  口语对话 2 课时 

          综合阅读课 4 课时 

          课后练习及单元测验 2 课时 

教学目的  1. 掌握课文中重点词汇和语句，围绕主题展开口语活动 

          2. 了解并记忆相关的交际用语，提高语言实际应用能力 

教学重点  1. 熟悉并理解课文的主题 

          2. 掌握课文中出现的语言点和语法现象 

          3. 对文章内容及各部分段落大意的概括 

          4. 涉外活动中的常用的英语表达方式 

          5. 通过与课文主题相关的一系列的听、说、读、写、译活动，提高学生的英

语综合能力。 

教学方法  1. 课前学生预习+课上教师讲解+课后学生复习+单元测验 

          2. 大限度利用网络教学资源，展开以学生参与为主的课堂教学活动，并通

过督促检查等手段使学生课外继续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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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 II  导 言 介 绍 

承包商宴请属于商务宴请的范畴，通常是合作伙伴为洽谈会、签合约、庆祝某项合作

等而举办的宴会。商务宴请是企业在公务交往中与宾客沟通感情的重要手段，接待与宴请

是否规范、到位，会给来访的宾客留下深刻的印象。掌握专业、准确、到位的接待与宴请

技巧，达成融洽宾客关系，能塑造企业的良好形象。要使宴请成功圆满，事先必须做好充

分准备，涉外宴请必须按国际惯例做。 

Part III  对话和课文讲解 

对话讲解 

1. hold a dinner 举行晚宴 

 They hold a dinner party, but it result in disarray. 

 他们举行宴会时造成混乱。 

 We are going to hold a dinner party for her birthday. 

 我们准备为她的生日举行晚宴。 

2. honor n. 荣誉；信任；头衔；vt. 给予荣誉 

 He was showered with honors—among them an Oscar.  

 他获得了很多荣誉—其中包括奥斯卡奖。 

 They honored me with a seat at the head of the table.  

 他们让我坐在桌子的上首，以示对我的尊敬。 

3. typical adj 典型的 

 The question is small but typical. 

 问题虽小，但很典型。 

 She threw her hands into the air. “That is just typical of you, isn’t it?” 

 她往空中挥挥双手说，“你一贯就是这个样子，是不是？” 

4. convenient adj.方便的 

 I live just by the market, and it’s very convenient to go shopping. 

 我家就住在商场旁边，买东西很方便。 

 It’s not convenient to talk here. This isn’t the right place to talk. 

 这里谈话不方便。 

 convenient for … 便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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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s Friday convenient for you? 

 您周五方便吗？ 

 Will it be convenient for you to start work tomorrow?  

 你明天开始工作方便吗？ 

5. be delighted to 高兴做…… 

 They’ll be delighted to see you. 看到你，她们会很高兴。 

 We will be delighted to welcome you at our stand with all you questions about water and 

water treatment.  

 欢迎您到时来到我们的摊位前咨询水及水处理。 

6. pick sb. up 中途搭乘；结识 

 We will send the car to pick you up at half past two in the afternoon. 

  “接某人”其它英文表达： 

 I am going to fetch someone to somewhere. 

 I will go to the train station to meet my aunt. 

7. at your disposal 任意使用；由你自由支配； 

 A huge supply of books is at your disposal in the library. 

 图书馆里有大量的图书任你学习使用。 

 Well, the place is at your disposal, anyway. 

 哦，反正这个房间任凭你使用。 

 And my time is entirely at your disposal. 

 至于我的时间嘛，完全可以由你支配。 

8. propose a toast 敬酒、举杯 

 Now, I propose a toast for the New Year. Cheers! 

 现在我提议大家举杯，干杯! 

