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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商务汉语考试  
 

BCT（B） 

例题 

 

 

注意 

 

一、BCT（B）笔试考试分三部分： 

1．听力（50 题，约 40 分钟） 

2．阅读（40 题，60 分钟） 

3．作文（2 题，40 分钟） 

二、阅读考试结束后，有 5 分钟填写答题卡。 

三、全部考试约 150 分钟（含考生填写个人信息时间 5 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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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CT（B）例题-1 

 

一、 听力 

第一部分 

第 1-20 题 

听力第一部分，共20题。每题听一次。每题都是两个人的两句对话，第三个

人根据对话问一个问题，试卷上每题提供4个选项，请根据听到的内容选出答案。 

例题1，你将听到下面一段对话： 

男：董事长，刚给北京饭店打了电话，那边的会议室正在装修。 

女：那再联系一下其他的饭店，关键要有视频会议系统。 

问：他们在讨论什么？ 

试卷上提供四个选项： 

A一段视频 

B饭店菜单 

C装修的风格 

D开会的地方 

正确答案：D。 

 

例题2，你将听到下面一段对话： 

女：不好意思，九点飞往上海的航班取消了，十点的航班还有票。 

男：那我订十点的吧，有折扣吗？ 

问：男的打算订几点的机票？ 

试卷上提供四个选项： 

A8点 

B9点 

C10点 

D11点 

正确答案：C。 



BCT（B）例题-2 

 

第二部分 

第 21-35 题 

听力第二部分，共15题。每题听一次。每题都是两个人的4句对话，第三个

人根据对话问一个问题，试卷上每题提供4个选项，请根据听到的内容选出答案。 

例题1，你将听到下面一段对话： 

男：今天晚上客户请吃饭，你看我要不要打领带？ 

女：去哪个饭店？还有其他人参加吗？ 

男：北京饭店，客户说他们的一些合作伙伴也会出席。 

女：那就打领带吧，这种商务场合应该穿得正式一点儿。 

问：男的今晚要去做什么？ 

试卷上提供四个选项： 

A买领带 

B签合同 

C和客户吃饭 

D出席开幕式 

正确答案：C。 

 

例题2，你将听到下面一段对话： 

女：我们希望产品价格可以再优惠一些。 

男：这批设备的成本很高，百分之十五的折扣已经不少了。 

女：这是你们产品第一次进入中国市场，价格太高可能会影响销售量。 

男：要不这样，再给我们几天时间考虑一下。 

问：根据对话，女的提出了什么要求？ 

试卷上提供四个选项： 

A节约生产成本 

B降低产品价格 

C提高产品销量 

D多做市场宣传 

正确答案：B。  



BCT（B）例题-3 

 

第三部分 

第 36-50 题 

听力第三部分，共 15 题。每题听一次。共播放 5 段话，每段话后带几个问

题，试卷上每题提供 4 个选项，请根据听到的内容选出答案。 

例题，你将听到下面一段话： 

尊敬的各位来宾，大家晚上好！很高兴今天能够和大家坐在一起，举行我们

舒雅品牌二零一三年夏季服装发布会。首先，对大家的到来表示热烈的欢迎和衷

心的感谢！舒雅服装公司成立于二零零五年，是一家专门生产女装的企业。到今

天，公司已经成立八年了，我们的产品一直在国内女装市场保持领先地位。这些

年来，在国家经济政策的扶持下，在广大消费者的支持和公司全体员工的共同努

力下，舒雅服装已经成为服装市场上的著名品牌。在今天夏季新品发布会上推出

的这些产品，都是我们设计师根据国内外最新流行元素设计出来的，相信消费者

一定会喜欢。让我们举起酒杯，祝舒雅夏季女装大卖！ 

问题1：这段话最可能是在什么场合的发言？ 

问题2：关于舒雅公司，可以知道什么？ 

试卷上为每个问题提供4个选项： 

1．A公司年会 

B欢迎晚宴 

C交流会现场 

D发布会现场 

正确答案：D。 

 

2．A经营女装 

B生产童装 

C成立于2008年 

D销售情况欠佳 

正确答案：A。 

  



BCT（B）例题-4 

 

二、 阅读 

第一部分 

第 51-70 题 

阅读第一部分，共 20 题。试卷上提供一系列阅读材料，每个阅读材料带几

个问题，试卷上每题提供 4 个选项，请选出答案。 

例题： 

 
 

  

1．刘晓给赵莉发信息是为了： 

A 分析市场 

B 汇报工作 

C 分析调研情况 

D 通知会议改期 

正确答案：D。 

2．根据材料，刘总明天上午做什么？ 

A 参观生产线 

B 去市里开会 

C 组织员工培训 

D 写研发情况报告 

正确答案：B。 

3．根据材料，下面哪项正确？ 

A 赵经理明天可以参会 

B 汇报会地点另行通知 

C 刘晓负责销售数据统计 

D 汇报会全长约两个小时 

正确答案：A。 



BCT（B）例题-5 

 

