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公司介绍-2 
Introducing the company 



学习目标  Objective 

主要交际内容 

练习与活动 

文化导入 

  

酒桌文化 

希望/祝愿 

场景模拟&角色扮演 



祝酒词 

文 化 导 入 

     祝酒词是在酒席宴会的开始，主人表示热烈欢迎，

亲切问候，诚挚感谢，客人进行感谢并表示衷心的祝

愿的应酬之辞。是招待宾客的一种礼仪形式。祝酒词

其内容以叙述友谊为主，一般比较短小、文句庄重、

热情、得体、大方，是很流行的一种演讲文体。 

如果是你祝酒，你会说些什么呢? 

zhù jiǔ cí 

toast 

qīn qiè chèng zhì zhōng xīn 

yìng chóu 

xù shù zhuāng zhòng 

dé tǐ 

kind sincere heartfelt 

social 

narrate solemn 

 befitting one's position or suited to the occasion 



重点词 

zhī míng 

知名 
reputable 

yè wù 

业务 
business 

kuòdà 

扩大 
expand 

fēn gōng sī  

分公司 
branch 



重点词 

zī liào 

资料 
data 

zhòngshì 

重视 
value 



常用对话 

Jeff 正在向李明超介绍自己公司的情况 

可视电话 

Jeff：    我们公司已经成立20多年了，在美国很有名 

李明超：是啊，贵公司是一家知名公司。 

Jeff ： 目前我们已经在20多个国家成立了分公司。 

李明超：  亚洲不少国家有你们的分公司。 

互相了解 

  

Wǒ men gōng sī yǐ jīng chéng lì èrshí duō nián le ，zài měi guó hěn yǒu míng  

Yà zhōu bù shǎo guó jiā yǒu nǐ men de fēn gōng sī 。 

Shì ā ，guì gōng sī shì yī jiā zhī míng gōng sī 。 

Mù qián wǒ men yǐ jīng zài èrshí duō gè guó jiā chéng lì le fēn gōng sī 。 



常用对话 

可视电话 

Jeff：    是的，比如新加坡、日本、印度、中国、韩国等。 

             公司打算扩大在中国的业务。 

李明超： 相信贵公司一定会在中国取得更大成功。 

Jeff：    谢谢。我们很重视与您的合作。 

 shì de ， bǐ rú xīn jiā pō 、rì běn 、yìn dù 、zhōng guó 、hán guó děng 。  

 gōng sī dǎ suàn kuò dà zài zhōng guó de yè wù 。。  

 xiàng xìn guì gōng sī yī dìng huì zài zhōng guó qǔ dé gèng dà chéng gōng 。 

 xiè xiè 。wǒ men hěn zhòng shì yǔ nín de hé zuò 。 



回答问题 

可视电话 

1、Jeff的公司成立多久了? 

2、有多少分公司，在哪里有业务？ 

3、Jeff的公司接下来想做什么？ 

4、李明超表达了什么意愿？ 

chénglì  

yèwù 



简述 

用第一人称视角讲述这个对话： 

可视电话 

  

马明超：今天我和Jeff会面，他向我……，他们公司是...... 

            在.....都有业务，未来想......,我祝...... 

Jeff：今天上午的会谈，我向马总介绍了.....,表达了......, 

          他也...... 



重点句型 Wish/hope...... 

希望......./祝愿....... 
Xīwàng/zhùyuàn 

1. 希望我们双方合作愉快 

2. 祝你一切顺利！ 

3. 祝你旅途平安。 

4. 我希望以后能去那儿旅游。 

Xī wàng wǒ men shuāng fāng hé zuò yú kuài 

Wǒ xī wàng yǐ hòu néng qù nà r lǚ yóu  

Zhù nǐ lǚ tú píng ān 。 

Zhù nǐ yī qiè shùn lì ！ 



学以致用 

场景模拟 
1. 复活节快到了，你的朋友要去欧洲去玩，你

们互相询问假期要去哪里玩，并且送上祝福。 

2.你们公司与顺飞公司在未来很多业务方面开展

合作，如何互相送上祝福。 

Fùhuó jié 

yèwù 



温故知新 

词语 知名  分公司   扩大  业务  重视 

句子 
这一点我们很了解 

公司扩大在中国的业务 



Thank you!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