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Chinese for Business Leaders is a constituent part of the Chinese in 
Steps textbook series. It is designed for those at B2 level (those who have 
a good command of the Chinese language, with a knowledge of at least 
1,500 characters and 4,000 words) who aspire to advance to B2+ and C1 
levels and gain a deeper insight into Chinese business practice and whilst 
improving their proficiency. Those studying business degrees who wish 
to focus on the business and cultural context of modern-day China should 
find it particularly helpful. 

This book is the result of the authors’ many years of accumulated 
knowledge and experience in teaching Chinese. It differs significantly 
from other China-focused business textbooks as it meets the needs of 
business leaders - present and future - by providing a strong and practical 
cultural foundation to effectively approach Chinese business issues. 
It explores the cultural and social traditions, such as the influence of 
Confucius and Sun Zi, which underlie many aspects of business practice 
in China. It presents information in a way that is easily accessible 
to learners, provides practical insight into cross-cultural business 
development and uses contemporary case studies to demonstrate common 
scenarios. 

Chinese for Business Leaders follows the same principles as the 
Chinese in Steps series in seeking a balanced development of language 
skills. Each volume contains ten lessons, and each lesson consists of a 
dialogue and a text. The dialogue is in colloquial form whereas the tex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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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 in formal written style. Exercises for each lesson reinforce students’ 
understanding and additional readings combine colloquial language 
with relevant business vocabulary. All this makes Chinese for Business 
Leaders unique. The first book - Chinese for Business Leaders I - provides 
an introduction into the social and economic background of Chine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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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中国概况——地理与行政

大  卫：  �嗨，玛丽！你是什么时候从中国回来的？

玛  丽：� �上个星期天。我在中国待了一年零两个月，中

国真是太有意思了，我都不想回来了。

大  卫：� �你怎么待了这么长时间？不是在中国学习一年

就行了吗？

玛  丽：� �去年暑假我提前六个星期到达北京，然后开始

在中国旅游。我到过许多地方，中国大部分的

省份我都跑遍了！今年暑假我又在上海实习，

所以上周才刚回来。

大  卫：� �哇！你真厉害！一个女孩跑了那么多地方！你

不害怕吗？

玛  丽：� �在中国旅行很安全，中国人也十分好客，无论

遇到什么问题你都不用担心，会有很多人热情

地帮助你的。

对话

中国概况——地理与行政

0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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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  卫：� �中国很大，各地都有自己的方言，而且中国有

很多少数民族。听说光是云南省就居住着 20

多个民族，你能听懂他们的话吗？

玛  丽：� �如果他们说方言或本民族语言，我当然听不懂。

中国有 56 个民族，方言更是五花八门。不过

大部分人都会说普通话，一看到我是老外，他

们就会用普通话和我交谈。�

大  卫：� �看来你对中国了解得真不少，差不多要变成中

国通了。

玛  丽：� �哎，你下学期要到中国去，准备得怎么样了？

对中国的情况很了解了吧？我来考考你吧。

大  卫：� �考吧，没问

题，我都准

备好了，我

知道中国有

长城、大熊

猫……

玛  丽：� �中国的国旗是什么？

大  卫：�五星红旗。

玛  丽：�中国的国歌呢？

大  卫：�《义勇军进行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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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亚洲大陆东部，太平洋西岸，有一个幅员辽阔

的国家，其陆地面积大约为 960 万平方公里，仅次于

俄罗斯和加拿大，是世界国土面积第三大国，这就是

中国。

中国地形复杂多样，既有高山，也有平原。珠穆

朗玛峰海拔约 8,844 米，是世界第一高峰。长江是中

国第一长河，世界第三长河，全长约 6,300 公里。黄

河是中国第二长河，全长 5,464 公里。除了天然河流

以外，中国还有一条著名的人工河，那就是京杭大运

河。大运河于公元前五世纪开凿，南起浙江杭州，北

课文

玛  丽：� �还真难不倒你。我再问你一个问题，中国国土

面积是多少平方公里？

大  卫：� �中国很大，可是具体有多少平方公里我还真不

知道。

玛  丽：� �不知道了吧！现在让我来给你上一堂中国概况

课吧。

0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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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北京，全长约 1,797 公里，是世界上开凿最早、长