第二部分 

第 71-80 题 

阅读第二部分，共 10 题。试卷上提供两篇文字，每篇文字有 5 个空格，请

结合上下文，从提供的 7 个句子选项中选出答案。 

例题： 

买了 iPhone5，1 年前买的 iPhone4 怎么办？是卖给路边小店，还是把它放在

储物盒里“睡大觉”？或者：泡一杯咖啡，坐在电脑前，打开网页，轻点鼠标。

2 小时后，一个快递员上门服务，    71  ，他把人民币交给你。 

目前，把传统的废品回收行业搬到网络上的创业模式已经成为现实。孙文俊，

曾经是一名外企白领，    72  ，干起了“收废品”的生意。和别人不同的是，

他成立了爱回收网，利用网络回收二手电子数码产品。把回收电子数码产品的生

意搬到网上并做成交易平台，    73  。2011 年 10 月，爱回收网获得晨兴创投

一百万美元的投资。说到梦想，孙文俊充满自信，他现在最大的梦想就是打造一

个数码回收的“淘宝网”。他认为，走向梦想的路上，    74   ，但他更看重团

队。“公司刚刚起步时，复旦大学不少学生来做兼职，毕业后都留在了公司。在

公司最困难的时候，他们不离不弃，始终和我们在一起。有了他们的支持，才有

了公司的今天。”他说：“    75   ”。 

 

A 你把 iPhone4 交给他 

B 于 2010 年新年辞职 

C 有团队，才能实现梦想 

D 真金白银的投资虽然重要 

E 孙文俊很喜欢外企白领的生活 

F 中国人喜欢把闲置的东西卖了变成现金 

G 这个点子让他得到了百万美元的投资基金 

 

正确答案：71．A 72．B 73．G 74．D 75．C 

 

  



BCT（B）例题-6 

 

第三部分 

第 81-90 题 

81-85． 

阅读第三部分，共 10 题。10 个题分为两组，每组 5 题。试卷上提供 4 段材

料以及几个问题或句子，请判断问题或句子与哪段材料有关。 

例题： 

81．哪个公司对学历的要求比较高？ 

82．你通过了大学英语六级，符合哪个公司要求？ 

83．你是国际贸易专业的应届毕业生，可以去哪个公司工作？ 

84．你是从事过销售和管理工作的大专毕业生，会选择哪个公司？ 

85．你在以往的工作中积累了一些客户群，选择哪个公司更有优势？ 

A 万锦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招聘职位：外贸业务专员 

工作城市：北京 

要求：大专以上学历；28-40 岁之间；

至少有两年以上工作经验；不要求有外

贸行业工作经验，有销售和管理经验者

优先；具有良好的沟通能力，有积极进

取精神，能接受挑战；户口不限。 

B 北京电能动力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招聘职位：国际销售 

工作地点：北京 

要求：本科以上学历；28 岁以上；国

际贸易专业毕业；英语达到六级或相当

于六级水平；本行业从业经历 2 年以

上；有进取心和创业能力，勤奋自律，

善于和他人沟通；有北京户口。 

C 久强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招聘职位：外贸跟单员 

工作城市：北京 

要求：国际贸易专业硕士以上学历；30

岁以上；从事本行业或具有管理经验 3

年以上；拥有良好客户群；积极进取、

沟通、协调能力强；户口不限。 

D 博元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招聘职位：外贸销售 

工作城市：北京 

要求：本科以上学历；国际贸易专业；

24-45 岁之间；熟悉外贸行业，有良好

的知识储备；无须相关工作经验；有良

好的团队精神和领导才能；户口不限。 

正确答案：81．C    82．B    83．D    84．A    85．C 

 



BCT（B）例题-7 

 

三、 写作 

第 91-92 题 

写作第一部分，共 1 题。试卷上提供文字或图表等形式的材料，考生根据

题目要求，写一篇不少于 80 字的作文。 

例题：某房地产公司对一季度所售房屋户型情况进行了分析，如下图所示： 

 

 

根据上图，请写一篇短文： 

对该公司各种户型的销售情况做简要对比，并对今后的新楼盘开发提出建议。 

要求：不少于 80 字。 

 

 

 

 

  



BCT（B）例题-8 

 

 

写作第二部分，共 1 题。试卷上提供文字或图表等形式的材料，考生根据

题目要求，写一篇不少于 150 字的作文。 

例题：假设你是某公司的行政专员，公司下周六组织全体员工去郊区春游。

你负责此次活动的组织、安排工作。请你给全体员工发一封邮件，通知大家此事。

内容包括： 

①活动时间、地点； 

②活动内容； 

③注意事项。 

要求：不少于 150 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