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部分  考试说明

考试简介

“国际人才英语考试”(English Test for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ETIC®)，简称“国才

考试”，是北京外国语大学中国外语测评中心研发的英语沟通能力认证考试体系，包括初级、

中级、高级、高端、高翻五个类别。“国才考试”旨在评价、认定考生在各类国际交流活动中

的英语沟通能力，为国际组织、政府机构、跨国企业等单位招聘、选拔人才提供参考依据。

国际人才英语考试（高翻），简称“国才高翻”，分笔译、交替传译和同声传译三类。“国

才高翻（笔译）”用于评价、认定高校学生及社会人士从事科技、法律、商务、经贸等专业性

文本翻译以及各类国际会议一般性文件翻译的能力。

考试内容与要求

“国才高翻（笔译）”由四项任务组成。考试采用计算机辅助形式。考试时间约180分钟。

“国才高翻（笔译）”考试内容与时间

考试内容 考试时间

任务一
英译汉

专题文件

180分钟
任务二 官方文件

任务三
汉译英

专题文件

任务四 官方文件

任务一和二要求考生在规定时间内将两篇各约300词的英语文章译成汉语；任务三和四要

求考生在规定时间内将两篇各约300字的汉语文章译成英语。



国才考试备考全攻略（高翻笔译）2

评分标准

“国才高翻（笔译）”评分标准

分数档 内容 形式

A档

译文忠实于原文；

完整译出原文内容；

充分传递原文意图；

译文自然流畅；

语言规范，用词准确；

符合原文风格；

B档

译文较忠实于原文；

较完整译出原文内容；

较好传递原文意图；

译文通顺；

语言较规范，用词较准确；

较符合原文风格；

C档

译文基本忠实于原文；

基本译出原文内容；

基本传递原文意图；

译文基本通顺；

语言基本规范，用词基本准确；

基本符合原文风格；

D档

译文仅部分忠实于原文；

仅译出少量原文内容；

未传递原文意图；

译文不通顺；

语言错误较多，用词不太准确；

不符合原文风格；

E档 仅译出零星原文内容 仅译出少量词语或句子

F档 译文与原文无关或未作答

成绩汇报与证书颁发

“国才高翻（笔译）”的成绩报告单包括考试成绩和成绩等级。考试成绩以“国才考试”

量表分汇报。成绩等级分为优秀、合格、基本合格和不合格。等级与成绩（量表分）对应

关系如下：

等级 优秀 合格 基本合格 不合格

成绩 338分-360分 315分-337分 300分-314分 300分以下

考生达到基本合格及以上等级，方可获得证书。请注意，取得“基本合格”证书说明考生

具备基本的翻译技能，但尚需一定的实践和锻炼才能熟练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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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译汉

英译汉部分尤其注重考查考生翻译科技、法律、商务、经贸等领域的非文学类文本的能

力，从而帮助其适应职场对翻译的需求。该任务要求考生掌握一定的词汇量，熟悉英文的句子

结构和不同领域的表达法；在充分理解原文的基础上，用准确、完整、符合汉语规范和语言习

惯的汉语译出原文内容，从而达到书面沟通的目的。本部分共有两个任务，每个任务的英语文

章的篇幅在300词左右。

Task 1

The following is an introduction to the Report on Preventing Disease Through Healthy 
Environments. Translate it into Chinese.

This report presents a wide-ranging assessment and detailed findings to show by how much 

and in what ways improving the environment can promote health and well-being. The realization 

of just how much disease and ill health can be prevented by focusing on environmental risk 

factors should add impetus to global efforts to encourage preventive health measures through 
all available policies, strategies, interventions, technologies and knowledge. Armed with the 
evidence of what is achievable – and needed – health care policymakers and practitioners alike 

should be encouraged in their efforts to promote healthy environments.

This second edition of Preventing Disease Through Healthy Environments:

●  Updates the 2006 publication and presents the latest evidence on environment-disease 

links and their devastating impact on global health. 

●  Systematically analyzes and quantifies how different diseases are impacted by 

environmental risks, detailing the regions and populations most vulnerable to 

environmentally mediated death, disease and inju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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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s exhaustive in its coverage – the health impacts of environmental risks across more 

than 100 diseases and injuries are covered. Some of these environmental factors are well 

known, such as unsafe drinking water and sanitation, and air pollution and indoor stoves; 

others less so, such as climate change or the built environment. 

