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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usiness Chinese students, intermediate to advanced
 MP3 disk

 A series of comprehensive, innovative business Chinese textbooks designed for students studying abroad in 

China. Content is thorough and multi-faceted. Book can function as a series or individually. Suitable for any 

business Chinese course offered by universities in China.

 Topic-based textbooks, with a rich variety of original topics, reflecting the evolution of business Chinese 

education, fully embodies the notion of “General Business”.

 Uses cases studies as a teaching tool, featuring real cases. While students reflect independently, discuss in 

groups, analyze and assess, they also gain knowledge about commercial affairs and practice applying their 

Chinese skills.

Zongheng Business Chine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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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arm-up 
Questions

热身问题：

1. 你知道怎么看一趟车最早一班是什么时候，最晚一班是什么时候吗？

2. 你知道怎么看一趟车起点是哪儿，终点到哪儿，票价是多少吗？

3. 你坐的公交车是无人售票的还是有人售票的？如果没人卖票，那人们怎么给

钱？你应该给多少钱？

4. 坐地铁不知道应该从哪个出口出时，应该怎么办呢？

5. 乘坐出租车时，拿出租车发票可以帮我们什么忙？

市内公共交通
来中国后，你有没有坐过公交车、地铁或者出租车？你会看公交车的站牌和地铁站里的指示牌

吗？让我们一起来学习吧。

第     5     课

第一部分 图片阅读

1 地铁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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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站 开 往 嘉 禾 岗 方 向

首班车：  6:14
末班车：23:59

停止售票入闸时间：23:54

本 站 开 往 广 州 南 站 方 向

首班车：  6:15
末班车：23:35

停止售票入闸时间：23:30

Reading Diagrams Expansion 
Rea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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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租车广告

全国66个城市，500多网点，70余款车型，24小时营业，不限里程！为

个人及企业提供短租、长租等专业化的汽车租赁服务，以及送车上门、异

地还车、GPS导航、道路救援、代驾、接机、送机等完善的配套服务,	全国

24小时服务热线400-616-6666。

1.	网点	 wAngdiAn  branch

2.	里程	 lJchéng	  mileage

3.	租赁	 zOlKn	  rent; lease

4.	异地	 yKdK	  other places

5.	导航	 dAohWng	  navigation

6.	救援	 jiMyuWn	  rescue

7.	代驾	 dSijiS	  designated driving

	 根据短文判断对错：

(1) 这个租车公司的车只租给个人。（					）

(2) 这个租车公司的车租给你后，不管你开多远，都按时间收费。（					）

(3) 这个租车公司的车可以按天租，也可以按月租或年租。（					）

(4) 租这个公司的车必须到公司的网点去取车。（					）

(5) 租这个公司的车只能在本地借本地还，不能在广州借，在上海还。（					）

(6) 如果你自己的车突然在路上坏了，需要开别的车回家，可以找这个公司。

	 （					）

(7) 租车可以自己开，也可以由这个公司提供司机。（					）

(8) 这个租车公司晚上休息。（					）

第三部分  拓展阅读

1	 在出租车上丢了东西怎么办？

马克来中国旅行，拍了很多漂亮的照片，当他高高兴兴准备回国的时

候，突然发现他的相机不见了。原来他坐出租车时，不小心忘在车上了。

Practical Rea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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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图片回答问题：

(1)	 这是几路车？

(2)	 这趟公交车最早一班是几点？

(3)	 最后一班车是几点？

(4)	 这路车一张票多少钱？

(5)	 起点站是哪里？终点站是哪里？现在是哪一站？下一站是哪一站？

公交车站牌

羊城通

4

1

第二部分       实用阅读

羊城通是一种交通卡，坐地铁公交不但节省排队买票的时间，还有9.5

折的优惠。如果你在一个月内乘坐公交地铁的次数超过了15次，那么从第

16次开始，票价可以打6折。你可以花80元在7-11便利店或者天天洗衣店买

一张羊城通卡，但卡里面只有50元，另外的30元是买羊城通卡的押金。如

果以后不想用了，可以到地铁服务中心退还押金。

1. 节省 jiéshDng   save

2. 乘坐 chéngzuò   take (the bus, taxi and etc.)

3. 便利店 biànlìdiàn   convenience store

4. 押金 yQjUn   deposit

5. 退 tuì   return

生
  词

┃Zongheng Business Chinese·Challenge to Read (Intermediate)┃

┃Zongheng Business Chinese·Comprehensive Course (Advanced)┃

Listening

Reading Business Case 
Analysis

Business 
Knowledge 
Expansion

Zongheng Business Chinese· 

Challenge to Read (Pre-intermediate) 
978-7-04-035429-4  162 pages Authored by Chen Jun

Zongheng Business Chinese· 

Challenge to Read (Intermediate) 1 
978-7-04-036373-9 195 pages Authored by Chen Jun

Zongheng Business Chinese· 

Challenge to Read (Intermediate) 2 
978-7-04-036372-2  214 pages Authored by Chen Jun

Zongheng Business Chinese· 

Comprehensive Course (Advanced) 1 
978-7-04-035569-7  140 pages 

Authored by Guo Shuguan and 

Wang Shuhua

Zongheng Business Chinese· 

Comprehensive Course (Advanced) 2 
978-7-04-036237-4  146 pages 

Authored by Wang Shuhua and 

Guo Shugu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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