度最长的人工河。�

中国主要的农作物为小麦、水稻、玉米、大豆等。

从东北到西南的草原上，分布着许多畜牧业基地。中

国地下埋藏着丰富的矿产，世界上已知的矿产都已经

在中国找到。目前，已经探明储量的矿产有 159 种，

总储量居世界第三位。

中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2016 年末，中国

大陆总人口为十三亿八千多万人（138,271 万人），约

占世界人口的五分之一。中国也是世界上人口密度较

高的国家之一，每平方公里的平均人口密度约为 1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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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但分布很不均衡，东部沿海地区每平方公里超过

400 人，西部高原地区每平方公里不足 10 人。

中国的行政区基本上划分为省、县、乡三级。在

少数民族聚居的地区，实行自治区、自治州、自治县

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按照宪法的规定，国家在必要

的时候可以设立特别行政区。目前，中国有 34 个省级

行政区，包括 23 个省、5 个自治区、4 个直辖市和 2

个特别行政区。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国的中央国家机构

主要由六个方面组成，

即：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及其常务委员会、国家

主席、国务院、中央军

事委员会、最高人民法

院、最高人民检察院。

后五大机关均由全国人

民代表大会产生，并向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

常务委员会负责。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国家主席

国
务
院

中
央
军
事
委
员
会

最
高
人
民
法
院

最
高
人
民
检
察
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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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省份� 名	 sh0ngf-n province

  2. 五花八门� 短语	 w^ hu` b` m9n rich in variety 

  3. 具体� 形	 j&t@ specific, in detail

  4. 概况� 名	 g3iku3ng overview, general situation  

  5. 幅员辽阔� 短语	 f%yu1n li1oku7 vast, extensive 

  6. 陆地� 名	 l&d# land 

  7. 面积� 名	 mi3nj~ area 

  8. 仅次于� 短语	 j@nc# y% second only to…

  9. 地形� 名	 d#x!ng topography

10. 海拔� 名	 h2ib1 elevation

11. 高峰� 名	 g`of8ng peak

12. 人工河� 短语	 r9ng4ng h9 canal

13. 开凿� 动	 k`iz1o to dig out, to excavate

14. 农作物� 名	 n5ngzu7w& crops

15. 小麦� 名	 xi2om3i wheat

16. 水稻� 名	 shu@d3o rice

17. 草原� 名	 c2oyu1n grassland, steppe

18. 分布� 动	 f8nb& to distribute 

19. 畜牧业� 名	 x&m&y- livestock rearing

20. 基地� 名	 j~d# base, region

生 词 0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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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埋藏� 动	 m1ic1ng to bury

22. 矿产� 名	 ku3ngch2n mineral

23. 探明� 动	 t3nm!ng to verify

24. 储量� 名	 ch^li3ng quantity of reserves

25. 密度� 名	 m#d& density

26. 均衡� 形	 j$nh9ng equal, be balanced

27. 沿海� 名	 y1nh2i coastal area

28. 行政区� 名	 x!ngzh-ngq$  administrative region

29. 划分� 动	 hu3f8n  to divide

30. 县� 名	 xi3n county

31. 乡� 名	 xi`ng  town, countryside

32. 实行� 动	 sh!x!ng to implement

33. 自治区� 名	 z#zh#q$ autonomous region

34. 制度� 名	 zh#d& system

35. 宪法� 名	 xi3nf2 constitution

36. 直辖市� 名	 zh!xi1sh#
 independent municipality 

   (under direct central 
   government control)  

37. 机构� 名	 j~g7u institution

38. 机关� 名	 j~gu`n department

39. 均� 副	 j$n all, equally

40. 负责� 动	 f&z9 to be responsible f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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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义勇军进� Y#y6ngj$n J#n
�����行曲� x!ngq^ 

March of the Volunteers

  2. 太平洋� T3ip!ngy1ng Pacific Ocean

  3. 俄罗斯� ]lu5s~ Russia

  4. 珠穆朗玛峰� Zh$m&l2ngm2f8ng Mount Qomolangma

  5. 京杭大运河� J~ngh1ng D3 Y&nh9 Grand Canal (Beijing-Hangzhou)

