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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文章运用“双导师项目制”合作方式打通校企跨境电商人才培养通道,提高高校跨境人才培养
的质量和实用性。通过搭建三级实训模块体系和学生成绩考核体系,建立“教学做”于一体的实操性跨
境电商人才培训体系,促进跨境电商的人才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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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article uses the "double tutor project system" cooperation mode to open the talents training
channel of school-enterprise cross-border E-commerce, and improves the quality and practicality of
cross-border talents training in colleges. By building a three-level training module system and student score
appraisal system, establishing "teaching, learning and doing" in one active cross-border E-commerce talent
training system, promoting the talents training of cross-border E-commer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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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 模 占 总 贸 易 额 比 重 从 1.27% 上 升 至

合性人才的输送和探讨,对深化校企合

2019年全球经济增长动能明显减

38.86%,预计2021年将增长至14.6万亿

作,推动跨境电商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

弱,2020年6月14日IMF修订《世界经济展

元。可见,电商对进出口贸易渗透率持续

的理论与实践指导意义。

望》将2020年全球经济增长预期由最初

增长,有利于对冲出口增速放缓,对外贸

1 高校跨境电商人才培养现状

3.6%下调至-4.9%,全球经济增长压力

稳增长起着重要作用。但现阶段,跨境电

1.1相对完整的专业人才培养体系,

加大。全球经济下行压力持续增大加上

商发展面临较大的矛盾和瓶颈,一方面,

中美贸易摩擦持续向纵深发展,导致我

跨境电商市场潜力巨大,跨境电商人才

近年来,通过互联网收集和分析各

国对外贸易面临前所未有的压力。但随

的需求量日益增长；另一方面实用性电

项数据,把握消费者总体与个性化消费

着新一轮科技革命与创新的驱动,移动

商人才紧缺,综合型跨境电商专业人才

需求,利用大数据进行营销的跨境电商

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人

更为缺乏；跨境电商人才市场需求大与

成为外贸发展新热点、新方式和新手段。

工智能、区块链等新兴技术加快推广与

人才供给短缺之间的矛盾,严重限制了

现阶段,跨境电商人才的培养不仅涵盖

应用推动着跨境电商蓬勃发展。中国跨

我国跨境电商蓬勃发展。因此加快对跨

传统国际贸易,还囊括新型电子商务专

境电商交易规模由2010年的1.3万亿元

境电商专业人才的培养,加强对跨境电

业,市场对于跨境电商人才要求掌握外

升至2020年12.5万亿元,跨境电商交易

商人才体系的建立,加大对适应性和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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片美工,客户服务、金融服务等电商业务
[1]

等多方面的知识和技能(柴畅,2018) 。

从培养理念上看校企人才培养脱节现象
[3]

