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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article firstly introduces the demands and requirements for business English 

professionals in the context of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analyzes the industrial environment in 

Chengdu and the lack of existing practical training practice in talent cultivation, points out the 

importance of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education in the training of professionals. Then it 

provides suggestions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college-enterprise collaborative 

“production-teaching-entrepreneurship” practice base: finding suitable business partners; 

developing the specialty collaboratively; combing innovation with entrepreneurship and facilitating 

entrepreneurial incubation; implementing college-local government cooperation and connecting 

vocational talents training of different levels; serving the society and influencing relevant secto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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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摘要. 本文首先介绍“一带一路”背景下对商务英语专业人才的需求和要求，分析成都

地区的跨境电商产业环境，剖析人才培养现存的实践环节缺失问题，指出专业人才培养中创

新创业教育的重要性。针对“产学创”校企协同育人实践基地的建设给出建议：寻找合适的

企业伙伴；开展专业共建；双创贯通，创业孵化；校地合作，中高职人才培养衔接；服务社

会，辐射影响。 

1．引言 

“一带一路”内涵是“五通三同”。“五通”就是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

金融通、民心相通。“三同”就是利益共同体、命运共同体和责任共同体。现阶段的重点是

基础设施建设，基础设施建设完成，物流打通后，将连接沿线国家的贸易往来。随着我国与

“一带一路”沿线各国的经济政治联系和文化交流日益加深, 实施这一倡议所产生的当代中

国经济产业升级、产业转型必然带来迫切的人才需求。四川处于陆上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

路的交汇点，是连接西南西北、沟通中亚南亚东南亚的重要交通走廊，内陆开放的前沿阵地

和西部大开发的战略依托,是“一带一路”有机衔接的重要门户。解决“一带一路”进程中的

人才短缺，是未来教育界契合国家倡议的重大课题，也是当前高校商务英语专业必须承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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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 [1]。跨境电商被称为互联网时代的“网上丝绸之路”，在经济全球化、贸易一体化的快

速发展的背景下，跨境电商凭借着电子化、全球化、简介化等优势在国际贸易中成为重要的

商业模式[2]。学校人才培养要服务于产业，服务于经济，商务英语专业的人才培养模式也应

做相应的调整，从过去更多强调语言能力的培养调整到突出专业实操技能，适应“一带一路”