  6. 浙江� Zh-ji`ng Zhejiang

  7. 杭州� H1ngzh4u Hangzhou

  8. 全国人民� Qu1ngu5 R9nm!n
����代表大会� D3ibi2o D3hu#  

National People’s Congress

 9. 常务委员会� Ch1ngw& W0iyu1nhu# Standing Committee

10. 国务院� Gu5w&yu3n State Council

11. 中央军事� Zh4ngy`ng J$nsh#
����委员会 W0iyu1nhu# 

Central Military Commission

12. 最高人民� Zu#g`o R9nm!n Supreme People’s Court
�����法院� F2yu3n

13. 最高人民� Zu#g`o R9nm!n
�����检察院� Ji2nch1yu3n 

Supreme People’s Procuratorate

专有名词 0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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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厉害：great,  shrewd,  severe,  terrible

例句： 1  那个人的功夫很厉害。(口语中表示“了不起”“太棒

�����������������了”)

      2  王校长很厉害，谁也不敢惹他。( 表示非常严格 )

      3  他伤得很厉害，快送他去医院。( 表示严重 )

2. 仅次于：second only to...

例句： 1  国家副总统的权力也很大，仅次于总统。

      2  大西洋的面积仅次于太平洋，是世界第二大洋。

3. 按照……的规定：in accordance with the rules of…

例句： 1  按照公司的规定，董事会奖励了优秀员工。

      2  按照学校的规定，学生必须穿校服。

4. 由……组成：consist of,  be made up of

例句： 1  学生会由五个人组成。

      2  水是由氢和氧两种元素组成的。

5. 由……产生：produced by,  chosen by 

例句： 1  公司的董事长由董事会产生。 

      2  学生会主席由全体学生选举产生。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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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根据课文判断正误

��1.�中国是世界上面积最大的国家。� □
��2.�长江是世界第三长河。� □
��3.�大运河是南起上海、北到北京的人工河。� □
��4.�中国的畜牧业基地很少。� □
��5.�中国一共有 56 个少数民族。� □
��6.�中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 □
��7.�中国的陆地面积大约为 960 万平方公里。� □
��8.�中国地下矿产很丰富，总储量很大。� □
��9.�中国的人口分布不均衡，西部人口比东部多。� □
10.�中国的主要农作物为大豆和土豆。� □
11.�中国现行的三级行政区是省、县和乡。� □
12.�香港是中国的一个特别行政区。� □
13.�中国的四个直辖市为北京、上海、广州、重庆。� □
14.�中国现在共有 34 个省级行政区。� □
15.�国务院等五大机关均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产生。� □

二、填空

��1.�中国最大的岛屿是 ________，最南部的群岛是 ________。

练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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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中国的四大高原是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

��3.�少数民族分布最多的省是 ________。

��4.�中国最大的少数民族是�________。

��5.�小麦和玉米主要产于中国 ________ 方。

��6.�水稻主要产于中国 ________ 方。

��7.�内蒙古是中国重要的�________ 基地。

��8.�中国的地形 ________ 高 ________ 低。

��9.�长江从 ________ 市入海，黄河从 ________ 省入海。

10.�写出 3 个中国的邻国：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三、根据词义连线

中国通� � � 自然形成的河流

五花八门� � 庄稼

幅员辽阔� � 平衡

均衡� � � 疆土宽广

天然河流� � 对中国十分了解的人

农作物� � � 花样繁多

行政区� � � 一个国家中人数较少的民族

少数民族� � 国家划分的管理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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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根据词语搭配连线 

复杂� � � � 河流

设立� � � � 怪事

遇到� � � � 多样

热情� � � � 均衡

天然� � � � 特区

分布� � � � 帮助

提前� � � � 储量�

探明� � � � 到达

沿海� � � � 基地

生产� � � � 地区

五、用括号里的词语改写句子，保持原来句子的意思不变

1.�我们班共有 12 人。（由……组成）

����

2.�废气来自汽车发动机。（由……产生）

����

3.�学校规定，学生上课不能迟到。（按照……规定 ) 

����

4.�美国是我们的第一大客户，中国是第二大客户。（仅次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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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我很喜欢看电影，另外，我还喜欢摄影。

���（除了……以外，还……）

����

六、选词填空

1.

a. b. c. d. e. f. g. h. i. j.

