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研究

Education Research

第 3 卷◆第 12 期◆版本 1.0◆2020 年
文章类型：论文 刊号（ISSN）：2630-4686 /（中图刊号）：380GL020

互联网环境下如何培育商务英语专业学生跨境电商创新创业能力
袁艳艳
娄底潇湘职业学院
DOI:10.12238/er.v3i12.3489
[摘 要] 基于互联网环境下,各领域在创新发展阶段对人才需求量持续性增加,市场调研高质量复合型
技术人才的需求尤其大。对此情况,我国教育机构非常重视,并在人才培育方面加大力度,创新培育方法
与模式,以实际效果突出教育行业的影响性。其中,在商务英语专业学生跨境电商创新创业能力培育方面,
借助互联网技术设计教学内容,解决传统化教学模式中的不足问题,为我国跨境电商企业人才需求提供
良好的基础保障,从而确保我国跨境电商行业的稳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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