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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领域及工作任务：

事务安排

文件处理

活动执行

后勤保障

文件处理

活动组织

后勤保障

文件处理

活动策划与指导

后勤保障

产品操作与研发

操作说明

技术服务

研发支持

操作说明

技术服务

产品研发

操作说明

技术服务

产品研发

客户服务

客户资源管理

客户参访接待

客户反馈处理

客户资源管理

客户参访接待

客户反馈处理

客户资源管理

客户参访接待

客户反馈处理

业务推广

市场调研

产品推介

广告宣传

市场调研

产品推介

广告宣传

市场调研

产品推介

广告宣传

营销策划

商品交易

交易磋商

合同签订

订单管理

交易善后

交易磋商

合同签订

订单管理

交易善后

交易磋商

合同签订

订单管理

交易善后

等级划分：初级、中级、高级

考核形式：机考

考试任务：各级别均包含 4—7 个考试任务，每个任务均依托真实工作场景，体现

完整工作流程。

适用专业：VETS 考查全球化时代背景下，技术技能人才就业和终身发展应具备的

实 用英语交际职业技能，可面向中等职业学校、高等职业学校和应用型

本科高校的各专业。（1+X 试点期间，VETS 考试仅接受 VETS 试点院校

在校生报考，请 VETS 试点院校为学生批量报名。）

初级

中级

高级

级别

工作
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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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ETS 标准集英语教育界专家及各行业实践专家智慧，经过前期调研、反复论证研制完成，

对接国际专业标准，注重语言能力与职业能力的全面融合。VETS 以成果为导向，以任务为

驱动，以场景为依托，具有时代性、科学性和实践性。

时代性

VETS 培养具有中国情怀和国际视野的国际化人才，致力于提升职业教育人才的

国际竞争力，满足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国家和企业对国际化技术技能人才的迫切需求。

科学性

VETS 参 照 Competence Measurement

能力三维模型 ，构建了实用英语交际

职业技能模型。这是一个三级三维模型，

分为初级、中级、高级三个级别，包含

能力、内容、语言三个维度，反映现代

职业教育领域最新发展趋势。

（实用英语交际职业技能模型）

实践性

VETS 面向事务安排、产品操作与研发、客户服务、业务推广和商品交易五个典型

工作领域，提取不同职业发展阶段的典型工作任务，全面培养学生的语言沟通能力、

跨文化交际能力，以及在真实工作任务中使用英语解决实际问题的综合能力。

*

* 简称 COMET 模型，是由德国学者费利克斯·劳耐尔领导的国际研究团队开发的职业能力模型，融合了设计

导向的先进职业教育理论，在德国、中国、南非等多个国家及多个职业领域得到应用，为实用英语交际职业

技能模型的建立提供了科学依据。

VETS的特色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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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理念

突出应用：

·注重学用结合，体现职业教育技术技能人才培养内涵与特色

·强调成果导向，培养善于思考、理性分析、团队合作的思维

服务职场：

·面向典型领域，设计用英语进行沟通的典型工作流程与任务

·依托真实场景，评价用英语整体化解决职场任务的综合能力

驱动发展：

· 拓宽国际视野，促进立足中国、面向世界所需综合素养提升

· 提升职业能力，实现“新手—能手—高手”的职业终身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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哪些企业认可VETS？

已有上千家企业与外研在线建立合作，多家企业深度参与 VETS 标准研发。高素质国际化

复合型技术技能人才需求愈加旺盛，外研在线也将持续开拓，邀请源源不断的企业加入企业

联盟，为 VETS 证书持有者与 VETS 合作院校提供支持、协同创新。

VETS侧重职场环境下的真实应用，涵盖的五大典型工作领域，能够满足互联网企业各类

岗位对人才的需求。

——中国搜索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VETS 从企业用人视角出发，与企业需求对接、与工作岗位匹配，真正体现应用为本和

能力为先的理念，且考查难度逐级递增，满足海尔对不同层次人才的多样化需求。

——青岛海尔智能技术研发有限公司

VETS加入了真实工作场景，让学生在特定语境下完成工作任务，这一点将为我司在校园

招聘环节中选拔人才提供重要依据。

——中国外运大件物流有限公司

VETS 能够使考生切身熟悉使用英语工作的场景，提前了解不同工作任务下应具备的

英语交际工作技能，这非常贴近国际化工作环境。

——雅诗阁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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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篇幅有限，此处仅列举部分合作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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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选择VETS？

时代背景下，各行各业、各级各类岗位对技术技能人才国际化的需求极为迫切，提升

各专业学子在职场使用英语完成工作的技能水平具有高度必要性和紧迫性。职业院校选择

VETS，将有效提高人才培养质量、提升学生就业竞争力，推进职业教育国际化，满足社会

用人需求，助力国家腾飞。

服务国家发展大局

为 国 家 培 养 高 素 质 国 际 化 复 合 型 技 术 技 能 人 才，

在各行业领域传播中国声音，展示中国形象，贡献

中国方案。

对接社会用人需求

为 社 会 培 养 适 应 新 时 代 ， 兼 具 语 言 能 力、 职 业

能 力 的 技 术 技 能人才，以助力企业提升国际市场

竞争力。

01

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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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进职业教育国际化