提前 其 超过 不足 已知 及其 交谈 具体 居 基本上

①�他们� � � � 两个月完成了今年的生产任务。

②�我的同屋会说西班牙语，我们常常用西班牙语� � � � 。

③�� � � � A�大于 B，B 等于 C，那么 A�一定大于�C。

④�2017 年，中国经济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 � � � 世界

����首位。

⑤�你说的� � � � 我都听懂了。

⑥�你的计划太笼统了，不够� � � � 。

⑦�现在学习汉语的人很多，会说汉语� � � � 为奇。

⑧�现在学习汉语的人已经� � � � 了学习德语的人。

⑨�中国人口众多，� � � � 人口总量占世界总人口的五分之一。

⑩�杨先生一直对中国少数民族� � � � 文化很感兴趣。

2.

a. b. c. d. e. f. g. h.

设立 首都 民族 外国 位于 关系 机构 平均

北京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简称京，是中国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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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中心。北京����������华北地区，面积约为 1.�64 万平方公里。

北京四季分明，春秋较短，冬夏较长。年����������气温 13 度，

一月份最冷，七月份最热。主要����������有汉、回、满、蒙古等。

截至 2012 年，北京市与 72 个国家的 124 个首都和大城市有

友好往来����������。北京现在有����������驻华大使馆一百多个，还

有许多国际组织和地区代表机构，及众多外国新闻��� � � � � � � �。

在北京��� � � � � � � �的国外驻京代表机构已超过 7,000 家，外国留

学生 17,000 多人。

七、讨论题 

1.�中国的地理状况及其特征。

2.�中国的行政区划分及其特点。

Chinese for Business Leaders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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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阅读思考

团结的力量

从前，有一个老汉，他有 10 个儿子。这 10 个儿子个个都很有

本领，可是他们都认为自己的本领最高，不把其他兄弟放在眼里。

老汉见到儿子们互不相容的情况，非常担心。他常常苦口婆心地教

导他们要团结友爱，可是儿子们对父亲的话都是左耳朵进、右耳朵

出，根本没放在心上。�

老汉越来越老，他明白自己在世的日子不会很久了。一天，他

把儿子们召集到病床前，对他们说：“你们每个人都放一根筷子在

地上。”儿子们照办了。老

汉让儿子把地上的一根筷子

折断。小儿子稍一用力，筷

子就断了。老汉又说：“现

在把剩下的 9 根筷子捆在一

起，再试着折断。”儿子们

个个使出了吃奶的力气，还

是没能将筷子折断。�

老汉语重心长地说道：“你们都看得很明白，一根筷子很容易

1  中国概况——地理与行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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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词

1  本领 名 b0nl@ng skill, ability

2  互不相容 短语 h&b& xi`ngr5ng mutually repellent

3  苦口婆心 成语 k^k6u p5x~n
 urge time and time again 
with good intention

4  召集 动 zh3oj! to call together

5  折断 动 zh9du3n to break

6  捆 动 k^n to bundle

7  语重心长 成语 y^zh7ng x~nch1ng sincerely and honestly

8  领悟 动 l@ngw& to comprehend

9  良苦用心 成语 li1ngk^ y7ngx~n good intentions

折断，可是合在一起的时候就折不断了。你们兄弟也是如此，如果

单独行动，很容易遭到失败，可是如果 10 个人联合起来，就会产生

出无比巨大的力量，这就是团结的力量啊！”�

儿子们终于领悟到了父亲的良苦用心，都流着泪说：“父亲，

我们明白了。您就放心吧，我们一定互相帮助，团结友爱！”�

 思考：折筷子的故事告诉了我们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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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行家

� � 爸爸问儿子：“孩子，你长大了以后想做什么？”儿子回答说：

“我要当个银行家，我从今天起就做准备，好吗？”“太好了！你

怎么准备？快告诉爸爸。”�爸爸问道。“请爸爸、妈妈、爷爷、奶奶、

外公、外婆……每天都到我这儿来存钱。”

1  中国概况——地理与行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