学业任务繁重(每周课程接近12节),学
校规定同一门课程不许同一天或连续两

明显(朱桥艳等,2019) 。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南国商学院(以下简

2.2校企合作利益需求出现差异

天上课,导致学生集中学习时间少,周内

称“广外南国”)作为一所注重“强外语、

学校-企业利益需求难以求同是影

课程零散周末还需完成课程作业致使学

重实践”的独立学院,不仅开设了上述专

响校企合作进程的主要因素。以广外南

生无实习时间。同时每一位教师每学期

业,而且具有跨境电商创客中心为培养

国企合作为例,一方面,学校建立校企合

至少10个课时,排课每周必须排三天且

创新创业人才奠定良好基础,即在专业

作时追求“名”,进行企业删选中主要偏

时间不能连续,导致老师无时间带领和

培训体系建设上已经形成了协同育人的

向有影响力的大企业且给予较大宣传力

指导学生参加校企合作。另一方面企业

合力。

度,对于有意向的小企业主要由个别老

要求学生拥有成块时间参加实习工作。可

师积极推动合作,受宣传力度较小且较

见,学习时间和实习时间匹配难,也是

难得到领导重视与肯定。另一方面,校企

阻碍跨境电商校企合作人才培养的重

校企合作能够为跨境电商人才培养

合作中交通、食宿等费用也是阻碍合作

要因素。

提供实训基地,通过企业资深专业导师

的主要原因之一。学校要求企业全额支

2.5师资队伍不足,校企合作教学难

的带领,提升学生实践能力动手。广外南

付减少学生负担,企业希望校企合作产

企业、学校的双导师队伍建设是跨

国商学院一直以“在校理论培训,企业专

生效益后垫付部分费用,双方以各自利

境电商校企合作的首要条件。在教学方

业实操指导”为核心理念保持与相关企

益为主导致中小企业校企合作难以持续

面,广外南国电商教师拥有较为丰富的

1.2校企合作紧密,行业企业资源
丰富

业密切联系,针对跨境电商创新创业人

[4]

教学经验,但针对跨境电商教学老师相

(高子清和张金萍,2017) 。

才培养先后与美的、壹号茶仓、广州市

2.3校企合作学生要求过高

对较少,部分教师实践水平有限,对学生

轻芒贸易有限公司、洋葱海外购、裘皮

在校企合作过程中,较多学生要求

实践指导能力相对有限,且实训平台较

协会等开展校企合作。通过专业项目锻

过高和持观望态度。主要原因有以下三

少,学生动手实操能力不足。企业方面,

炼学生能力,实现校企间“点对点”,学

点：第一：学生对校企合作专业对口要

企业导师具有专业技能水平和企业运营

生“毕业即就业,毕业即可上岗”的“零

求过高,处于眼高手低状态。一方面学生

管理,但校企合作电商企业追求投入-产

过渡”。

要求学校提供校企实习机会,并要求实

出比,真正投入校企合作专业指导导师

习机会要符合自身爱好,专业；另一方面

较少,使得教学整体水平较难以与学校

学生对自身认识不明确,缺乏责任心。虽

理论教学相结合。另外,广外南国尚未建

2.1校企培养目标脱节

对实习工作有兴趣,但实习态度变化频

立完整合理的校企合作教师考核激励制

现阶段学校培养和企业所需跨境电

繁,遇到不顺心事件就自动辞职不做,导

度,对教师校企合作活动无专项费用补

商人才存在严重不匹配现象,从培养方

致 学 校 和企业管理负担加重(贾文胜

贴支持,未将建立的校企合作成果纳入

2 跨境电商产教融合人才培养
存在的主要问题

案上看,人才培养方案主要由高校单方

[5]

等,2017) ,同时面临企业投入成本的
[6]

到教师考核和晋升中,以致教师付出的

面制定,处于理论教学阶段,由于课程任

无法收回等问题(周琳等,2016) 。第

劳动得不到相应回报,工作积极性相对

务重,较少学生加入跨境电商企业实训,

二：学生对校企合作企业环境要求过高,

不高。

主要的实操来自各大模拟比赛,实际跨

主要表现在学生实习薪资条件,食宿配

境人才具备的能力与市场需求极不匹配

置等。第三：受家庭观念影响,缺乏吃苦

[2]

3 跨境电商“双导师项目制”
人才培养模型

(张夏恒,2017) 。另一方面拥有校企合

耐劳精神。广外南国大部分学生家庭条

基于实践周和实习期,文章构建广

作的学校,较少学校将跨境电商人才培

件相对殷实,对于金钱和工作关系认识

外南国跨境电商“双导师项目制”人才

养方案给与企业导师共同修订和论证,

浅显,导致学生对校企合作要求过高薪

培养模式,遵循“教、学、做三者合一”