 The president will make a speech and propose a toast first, and then the dinner will start. 校

长先要致祝酒辞并向大家敬酒，然后晚宴就开始了。 

课文讲解 

1. Musical chairs：Musical chairs is a game that children play at parties. They run round a row 

of chairs while music plays and try to sit down on one when the music stops. It also refers 

a kind of rearrangement that has no practical effect or significance. 随乐声抢椅子的游戏

（游戏者随乐声围着椅子绕圈走，乐声停止时未抢到椅子者被淘汰）。这个短语有时

也用于比喻，（像抢椅子游戏似的）指没有实际效果的人员频繁的更换，频繁调换职

位等。 

 Shareholders don’t want the company playing musical chairs with their investment.  

 股东们不希望公司没有目的地调整投资。 

 The company is looking for stability after years of musical chairs with directors. 

 那家公司在几年走马灯似的调整主管后希望稳定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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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Ladies Room在美国，公共场所的厕所一般都称 the Gents/the Ladies; public conveniences; 

rest room/bath room，或分别叫做 men’s room 或 ladies’ room (=powder room). 在飞机上，

则为 lavatory，至于 WC，这个说法很陈旧，现代英语中几乎不使用。 

3. etiquette n. 礼节，礼仪；规矩 

 The rules of etiquette are not so strict nowadays. 

 如今的礼仪规则已不那么严格了。 

 Etiquette was considered very important in Victorian England. 

 英国在维多利亚时代非常注重礼仪。 

 He understands well about diplomatic etiquette.  

 他熟知外交礼仪。 

4. …play an important part：……起着重要作用 

 Fathers play an important part in family life.  

 父亲在家庭中起着重要作用。 

 Music is still an important part of my life, but I really have no desire to actually play it. 音乐

依然在我生命中占有很重要的部分，但我真不愿意表演。 

5. impression n.印象；效果，影响； 

 What were your first impressions of college? 

 你对大学的第一印象是什么？ 

 I carried with me for years a vague impression that he was a cold-hearted man. 

 多年来我有一个模糊的印象，认为他是一个寡情的人。 

6. project v. communicate vividly 表达，（以某种方式）呈现 

 Bradley projects a natural warmth and sincerity. 

 布拉德利表现出一种自然的热情和真诚。 

 He just hasn’t been able to project himself as the strong leader. 

 他只是还没能把自己表现得是个强有力的领导。 

7. status n. the relative position or standing of things or especially persons in a society 地位；

身份 

 current status 目前状况 

 social status 社会地位 

 legal status 法律地位 

 marital status 婚姻状况 

8. visible adj.capable of being seen 看得见的 

 The warning lights were clearly visible. 

 警示灯清晰可见。 

 The tower was visible from afar. 

 从远处就能望到那座塔。 

9. perceive vt.to become aware of through the senses; become conscious of 察觉，感觉；理解； 

 We can perceive his sorrow by looks on his fa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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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从他的表情中觉察出悲伤。 

 He has now perceived his error. 

 他现在认识到了自己的错误。 

10. unaccustomed adj.not habituated to; unfamiliar with 不习惯的；奇怪的 

 The most unaccustomed thing I have ever met when traveling abroad was that you have to 

pay tips everywhere, especially in America. 

 在外国旅行，特别是美国， 不习惯的就是处处要付小费。 

 He is still unaccustomed to a life of stress. 

 他仍然无法适应充满压力的生活。 

 accustomed adj. 习惯的 

 become/get/be accustomed to 习惯于；对……变得习以为常 

 You will soon get accustomed to the climate here. 你很快就会适应这里的气候。 

11. school v. 训练，培养；控制 

 They schools that horse well. 

 他们把那匹马训练的得心应手。 

 He schooled the situation completely. 

 他完全控制住了局面 

12. commencement n.开始；毕业典礼 

 All applicants should be at least 16 years of age at the commencement of this course. 所有

申请人在本课程开始时应至少年满 16 岁。 

 I am absolutely delighted and honored to be here with all of you for this commencement. 

我很高兴，非常荣幸能在这里和大家一起参加这个毕业典礼。 

13. escort n./v. the act of accompanying someone or something in order to protect them 

 He arrived with a police escort shortly before half past nine. 

