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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expansion of the scope of the application of Internet information technology in 
China, the scope of the Internet used by educators in curriculum teaching has become wider and 
wider. In recent years, China has vigorously promoted the development concept of "mass 
entrepreneurship and innovation by all people." + Double innovation mode to promote the progress 
of talent training in universities. The training of cross-border e-commerce foreign language students 
has become a key educational goal to expand the demand for talents in the cross-border 
e-commerce industry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the development of the Internet. In the context of 
education reform, it is necessary to start from the three main bodies of students led by teachers, and 
to create a double-creation background on the Internet Under the cross-border e-commerce foreign 
language talent education plan and formulate with a reasonable plan, it is committed to training 
students into composite application tal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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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我国互联网信息技术应用范围的扩增，互联网被教育者应用于课程教学的范围越

来越广，近年来我国大力推行“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发展理念，因此，可通过结合互联网+

双创模式，推进高校人才培养进度。跨境电商外语专业的学生培养成为互联网发展背景下，

拓展跨境电商行业人才需求的重点教育目标，在教育改革环境下，需要从教师领导学生三个

主体着手，对互联网加双创背景下的跨境电商外语人才教育计划与以合理的方案制定，致力

于将学生培养为复合型应用人才。 

1.“互联网 + 创新创业”背景的内涵 

近年来，我国经济发展中心逐渐从传统的工农业产业发展转变为互联网发展，互联网发

展环境下需要加强人们对产业建设的创新和创业意识。“互联网+创新创业”的发展，能够为未

来人们的生活提供更高的品质保障。然而，“创新创业”能力的提升要求各行业人才具有扎实

的专业能力，例如跨境电子商务专业的外语人才培养，跨境电子商务是以跨国际贸易的方式

进行货物交流，因此在人才培养需要顺应时代的发展趋势，符合国际发展特点，强调跨境电

商外语复合型专业人才的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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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跨境电商专业外语人才需求分析 

2.1 跨境电商概念 

我国互联网信息技术的不断发展，将国外的产品引入中国成为可能，互联网的通信技术

让人们更多的了解国际产品。跨境电子商务指的是不同国家交易主体通过网络平台，对信息

或货物进行交换，其中需要涉及到的支付结算、产品的物流送达，都需要跨越国家边界进行

物流配送。由于货物交流存在不同的交易主体，因此，可将跨境电子商务分为以下三种：C2c
跨境电商、B2c 跨境电商和 b2b 跨境电商。跨境电商交易模式有传统的海投转变为代购的形

式，随着发展周期的延长，跨境电商商品交易逐渐变得正规化，条理化和规模化发展。 

2.2 跨境电商所需人才分析 

跨境电商是一种需要结合电子商务、国际贸易知识结合国外语言表达能力等部分构成的

新型的对外贸易模式，跨境电子商务交易模式的进展需要较高素质的从业人员，不仅包括对

物流的管理、商品的接单配送，语言也成为从业人员必须具备的业务能力之一。根据目前我

国，各高校对跨境电子商务外语人才的培养情况来看，存在许多缺口，无法满足市场的人才

需求。比如企业对跨境电商人员进行招聘时，大多数应聘者存在专业知识不扎实，视野不宽

泛，沟通能力较弱以及知识面不广的问题。然而，“互联网+创新创业”发展模式下的跨境电子

商务外语人才培养强调综合性人才教育，不仅要求教育者提高学生专业知识的教学效率，更

强调学生在交流沟通方面必备的技能。 
至目前为止，我国跨境电商行业的发展，存在的主要问题是缺乏专业的语言沟通人才。

尽管在人才引进方面政府加大了政策的执行，但由于不同地区人才总量的特殊性，很难改变

全国范围人才总量需求。基于此，需要高效提高对人才培养的重视。可采取以下方式这些人

才教育质量提升：强化校企合作机制，为跨境电子商务专业人才的培养方案进行有效的策略

探讨，将不同的地区高校资源作为实验基地，以互联网技术和创新创业教育理念为着手点，

拓展高校人才教育资源，为学生建设高质量的教育水平；强化在校学生职业培训，传统的跨

境电子商务外语人才大多停留在书本知识的教育层面，然而这是一种停留在英语笔试教育模

块，很难提高人才在市场上的适应能力，所以，为了缓解这一教学矛盾，可以建立一站式服

务模式，如建设跨境电子商务专业的人才创业和孵化中心，并加强政府优惠政策的给予，让

跨境电子商务专业人才更多的投入到当地跨境电商岗位，以满足市场上的人才需求。 

3.跨境电商外语人才培养模式分析 

3.1 强调跨境电商外语人才培养方案的合理性 

高等教育学院是互联网+双创背景下跨境电商外语人才培养教育基地，需要加强对外语人

才培养方案的合理性构建，以社会发展为考量背景，以市场的人才需求为课程体系构建的考

量指标，为人才培养提供良好的教育体系。对于企业领导者而言，加强对高校学生实训工作

的引导，有利于企业做好储备干部的员工吸收模式，当然这也需要企业领导者针对跨境电商

实际工作岗位进行合理的规划制定。此外，高校为学生提供校企合作机制时，尽量联系能够

提高学生语言实践应用能力、强化企业运营知识的岗位实践企业，进而为学生创造更多的学

习机会。 

3.2 加强多媒体技术的教学引用 

“互联网+双创”背景下可充分借助多媒体技术，对跨境电子商务外语课程人才培养提供丰

富的教学资源，随着信息技术的不断发展，网络资源与教学环节可充分融合，应用到跨境电

子商务，外语课程教学内容，以图形、文字、声音、视频并茂的方式，提高课堂教学效率，

将多媒体技术充分呈现出来。除此之外，再进行跨境电商外语课程教学环节，教师应重视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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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的自主学习能力培育，以启发式的教学方法启迪学生加强问题思考，为今后创新创业思维

的拓展奠定基础，例如知名企业家座谈会、演讲台的方式，都可作为学生学习，外语知识提

高学生听说读写能力的有效路径。 

3.3 多课程的结合学习方式思考 

多课程的结合方式学习特点在于多元化、及时性、丰富性。“互联网+双创”背景，应该以

创新创业为教育的最终目标，以互联网信息技术为人才培育载体，加强对互联网环境中教育

资源的使用，这就要求教师具备相应的能力，为学生提供移动学习资源学习渠道。现阶段，

最受教育者青睐的新型教育模式包括开放课程、翻转课堂和慕课教育模式等。其原因在于，

新型教育模式能够实现学生个性化、互动性的课堂学习方式，满足学生跨境电子商务专业知

识学习效率，将跨境电商外语人才落实为创新型培养方案。在此过程中，学生自主学习能力

和学习意识是学生提高学习效率的重要组成因素，缺乏学习兴趣的跨境电商外语知识学习是

学生始终无法领悟真正的学习意义的阻碍因素，需要教育者提高重视，加强对学生进程的关

注，如采用网上透明交作业的方式促使学生认真完成学习任务。 

4.结语 

总而言之，“互联网+双创”背景下的跨境电子商务外语人才培养，是社会发展的主要内容，

为推进跨境电商行业的更深远的发展道路，需要具备创新思维和创业能力的专业人才，由于

跨境电商的特殊性，语言成为人才必备能力，因此，加强跨境电商外语人才教学方案的合理

性构建，具有非凡的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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