发展需求的跨境电商人才。 

2．商务英语专业“产学创”校企协同育人实践基地建设的必要性 

2.1  成都跨境电商产业环境 

2016年1月国务院正式下发《关于同意在天津等12个城市设立跨境电子商务综合试验区的

批复》，成都成功入选。成都市政府专门成立了跨境电商公共服务平台，为跨境电商企业提

供线上一站式服务，集合海关、检验检疫、外汇管理局等行政部门，办理业务一站直通，高

效便捷。平台还具备一站式通关，一键式平台、店铺、商品管理功能，同时为个人消费者提

供身份证信息认证、订单跟踪等服务。该平台预期打造跨境电商产业链综合服务体系。此外，

成都市政府也在积极的引进跨境电商项目入驻自贸试验区。成都市政府相关部门也出台相应

的激励政策和文件，推进跨境电商产业的发展。2017年8月11日，成都市商务委、成都市财政

局对外发布了《关于申报成都市2017年跨境电子商务支持资金的通知》，并公布了《成都市

2017年度跨境电子商务支持资金实施细则》(以下称《细则》)。《细则》中提出安排专项资

金用于打造成都市的跨境电子商务产业、提高跨境电子商务发展水平、完善跨境电子商务支

撑和服务体系 [3]。 

综上，无论是从国家大环境，还是成都市地方政策来看，对于商务英语专业的学生都会

是很好的机会，关键在于专业的人才培养能否满足目前乃至以后的成都经济发展。 

2.2  商务英语专业人才培养现状 

在对商务英语专业往届248名毕业生的问卷调查中，就“你认为商务英语专业毕业生在以

下哪些方面的能力与企业的要求存在较大差距？”一题的回答，其中，125人，占调查人数50.4%

的毕业生选择了“实践动手能力”。171人，68.95%的毕业生认为专业学生需要在实践环节加

强。实践动手能力是商务英语专业毕业生的软肋。专业人才培养需找准方向，大力推进学生

实践操作能力培养，开拓路径，寻求专业实训实践机会。 

2.3  创新创业教育是教育部强调的重点，也是学校发展的重心 

教育部教职成2018（1）号文“教育部等六部门关于印发《职业学校校企合作促进办法》

的通知”中明确指出“产教融合、校企合作是职业教育的基本办学模式，是办好职业教育的

关键所在”，要“发挥企业在实施职业教育中的重要办学主体作用，推动形成产教融合、校

企合作、工学结合、知行合一的共同育人机制，建设知识型、技能型、创新型劳动者大军，

完善现代职业教育制度”。文件从校企合作形式、促进措施以及监督检查等多方面促进、规

范和保障职业学校校企合作[4]。该《办法》的颁布，将更加有利于商务英语专业与企业校企

合作项目的开展，提升专业学生实训实践能力。 

教育部教职成2015（6）号文《教育部关于深化职业教育教学改革全面提高人才培养质量

的若干意见》中对创新创业的教育提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其中包括以下重要指导性意见：

以增强学生就业创业能力为核心、面向全体学生开设创新创业教育专门课程群、推动校企共

建校内外创业教育实践平台、切实增强职业院校技术技能积累能力和学生就业创业能力。可

见，创业教育已成为高职院校各个专业人才培养体系中十分关键的一个环节。 

成都职业技术学院目前正处于四川省优质高职院校建设周期。优质院校建设期间，学院

将坚持“创新驱动、重点突破、内涵发展、特色发展”的建设原则，按照“需求导向、产教

融合、双创贯通、内涵提升”总体思路，突出产教融合协同育人和创新创业教育，建成国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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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流、国际可比的优质高职院校，引领服务成都现代服务业发展。商务英语专业在校企合作

的过程中也需要充分融入创新创业教育，顺应学院建设发展需要，也是对教育部相关政策的

积极响应。 

3．“产学创”校企协同育人实践基地建设内容 

综上多方面分析，寻求跨境电商类企业共建“产学创”校企协同育人实践基地将会是商

务英语专业人才创新、创业实践能力培养的有效途径。 

3.1  寻求合适的企业合作伙伴 

校企合作不能流于形式，随便找个企业签个协议、挂个牌就算完成。需要多方面考核，

考核企业的本身实力、经营范围、经营状况、企业文化和企业愿景等。有些企业本身实力虽

然足够支撑这个校企合作项目，却不愿意涉足职业教育领域；也有企业与高校合作意愿强烈，

但是本身处于发展期或初创期，心有余而力不足。也有企业校企合作经验不足，前期信心满

满，往后的合作中拖沓推诿，后劲不足，没办法长期持续合作。 

经过前期的多次考察与沟通，商务英语专业锁定四川安德在线网络科技有限公司为意向

合作伙伴，共同打造专业“产学创”校企协同育人实训基地。公司以供应链和电子商务系统

为基础，以仓储，物流为中心，整合成六大业务板块，即跨境电子商务分销平台、国际国内

电子商务分销平台、第三方软件、国际物流、国内物流和国内仓储。公司精益于B2B、B2C

等领域为客户提供专业的、个性化的第三方仓储、物流、配送和信息金融服务；效力于为广

大跨境电商提供国际小包、国际专线、国际快递等具有综合优势的物流服务。公司经营范围

契合专业人才培养方向，公司也是崇州市电商协会副会长单位，拥有行业背景；更重要的是

公司在校企合作方面已有近10年的历史，积累了很多校企合作经验，拥有广东理工学院跨境

电商实训中心、成都大学跨境电商实训基地等成功案例。 

3.2  校企专业共建 

校企双方商议无异议，签署校企合作协议，进入项目实质性建设阶段。首先要成立专业

共建委员会。委员会成员由学校、企业和跨境电商行业共同组成。专业共建委员会负责专业

建设的指导、管理和监督工作，专业建设团队负责具体的建设任务实施。借助企业资源，采

用问卷、现场访谈、实地考察等方式开展专业调研，完成专业人才需求报告，据此进行专业

人才培养方案的调整，课程设置更新。将商务英语专业人才培养重心从先前的“英语+商务”