 快到 9 点半时，他由警察护送到达了。 

 Will you escort this young lady to the dancing party tonight? 

 你今晚愿意陪这位小姐去参加舞会吗? 

 You should escort her home. 

 你应该陪她回家。 

14. overcoat n.外衣 

 前 over-：在……上方；上级；额外，外加；超过，过多 

 overhead 在头顶上，在上空；overtired 太疲倦的；overheated 加热过度的；overcrowd

过于拥挤的；overdraw 透支；overdue 过期的 

15. foyer n.a large entrance or reception room or area 门厅，休息室；大厅 

 I went and waited in the foyer. 

 我去了，在门厅里等着。 

16. along with 连同……一起；与……一起 

 Can you go along with 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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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能与我同行吗？ 

 I’ll go along with you. 

 我将随同你一起去。 

17. prior to 在……之前；居先 

 The survey was conducted prior to the devastating earthquake and tsunami in Japan. 这项

调查是在日本发生毁灭性地震和海啸之前进行的。 

 It happened prior to my arrival. 这发生在我到达之前。 

18. be expected to 有望做某事；被期待做某事 

 But here everyone should at least understand that you can’t be expected to be too chatty. 

 可是在这种情况下，每一个人至少都明白，不能期望你有太多话可说。 

 The new boss will be expected to set an example. 

 新老板是人们期望的榜样 

 How could they be expected to cook and clean without water or electricity? 

 没有水电，怎么能指望她们做饭洗衣呢？ 

19. fold vt. bend or lay so that one part covers the other 折叠 

 He folded the paper carefully.  

 She folded her arm over her chest. 她把双臂交叠在胸前 

20. retrieve vt.恢复，重新得到 

 She tried hard to retrieve her luxurious life. 

 她极力设法恢复她的奢华生活。 

 He retrieved the important letter from the waste paper basket. 

 他从废纸篓里找回了那封重要的信。 

21. fiancé（法）未婚夫；fiancée (法) 未婚妻 

22. palm n.手掌 

 thumb 拇指    forefinger 食指 

 middle finger 中指      ring/third finger 无名指 

 little finger  小拇指       nail 指甲 

 fist 拳头                 wrist 手腕 

23. crook vt.使弯曲；骗子， 

 He carried the package in the crook of his arm. 

 他臂弯里挎着一个包裹。 

 He crooked his finger：“Come forward,” he said. 

 他弯了弯手指，说：“过来。” 

 You wouldn’t crook a friend, would you? 

 你不会欺骗朋友，是吧？ 

24. look into the eyes 直视眼睛；坦然的正视某人 

 Look into the eyes of the audience, then speak. 

 看着观众的目光，然后开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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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hen I look into the eyes of my son, I see miracles and I see beauty. 

 当我看着儿子眼睛的时候，我看到了奇迹，看到了美。 

25. embarrass vt. 使局促不安；使困窘 

 I embarrass myself nearly every day! 

 我几乎每天都碰到尴尬事。 

 Don’t embarrass them, especially in public. 

 不要让他们感到难堪，尤其是公共场合。 

26. await vt. look forward to the probable occurrence of 等待，等候；期待 

 We await your command. 我们等待你的口令。 

 She is still awaiting an answer. 她仍等待着回答。 

 I am anxiously awaiting your reply. 我急切地等待着你的答复。 

27. blatant adj. 公然的， 

 They are a blatant violation of international law. 

 他们公然违背国际法。 

28. without doing sth.没有做任何事，without 是介词，后面加-ing 

 He sat there for a long time without doing anything. 

 他长时间坐在哪儿，什么也没做。 

 I let the day slip away without doing anything at all.  

 那一天我什么事情也没做，就让日子白白溜过去了。 

29. luncheon n. a midday meal 午宴；正式的午餐会 

 I’m sorry, but I have to cancel our luncheon appointment. 

 真抱歉，不过我不得不取消我们午餐的约会。 

30. course n. part of a meal served at one time 一道菜 

 The lunch was excellent, especially the first course. 