出现“培养-上岗实操”的脱节。从培养

资,积极性不高。

思想,以实践为核心,以试点班级为起始,

理念上看,教育主要由政府部门指导,政
府侧重教育资源配置、社会公共服务、

2.4排 课 机 制 固 化 阻 碍 校 企 合 作
推进

搭建校企项目制团队,企业导师和学校
导师互为作用将教学贯穿整个学习过程,

教育质量监控、国家人力资源储备,因此

校企合作项目需要学生有相对可支

指导学校注重全面提升人才培养质量及

配的时间,但学校排课机制固化,严重阻

技能和较强的工作胜任能力。通过“教、

理论人才培养,而企业培养理念追求“利

碍了校企合作进程。学生作为校企合作

学、做”相联系,拓展学校与企业合作的

润”,更重视实践操作能力和实用性,即

的主体肩负着“双重身份”,一方面学生

广度与深度,解决教学方式脱节问题。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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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做法如下(见图1)：
以广外南国校企合作——壹号茶
仓项目为例。学生管理方面,以项目制
为引导,自学生入学后通过报名选拔进
入试点班级加入该项目,除项目制特定
课程外,学生必须按照教学规定完成其
他教学课程,项目后期收益按分成给予
学生,优秀学生直接企业留有。教学管
理方面,首先,在教学初期,学校教师与
壹号茶仓企业导师就对应工作岗位对
应课程深入讨论课程大纲设计,结合学
校和企业综合培养要求制定专业理论
和实操授课方案,依据市场业务变化及
时调整课程内容,满足企业用人需求,
形成理论、实训、实践融为一体跨境电
商人才培养体系。
其次,在授课模式方面实现“教学
做”一体化教学模式(张丽芳,2017)[7]。
“教”以学校与企业为主体,“学、做”
以学生为主体。首先,学校导师从理论角
度进行知识教学,不便于校外实操的环

图 1 双导师项目制教学模式设计
最后,考核分数由两位导师共同决
关的新课程。主动与具备一定实力的跨

节采用案例教学法、研究性教学法等方
法进行授课,激发学生学习兴趣,提高学

定。学生期末总成绩分为理论学习成绩

境电商企业展开“双导师项目制”合作,

生的自主学习能力与创新性学习能力,

和实践操作能力,理论学习成绩有学校

针对中小企业建立校企育人联盟,建立

为学生跨境电商的学习与实践打下坚实

导师评定占50%,实践操作成绩有企业导

共同育人目标,完善校企合作培训体

基础。同时将平台策划、产品推广、文

师评定占50%,两位导师评分共同构成学

系。此外,加强对校企合作过程中产生

案设计等学习内容与日常课程作业相结

科成绩。综合评分有利于综合评估学生

的费用规划。学校支付进校授课企业教

合,提前为实操做准备。

能力,使学生在理论学习中学会动手操

师费用,学生到跨境电商企业项目实

再者,电商平台运营操作等实操方

作,在实践操作中能明白理论知识实际

训、顶岗实习发生的交通费用、食宿费

面教学由企业导师指导。实践操作内容

应用,对于培养优秀的符合跨境电商发

60%由企业承担,30%由学校支付,10%由

分为三阶段,第一阶段为一级实操模式,

展的复合型人才有重要作用。同时需要

学生自理,项目收益由企业按分成支付

第二阶段为阶段性实操阶段,两个实操

求学生根据理论教学和实践教学内容分

给学生。

主要以校内和校外结合为主,校内教学

析总结本学期学习成果,并对导师、教学

结合企业校外培训,是学生从了解壹号

方式、实操过程存在的问题等提出自己

茶仓电商各大环节到可动手进行操作,

意见,两位导师根据教学内容进行修改

一级实操和阶段性实操可作为实践周学

大纲,促使教学模式不断更新。

4 “双导师项目制”跨境电商

分,第三阶段为整体项目实践,通过前期
学习使学生渐进性了解壹号茶仓电商平

人才培养对策建议
4.1健全“双导师制”校企合作培训

台,借助具体项目检验学生前两个阶段
学习成果与发现之前学习中存在的问题,

4.2合理分配学生在校学习和企业
培训时间
合理安排学生校企学习时间是“双
导师项目制”顺利开展的重要保障。一
方面,建立弹性化的排课制度,合理分配
学生在企业、学校的学习时间,保证在校
理论知识学习的同时每月制定固定企业
实习时间。废除教师排课固化机制,充分