●  Highlights promising areas for immediate intervention and gaps where further research 

is needed to establish the linkages and quantify the burden of disease for various 

environmental risk factors.

The report’s findings result from a systematic process: literature reviews for all the disease 

categories addressed; compilation of available risk factor-disease estimates; and surveys of more 

than 100 experts worldwide. The best available scientific evidence together with approximations 

and expert evaluations for knowledge gaps are combined to provide up-to-date estimates. The 

data and methods underlying the health statistics for the previous and current editions have, 

however, undergone major modifications, and thus the trend analysis is restricted to selected 

parameters.

译文一

这份报告通过展示广泛的评估和详细的调查，说明了改善环境是在何种程度上以及

如何促进健康和安乐的。改善环境危险因素对疾病和亚健康的影响会推进全球健康预防

措施的发展，措施包括所有可行的政策、战略、干涉手段、技术和知识。需求和可行性

证实，医疗保健政策的制定者和参与者都应积极为改善健康环境作出努力。

《在健康环境中预防疾病》第二版：

●  变更2006年出版物，呈现环境—疾病链和其对全球健康所造成的毁灭性影响的

最新证据。

●  系统分析和量化了不同疾病如何受到环境风险的影响，详细阐述了最易受到环境

影响而导致死亡、疾病以及伤害的地区和人口。

●  覆盖面彻底——通过100多种疾病和伤害讨论了环境风险对健康的影响。有些环

境因素已被熟知，例如不安全的饮用水及卫生设施，空气污染和室内炉灶；其他

少有人知道，例如气候变化或建成环境。

●  着重强调了一些会直接介入调停的潜在地区，进一步的调查需要在这些地区创立

链接，并量化各种环境危险因素造成的疾病所带来的负担。

这份报告的结果来自系统的过程：针对所有涉及的疾病种类的文学评论，对现有的

危险因素疾病估量的汇编，以及来自世界各地100多位专家的调查。本报告将可获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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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佳科学证据和近似估算，以及专家对知识差距的评价结合起来成为了最新的评估。这

些数据和手段是有关健康统计的基础，因为之前和现在的版本已经做了大的修改，因此本

报告所作的趋势分析仅限制在指定的范围之内。（译者：北京某高校英语专业大三学生）

点评

本篇译文有一半左右较为准确地传达了原文的信息，但是，有些地方存在明显的硬伤，汉

语表达受英语影响比较严重。主要不足之处分析如下：

1. 理解方面：

（1）对原文语境中个别词的意思理解不到位导致译文选词不当。例如：Preventing Disease 

Through Healthy Environments是一份报告的名字，其中的介词 through不应该译成“在”，而

应该译成“通过”； updates应该译成“更新”而非“变更”； publication此处不是“出版物”，

而是“版本”的意思。

（2）对原文语境中一些短语或句段理解不正确导致译文不正确。例如：The realization of 

just how much disease and ill health can be prevented by focusing on environmental risk factors 

should add impetus to global efforts to encourage preventive health measures ...译者对这一句段

的理解有误，所以导致翻译有误。这句话的意思是“意识到关注环境风险因素可以在很大程

度上预防疾病和不健康的情况应该会促进全球努力采取疾病预防措施”，在表达时可以将这句

话拆分，即“意识到关注环境风险因素可以防止很多疾病和不健康的情况，这应该会促进全

球努力采取疾病预防措施……”。再来看Armed with the evidence of what is achievable – and 

needed – health care policymakers and practitioners alike ...这句话，译者对 armed with the 

evidence of what is achievable – and needed的功能理解有误，实际上这是一个状语，说明

后面的policymakers和practitioners的情况，而且practitioners被误译为“参与者”，实际上

应该是“从业者”。environment-disease links并非“环境—疾病链”的意思，而应理解为“环

境与疾病的关联”。对Highlights promising areas for immediate intervention and gaps where 

further research is needed to establish the linkages ...的理解不到位，highlights是动词，后

面跟了两个宾语，即 areas和gaps，此处表示“强调了有望立即采取干预行动的领域以及需要

进一步研究的空白领域”，establish the linkages表示“确定关联”，和后面的动词性短语一起

构成目的。对The data and methods underlying the health statistics for the previous and current 

editions have, however, undergone major modifications ...这句话的逻辑关系理解不到位，实际上

应该是“用于旧版本和当前版本健康统计资料的数据和方法均已进行了大的修改……”。

（3）其他地方理解基本准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