 午餐非常好吃，尤其是第一道菜。 

31. call for 要求；邀请 

 He sat down and called for some beer. 他坐下来要了一些啤酒。 

 This good news calls for a celebration. 这个好消息值得庆祝一番。 

32. call upon 号召；要求；拜访 

 I will return and you can call upon me at any time. 

 我会回来并且你可以在任何时候召唤我。 

33. next to 在……近旁；仅次于；紧邻 

 The two factories are next to each other. 那两家工厂紧挨着。 

 The house is located next to the river. 房屋位于河附近。 

34. torso (pl – s) n. 躯干 

35. maneuver n. 行为；机动；策略： 

 I did get her attention with this maneuver. 这个策略确实引起了她的注意。 

36. ball n. a large formal social event at which people dance.（正式的）舞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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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y Mama and Daddy used to have a grand Christmas ball every year. 

 我妈妈和爸爸以前每年都要办一场盛大的圣诞节舞会。 

 ball gown：舞会礼服 

37. initially adv.at the beginning 初，首先；开头 

 The aim of this initial meeting is to clarify the issues.  

 本次初步会议的目标是澄清这些问题。 

38. lose one’s balance 失去平衡；心慌意乱 

 He loses his balance and falls to the ground. 他失去平衡，摔倒在地。 

 He was surrounded by too many dangers that he lost his balance. 

 他感到自己处于危难之中，因此心慌意乱。 

 steady one’s balance：稳住平衡 

39. deposit vt.存放；使沉积；沉淀物；存款；保证金 

 She deposited a pile of books on my desk. 

 她把一摞书放在我的书桌上。 

 He deposits a sum of money in the bank each month. 

 他每月在银行存一笔钱。 

40. derriere n. 臀部；后面 

 Pockets on the back of pants should be larger. Small pockets will make your derriere look 

larger. 

 裤子的后裤兜应该大一点，小口袋会让你的臀部显大。 

Part IV  对话和课文翻译 

对话翻译 

（由于业务合作，中方承包商代表王楠宴请大卫夫妇。） 

王楠：你好，大卫。我是王楠。 

大卫：你好，王楠。 

王楠：您今天晚上有什么安排吗？ 

大卫：暂时还没有。 

王楠：我们想为你设宴。 

大卫：你们真是太好了。 

王楠：晚上 6:30 在王府饭店吃地道的中国菜怎么样？您方便吗？ 

大卫：当然，我很高兴前往。 

王楠：请您的夫人也一同前往。 

大卫：谢谢！我想她会很高兴和我一起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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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楠：那么我晚上 6:00 到酒店来接您。 

