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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ross-border e-commerce is developing rapidly in the context of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Because of the development of cross-border e-commerce, the demand for e-commerce 

talents is also increasing. At the same time, the quality of e-commerce talents in society is 

increasing. The requirements are also constantly improving, so universities must increase the 

emphasis on the training of cross-border e-commerce talents, and provide the society with 

composite talents for e-commerce. However, because the current talent training cycle of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is too long and lacks resources, so There are still many problems that have not been 

resolved. These problems have severely hindered the development of cross-border e-commerce 

talent training. This article also focuses on the analysis and research of the training of cross-border 

e-commerce talents, and also proposes countermeasures to solve these proble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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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跨境电商在一带一路的背景下飞速发展着，而正因为跨境电商的发展，对于电商人才

的需求量也在不断增加，与此同时，社会对于电商人才的质量的要求，也在不断提高，所以

高校必须加大对跨境电子商务人才培养的重视，为社会提供电子商务方面的复合型人才，但

是因为现在的高校人才培养周期太长，并且缺乏资源，所以还有很多问题没有得到解决，这

些问题严重阻碍了跨境电商人才培养工作的开展，本文也主要围绕跨境电子商务人才培养问

题展开了分析和研究，同时还提出了解决这些问题的对策。 

1.引言 

跨境电子商务发展过于迅速，而人才供给跟不上发展，有部分跨境电子商务公司在不断

的扩大规模之后，出现严重的人才漏洞，而因为人才的缺乏，企业的发展也受到阻碍。人才

的培养主要是在高校中进行的，所以说高校承担了大部分的人才培养责任，面对企业的需求

和社会的转变，高校人才培养模式也应该产生一定的变更，只有更新人才培养理念，加强对

人才培养的重视，才能顺利开展人才培养工作，并且顺利为社会和企业提供社会和企业所需

要的跨境电子商务人才。 

2.跨境电子商务人才培养的主要问题及其现状  

（一）跨境电子商务人才培养现状  

就现阶段而言，跨境电子商务的发展正处于一个蓬勃的阶段，也因此十分缺乏跨境电子

商务人才，随着社会对于跨境电子商务人才的需求越来越大，有很多高校也开始开设跨境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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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商务课程，甚至将跨境电子商务独立出来，成为一个专业。不过因为跨境电子商务是近年

来才兴起的，所以，如果将跨境电子商务作为一个专业，就会发现跨境电子商务的课程理论

和实践体系难以形成，同时也难以匹配到优秀的师资队伍，因此跨境电子商务人才培养中有

一个非常显著的问题暴露出来，那就是在这样的人才培养体系中培养出的人才并不能够满足

社会对跨境电子商务人才的要求，而在网络上也有电子商务培训课程，但是这些课程往往良

莠不齐，而如果企业自行培养跨境电子商务人才，则需要投入更多的精力和金钱，但是，如

果企业没能够留住所培养的跨境电子商务人才，那么这就成了一笔损失。 

（二）现有高校培养专业体系，难以培养出复合型的跨境电商人才  

跨境电子商务人才是一种复合型人才，仅仅具备专业知识，是无法胜任跨境电子商务岗

位的，因为跨境电子商务也就意味着需要和其他国家进行业务往来，如果不具备外语能力，

无法进行跨境交易。并且外语能力指的也不仅仅是语言能力，还有文化，跨境电子商务人才

在掌握外语的同时，还应该熟悉其它国家的文化背景和消费习惯，只有对这些有一定的了解，

才能更好地进行跨境交易。在高校跨境电子商务人才培养的过程中，最难的地方就是对学生

语言能力的培养。并且因为跨境电子商务的课程模式和实践体系都还存在一定的问题，所以

跨境电子商务人才培养体系也不够成熟。除此之外，高校的人才培养方案虽然非常严谨，但

是有一个致命点，那就是不会跟随社会的变化而进行适时的调整，这样会导致高校培养出来

的人才已经落后于社会的需求，而在人才培养层次方面，很多本科院校和专科院校都开设了

电子商务专业，但是培养电子商务研究生的高校却非常稀少。因为这样，我国电子商务人才

培养受到了一定限制。 

（三）教师考核灵活性不足，高校缺少跨境电商培养环境  

无论是想要建设或发展哪一专业，首先都应该建设一支强有力的师资团队，但是跨境电

子商务专业十分缺乏强有力的师资团队，校企合作模式也没有完全的贯彻，很少有跨境电子

商务企业会参与进高校的跨境电子商务人才培养中。而高校对于教师的考核方式也非常不灵

活，教师往往要承担三门以上的课程教学，才能完成教学任务考核，导致教师没有精力钻研

跨境电子商务。 

3.跨境电子商务人才培养应对策略  

（一）“多层次”人才培养  

跨境电子商务人才培养应该从单一培养转向多层次培养，这里指的多层次，并不只是学

历多层次，也是指生源的多层次。学历多层次指的就是按照社会和时代的需求，为满足企业

对人才的需求，将跨境电子商务人才培养划分为多层次，并不局限于专科或本科院校，可继

续延伸。而生源多层次则是指不止向电子商务专业的学生开展跨境电子商务课程学习，也可

以向外语外贸专业的学生开展跨境电子商务课程学习，同时还可以为企业的跨境电子商务岗

位提供人才培养。不同的学校都可以在自身特色的基础之上，和企业进行合作，共同打造人

才培养体系。 

（二）建立灵活教师考评办法，设置教学研究中心  

教师考评方式必须更加灵活，因为如果教师考评方式不够灵活，那么教师就没有精力继

续钻研跨境电子商务，而教师如果不能不断更新自己对跨境电子商务的认识，对于高校的人

才培养也会产生很大的影响，因为教师是学生在前行路上的指导者，教师的教育教学理念，

对于学生的影响是巨大的。 

（三）校企尝试合作，搭建“多层次”实践教学培养体系 

企业培养跨境电子商务人才主要侧重于实践能力，但是企业培养的电子商务人才不能保

障其不会流失，其一旦流失，就会对企业造成巨大的损失，而市面上存在的跨境电子商务培

训机构往往费用都很高，并且培训能力也得不到保障。学校在培养跨境电子商务人才方面主

要问题是不够重视对学生实践能力的培养，并且教师的教育教学理念过于落后，如果学校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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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建立校企合作模式，并提高对学生实践能力的重视，让学生能够得到更多的实践机会，

了解真实的跨境电子商务工作岗位的工作内容和工作需求，就能够完善跨境电子商务人才培

养体系，使学生成为更加符合社会和企业需求的跨境电子商务人才。 

4.结论： 

在对跨境电子商务人才培养体系的研究过程中，会发现很多问题，这些问题对于跨境电

子商务人才培养的影响都是巨大的，为了能够使跨境电子商务人才培养能够更加顺利，就必

须解决这些问题，加强校企合作，满足学生学习发展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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