体系

根据最后成果,企业出具实习证明,促使

广外南国应对接广东省跨境电商

给予老师上课时间自由,鼓励专任教师

实践周和实习期有效融入教学中,促进

人才培养需求和自身特点,改善跨境电

定期到企业指导帮助学生。集中安排学

理论与实践的有机融合。

商单一课程体系,增设市场急需人才相

生实践周(月)活动,培养学生吃苦耐劳

154

Copyright c This word is licensed under a Commons Attibution-Non Commercial 4.0 International License.

教育研究

Education Research

第 4 卷◆第 8 期◆版本 1.0◆2021 年
文章类型：论文 刊号（ISSN）：2630-4686 /（中图刊号）：380GL020

的精神,对随意退出校企项目制合作学

商教师赴阿里巴巴,速卖通,亚马逊等平

[2]张 夏 恒 .跨 境 电 子 商 务 人 才 供

生进行严肃批评教育。

台培训实习,完善跨境电商教师培训结

需 矛 盾 与 解 决 路 径 [J]. 当 代 经 济 管

构体系。

理,2017,39(09):68-72.

4.3完善考评体系和师资队伍建设
调动教师积极性是推动校企合作的
主要动力,建立相应的考核评估体系是

5 结论
当前全球经济形式助推跨境电商

[3]朱桥艳,钟飞燕.跨境电商背景下
职业院校现代学徒制人才培养[J].教育
与职业,2019,(22):106-111.

“双导师项目制”持续运行的重要保障。

的发展,高校跨境电商人才的培养应符

一方面,加校企合作“双导师项目制”前

合企业所需人才标准。因此,借助“双

[4]高子清,张金萍.跨境电子商务人

期费用扶持,制定日常培养工作(联络企

导师项目制”搭建三级实训模块体系,

才校企行政协同培养模式的构建[J].黑

业、管理学生、推进工作等)管理办法。

合理分配学生在校时间和企业学习培

龙江高教研究,2017,(05):146-148.

另一方面,加大对项目制教师课时、津贴

训时间,引导学生将课堂学习的理论知

[5]贾文胜,潘建峰,梁宁森.高职院

奖励,将跨境电商教师专业技术能力、企

识 转 化 为实践操作,提高学生学习兴

校现代学徒制构建的制度瓶颈及实践探

业协同育人成果以及社会服务成果等成

趣、积极性和实践创新能力,助推高校

索 [J]. 华 东 师 范 大 学 学 报 ( 教 育 科 学

果加大权重纳入年终考核,提高校企合

加快实践性、应用型人才的培养,建立

版),2017,35(01):47-53+119.

作教师积极性。定期举办项目制学生拜

理论、实训、实践于一体跨境电商人才

[6]周琳,梁宁森.现代学徒制建构的

师仪式和教师表彰活动,对于高技能企

培养体系,实现跨境电商人才的“点对

实 践 症 结 及 对 策 探 析 [J]. 中 国 高 教 研

业导师授予客座教授名誉,鼓励学生分

点”输送,解决跨境电子商务人才供需

究,2016,(01):103-106.

享项目制经验和收获,增加学生成就感

短缺和结构失衡等问题。

[7]张丽芳.“教学做”耦合:高职跨

和项目制吸引力。加大对有经验的跨境

[基金项目]

境电商人才培养模式构建[J].商业经济

电商专职教师招聘力度,加强对现有跨

2020年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南国商学

研究,2017,(14):80-82.

境电商师资队伍的专项培训,定期邀请

院校级质量工程建设项目(2020JG14)。

跨境电商专业人才、平台CEO等对在校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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