大卫：非常感谢！期待着今晚能见到你们。 

王楠：再见。 

（点菜） 

王楠：大卫先生，经过这么长时间的旅途，你一定饿了吧？ 

大卫：哦，是的，你呢？ 

王楠：我也是。大卫先生，你想喝点什么？ 

大卫：我想喝杯啤酒。 

王楠：百威啤酒怎么样？ 

大卫：好的。 

王楠：你喜欢吃什么菜？ 

大卫：我对中餐不是很熟悉，所以听从你的安排。 

王楠：好吧，我来点菜。 

（祝酒） 

王楠：我提议为我们的客人干杯，大卫先生和夫人，祝你们身体健康！ 

大卫：非常感谢，也祝你们身体健康！干杯！ 

王楠：干杯！ 

大卫：我也来祝酒，祝我们合作成功！干杯！ 

王楠：干杯！不要客气，请吃菜。 

课文翻译 

出席商务宴会 

商务用餐礼仪非常重要，它能给人留下一个良好的印象；在现今的国际商务领域，它

的重要性在于如果不是通过你的社会地位和教育背景，而是通过你在正式或商务用餐时明

显的一举一动展示你的学识和阅历。你在餐桌旁吃饭时的表现是别人评价你必不可少的参

考，甚至能影响到你在商界的事业发展。 

那些不适应出席正式和商务宴会，或没有接受过礼仪培训训练的人会在他们出场时，

甚至在活动正式开始前就犯 低级的错误。 

如果有同伴陪你参加正式的活动，而且需要脱去外衣、帽子、大衣或雨衣，就应该遵

循一套公认的程序。 

如果有一个衣帽间服务员或侍从，恰当的方法是男士首先递出帽子给侍从（在他步入

大厅前就应该摘下），接着递出手套和雨伞（卷起来并扣住），如果他带了雨伞的话。 

男士应该帮助与他同往的女士脱下外套并递给服务员，然后再脱掉自己的外套。服务

员或侍从并不会主动帮助你，她或他仅仅从你那儿取走衣物并予以保管，你应叠好后再递

出，以便服务员拿取更方便。通常情况下他们会给一张票证，男士应该拿着，以便在宴会

结束后取回衣物。男士还有责任在宴会结束后取回衣物并帮女士穿上，之后再穿上自己的

外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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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士应轻轻地点头向主人致意。紧接着向主人或贵宾介绍女伴，通常使用这样的语言