调整到“英语+商务+跨境电商实操”，使人才培养更具针对性，就业更有指向性。 

3.3  线上线下实训平台打造 

在互联网+时代，实训条件的打造也需线上线下双管齐下。线上可以链接成熟的跨境电商

平台速卖通、亚马逊和WISH等，同时拥有由合作企业开发的跨境电商ERP模拟系统，可以完

成订单管理、产品刊登、包装验货、称重出库等跨境电商全流程模拟操作。 

线下实训中心按照功能布局分为：教学实操区、选品商议区、摄影设计区、创业孵化区、

产品展示区、宣传留影区、物流售后区。学生在进行ERP模拟操作后，进入真实作业区，完

成跨境电商各流程业务操作。 

3.4  双创贯通，创业孵化 

结合成都商品特色，组建专业跨境电商创业团队。专业学生通过自主报名加选拔的方式

成立创业团队。创业项目有两种形式，一是创业团队在学校老师和企业导师的双重指导下完

成选品、店铺搭建、店铺运营等工作；二是企业直接将承接的社会项目交由学生团队来完成，

学生团队成为企业的项目组之一，完成跨境电商某一环节的任务，比如：图片处理、产品描

述、英语客服等工作。两种形式都需要企业的资源，技术指导、项目提供等。除了成立创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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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队，还可以举办专业创新创业大赛，企业提供经费赞助，学生团队根据自身的条件和想法，

开展各式创业活动。让学生动起来，在行动过程中积累经验，锻炼能力，通过创业实践，提

升创业能力。专业和企业将联合对表现突出的创业团队进行辅导，提供便利条件和支持，助

力创业孵化。 

3.5  校地合作，中高职人才培养衔接 

企业落户崇州市，享受崇州市政府大力的优惠政策和扶持力度。企业有足够号召力召集

崇州市中职学校与我院共同成立跨境电商职教集团，由我院商务英语专业完成对当地中职学

校商务英语类专业的专业指导，开展师资培养，实训资源共享等。通过举办中高职创新创业

大赛，加强中高职学生、老师之间的交流，加深中职学校学生对学院商务英语的了解，对于

商务英语专业来讲也是一个选拔优秀中职学生的途径。通过单独招生政策，为优秀中职学生

提供一个学历提升和继续学习的机会。 

3.6  服务社会，辐射影响  

成都良好的跨境电商氛围意味着大量的跨境电商人才需求。与企业合作成立跨境电商人

才培训中心，面向社会提供跨境电商培训项目。培训不仅仅解决培训学员会操作的问题，培

训方还将整合行业资源，聚集有跨境电商人才需求的企业，搭建跨境电商人才就业平台，为

参加培训的人员提供就业机会，同时也为跨境电商企业提供人力资源。 

4．结束语 

校企合作应该是三赢的，企业、学校和学生都能从合作中受益，实践基地的建设需要同

时具备生产、教学和创业三大功能。企业在合作项目中的精力和时间投入是需要有回报和收

益的，只有企业能在合作中受益，这样的合作形式才能够长久。当然，在企业受益的同时，

学生也在参与创业项目的过程中，锻炼了实操能力，解决专业以往人才培养中的一大短板，

人才培养质量得以提升。在和企业的合作过程中，专业团队的老师也能有机会参与企业真实

的项目，提升实践教学能力。此外，企业的专家也将作为校外师资资源，成为专业教学资源

的有益补充。希望在教育部等六部委校企合作新政的促进下，商务英语专业与四川安德在线

网络科技有限公司的合作能够开花结果，成果丰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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