培养具有全球视野和责任意识的国际公民，实现教育

对外开放，有力推动院校职业教育国际化进程。

推动院校教学改革

促进英语教育从“知识导向”向“工作导向”，从“学科结构”

向“工作过程结构”转变，以职业工作情境和企业生产

流程为导向来建立课程结构，以学生职业发展为出发点，

以真实职业工作情境为教学内容的教学模式，有效提升

教学质量和人才培养质量。

畅通人才就业渠道

培养技术技能人才在新时代应具备的就业竞争力和终身

发展力；借助外研在线与各行各业企业成立的“企业

联盟”，为证书持有者提供实习和就业岗位，协助院校

形成产教融合、协同育人机制。

03

04

05



08

VETS（初级）样题

本任务从能力、内容、语言
三个维度，考查考生使用
英语完成工作任务应具备
的综合能力。

能力要求维度：根据已给
指令和信息，进行准确执
行

内容要求维度：使用英语
口头发布简单的活动通知

语言要求维度：读取关键
细节信息，整合信息，并
进行口头说明

创设真实情境

提供作答要点

本任务名称为“活动执行”，

是典型工作领域“事务安排”

中的典型工作任务。

Task 4
You are an HR assistant at ABC Co. Ltd. Your company is organizing a 
team-building tour to the United Kingdom. You are asked to inform the 
staff of the tour.

Task 4.1
Read the poster below about the tour. Fill in the blanks with the EXACT 
words, phrases, or numbers from the poster. You will have 5 minutes to 
complete the task.

1. The tour to the United Kingdom will start on _____________.
2. Round-trip _____________ are included in the price.
3. The tour will offer _____________ services.
4. Tourists will visit _____________, York and Bath.
5. A family member of the company staff needs to pay RMB _____________ 

for the tour.

Task 4.2
Give a short announcement about the tour to the staff. You should include 
the following points:
· Inform them of the tour
· Provide detailed tour information
· Ask them to book the tour with you by email
You will have 90 seconds to prepare and 60 seconds to speak.

明确产出任务

提供作答要点

赋予考生身份

VETS样题展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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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任务从能力、内容、语言
三个维度，考查考生使用
英语完成工作任务应具备
的综合能力。

能力要求维度：根据已给
指令和信息进行准确执行

内容要求维度：借助模板
撰写简单的英文产品说明书

语言要求维度：理解图片
或说明性文字

创设真实情境

明确产出任务

Task 6
You are a quality inspector at Oster Manufacturing. You are asked to do the 
quality test for the Oster Blender according to the user manual. There are 
four steps to use the blender. Now choose the right description for each step.

1. _____
2. _____
3. _____
4. _____

Steps of instruction
A. Fasten the blade assembly on the bottle. 
B. Fill the bottle with water and your favorite fruits. 
C. Replace the blade assembly with the drinking lid.
D. Put the bottle into the base. Press it down to start blending.

赋予考生身份

本任务名称为“操作说明”，

是典型工作领域“产品操作与

研发”中的典型工作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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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sk 6
You are Tim Li, an HR director at Double Tech Company. Your company is 
holding a New Year Gala next month and you are asked to choose a venue 
for it. 

Task 6.1
Listen to part of your assistant’s survey report on when and where 
the staff members expect the party to be held. Complete the notes using 
the EXACT words, phrases, or numbers from the recording. The recording 
will be played TWICE.

Task 6.2
Read part of a travel guide about three bars. Answer Questions 6-10 by 
choosing A, B or C for each question.

Notes
Number of people willing to attend the Gala: 
[1] __________
Venue preferred:
Bar
Expectations of the bar:
· A good selection of [2] __________
· Some [3] __________
Time preferred:
[4] __________ in the evening
Location preferred:
[5] __________ area

创设真实情境

本任务名称为“活动组织”，

是典型工作领域“事务安排”

中的典型工作任务。

赋予考生身份

明确产出任务

VETS（中级）样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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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任务从能力、内容、语言
三个维度，考查考生使用
英语完成工作任务应具备
的综合能力。

能力要求维度：根据需求
进行分析和合理选择

内容要求维度：使用英语
指令组织团队筹备活动

语言要求维度：听取、读取
和归纳关键细节信息，进行
书面沟通

Task 6.3
Write an email to your manager Jack Brown about your ideas for the venue 
in about 120 words. You should state which bar you have chosen and give 
your reasons.

Which bar
6. has a parking lot for customers?
    __________
7. is suitable for one on one dates? 
    __________
8. advises customers to go by bike or on foot? 
    __________
9. plays good music to dance to? 
    __________

10. is not open until 9 p.m.? 
    __________

提供作答要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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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ETS 考试于 2021 年开始举行。

■ 1+X 试 点 期 间，VETS 考 试 仅 接 受

VETS 试 点 院 校 在 校 生 报 考， 试 点

院校需登录 1+X 职业技能等级证书

信息管理服务平台，使用报考管理

功能，批量导入报考信息。

■ 具 体 报 名 时 间 和 考 试 安 排 请 关 注

VETS 官网或 VETS 微信公众号通知。

突出应用·服务职场·驱动发展

考试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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