如：“大使先生，（或者先生、夫人或任何适合用于致意的称谓）我想介绍我的妻子（未婚

妻、女伴、女儿等等）”。在正式介绍一位女性时千万不要用“女朋友”这样的称呼。在被

问候时，女士应该伸出手，手掌朝下，手指稍稍弯曲，正视男主人的眼睛（实际上看着在

他眼睛上方额头某一处才不会很尴尬）。当女士问候女主人时应垂下眼睛。 

在一个正式的招待会上不要主动与主人谈话或问问题，如果被问到问题，应尽量简短

回答，继续礼貌地向前走，为的是在你后面的人能受到问候。在问候结束后，不要站在一

个正式的问候区域，这只会告诉别人你很少参加这类活动。 

在大多数正式的宴会上，通常会有一个等候室或等候区供客人们聚在一起等候午餐或

晚餐的通知或入座。 明显的坏习惯就是在这段时间离开同伴。大多数客人通常在这段时

间里去洗手间，如果是这样的话，男士应该去女洗手间外等候女伴，并陪她回等候室。

不礼貌的是让你的同伴，或男或女，在你去洗手间时一个人站在等候室或等候区。 

在受到主人邀请前不能入座。如果没有席次牌告知主人希望你坐哪儿，就要在被

通知去餐桌前选择你想坐的地方，并坐得离桌子近一些，以免在就座时和其他客人抢

椅子。 

如果你确实在一张大餐桌上有选择座位的机会。午宴或晚宴 好的座位（事实上曾

经在外交领域被称为“安全”的座位）就是那些沿着桌子数，距离主人座位三分之二的

地方，并从主人角度看在桌子的左边。那样，每道菜上来都会较早到你跟前；如果要求

做介绍，你前面会有几位客人发言，你便会明白宴会的基调。不要站起来做介绍，只在

干杯时再起身。 

在大多数正式的宴会上座位是事先安排好的，每位女伴都能坐在男士的左边；如果座

位是由客人来决定，男士应该遵循常规的礼仪尽量让女伴儿坐在自己的左侧。 

男士应该帮助女伴就座。有时候服务员和侍者会替你办到，但还是自己帮助女伴就座

更妥。男士还应帮助自己身边没有男伴的女士就坐。然后轻轻将椅子往前推，直到座位的

正面能碰到你女伴膝盖以下的腿部。这样放下椅子女伴就可以坐了。在你开始这项操作之

前这位女士就应站立，身体轻碰桌子。男士应该站在椅子后帮助女士向前推动椅子。在男

士的帮助下，她应将一只手放在椅子的任何一侧，在自己往前移动时抬起它。之后男士就

可以入座了，坐下后男士也要用放在座位任一侧的手来调整椅子的位置。 

大多数男人从母亲那儿得知他们应该帮助女士就坐，但是从观察来看许多母亲忘记告

诉儿子男士也应在餐后帮助女士离开座位。事实上如果她穿着长裙或大摆礼服，比起 初

的就座，在餐后起身时更需要帮助。 

在用餐结束时，男士用双手把他的坐椅放回原位，然后马上站到他女伴的椅子后帮她

站起身。用与把椅子放到她身后让她就坐那样相同的方式抬起椅子，等她站起来再把椅子

从她身后推回。然而，也有一些女士从未从母亲那儿得知当身后有绅士帮忙推椅子时该如

何起身。防止失去平衡并跌坐到地板上 容易也 安全的步骤就是：将右脚移开并在站起

时转身，将椅子从她身后移开，要稳定平衡她首先应将左手放在桌子上，右手挎包，然后

退向她自己和绅士挪开的椅子间的右方。此外，如果你在活动开始前就加以练习将会很有

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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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 V  练习答案与讲解 

I. 回答下列问题 

1. He should assist the lady in moving her outer wear and pass it to the attendant, prior to 

removing his own.  

2. He will make the taking of it all easier for the attendant.  

3. He should nod his head slightly.  

4. To start a conversation, to ask a question or to stand around in a formal greeting area is not 

encouraged.  

5. He should accompany her and wait outside the ladies restroom to escort her back to the 

waiting room. 

6. Those that are two thirds down the table from where the host will sit, on the left side of the 

table as the host sees it.  

7. A lady is seated on her gentleman escort’s left.  

8.  Lift the chair back so that the lady can walk upright to stand before the table. Then 

gently place the chair forward until the front of the seat touches his escort’s legs behind 

the knee. Then place the chair down and his escort can sit. 

9. He lifts his chair back with his hands grasping the seat of his chair and then moves to stand 

directly behind his escort’s chair to be able to assist her stand.  

10. To move her right foot back and turn as she rises and the chair is removed from beneath her, 

steadying her balance by initially placing her left hand upon the table, and holding her 

purse with her right hand, and then exiting her place to her right between her own place and 

the gentleman’s removed chair. 

 

II. 词汇和结构 

1. 正确答案 C  

【句意】我们的新房子非常便利，六分钟就能到办公室。 

【解析】词义辨析。adaptable“能适应的”；comfortable“舒适的”；convenient“便利的”；

available“可得到的、能买到的”。 

2. 正确答案 A 

【句意】表现出幽默感是一种缓解压力的有效方法。 

【解析】词义辨析。effective“有效地”；efficient“高效率的”；favorable“赞成的；喜欢的”；

favorite“喜爱的”。 

3. 正确答案 A 

【句意】出发前所有的安排都应该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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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析】短语辨析。prior to“在……之前”；superior to“比……好”；contrary to“与……

相反”；“parallel to 与……平行”。 

4. 正确答案 B 

【句意】抱歉我不能立刻见你；但你若能坐下等会儿，我马上就过来。 

【解析】短语辨析。for a moment“持续一会儿”；in a moment“马上、一会儿”；for the 

moment“这会儿”；at the moment“此刻、目前”。 

5. 正确答案 B 

【句意】确定好产品或服务的对象之后，广告公司必须选择适当的广告方式。 

【解析】词义辨析。expensive“贵的”；appropriate“适当的”；apparent“透明的”；enormous 

“巨大的”。根据题意答案是 B。 

6. 正确答案 C 

【句意】布莱克先生建议我们远离他们，以免被卷入他们所做的事情。 

【解析】考查非谓语动词。so as to (not)do 固定搭配，引导目的状语，根据题意答案是 C。 

7. 正确答案 C 

【句意】他们的钱经常是月初多，月底少。 

【解析】考查比较状语从句的平行结构。根据题意答案是 C。 

8. 正确答案 B 

【句意】宴会上董事会主席提议为合作干杯。 

【解析】词汇题。Suggested“建议”suggest doing sth.；proposed“提议”propose doing 

sth./sth.；prospected“勘探、勘察”；expected“期望”。 

9. 正确答案 A 

【句意】男孩的父亲给他买了一个大火车玩具来玩。 

【解析】考查非谓语动词。不定式短语作定语，如果动词是不及物动词，与被修饰的名词

构不成动宾关系，需要有介词。 

10. 正确答案 A 

【句意】小女孩太害怕了，紧抓住她妈妈的胳膊不放。 

【解析】词义辨析。loosen“松开”；remove“移动”；relieve“缓解、松口气”；dismiss“解

雇”。 

11. 正确答案 B 

【句意】银是 好的导体，铜紧随其后。 

【解析】考查非谓语动词。独立主格结构中现在分词表示主动关系，根据题意故答案是 B。 

12. 正确答案 B 

【句意】这个标签贴在黄色信封上表示“航空”邮件。 

【解析】词义辨析。diagram“流程图”；label“标签”；signal“信号”；mark“记号”。 

13.正确答案 D 

【句意】托马斯.杰佛逊和约翰.亚当斯都死于 1826 年 7 月 4 日，美国独立后五周年。 

【解析】词义辨析。ceremony“仪式”；occasion“场合”；occurrence“事件、事故”；

anniversary “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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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正确答案 C 

【句意】作为清洁工，阿尔夫结婚的时候非常尴尬，无法对妻子说他的工作。 

【解析】词义辨析。ambassador“名词，大使”；experienced“经历的”；embarrassed“尴尬

的”；embedded“插入的、嵌入的”。 

15. 正确答案 C 

【句意】与之争论了几个小时，我认为不能改变他的想法。 

【解析】词义辨析。procedure“名词，程序”；processed“处理”；perceived“理解、认为”；

pronounced“发音”。 

16. 正确答案 A 

【句意】增加对别人的理解与审查我们错误的假设变得越来越有必要。 

【解析】词义辨析。essential“本质的、必须的”；estimated“估计的”；escorted“护送的、

押送的”；potential“潜力的”。 

17. 正确答案 C 

【句意】珍妮和蒂姆仍然记得正是他们的父母鼓励他们继续接受教育。 

【解析】考查强调句型。被强调部分是主语，所以要用代词主格。 

18. 正确答案 B 

【句意】他是一个非常有活力的演讲者，在两个小时的演讲中一直能抓住我们的注意力。 

【解析】词义辨析。specific“特定的”；dynamic“有活力的”；heroic“英雄的”；diplomatic 

“外交的”。 

19. 正确答案 B 

【句意】国庆节会举办仪式纪念战争中阵亡的人。 

【解析】固定搭配。in honor of“为纪念……”，根据题意故答案是 B。 

20. 正确答案 D 

【句意】我从左侧行李办公室取回箱子，又继续乘火车旅行。 

【解析】词义辨析。received“收到”；relieved“解脱、缓解”；released“释放”；retrieved

“取回”。 

 

III. 专业术语翻译 

1. to one’s health 

2. help yourself  

3. guest of honor 

4. don’t stand on ceremony  

5. actual commencement 

6. play musical chairs  

7. ball gown 

8. take one’s seat  

9. attend business functions 

10. remove outer cloth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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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由某人做主 

12. 留下良好的印象 

13. 直视某人 

14. 外交圈 

15. 调节座位 

16. 商务宴请 

17. 点菜 

18. 祝酒词 

19. 正式宴请 

20. 女厕所 

 

IV. 把下列段落译成汉语 

    餐桌礼仪能起到给人留下一个好印象的作用。我们在餐桌上的举止是可见的信号，因

而对于职业成功来说非常关键。不管和我们一起午餐的是未来的雇主还是生意上的伙伴，

我们的举止充分体现出我们是否专业。 

 

V. 把下列句子译成英语 

1. He is unaccustomed to attending formal functions.  

2. She adjusted the chair to the best position and had a sound sleep. 

3. Inform me immediately of any possible changes. 

4. They perceived that they were unwelcome and left. 

5. Failure to hang his lady escort’s outer coat in time made him embarrass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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