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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经济全球化不断深入新冠疫情防控进入常态化阶段的背景下,近年来跨境电商发展迅猛的
势头受到了新冠疫情的冲击,对跨境电商人才的需求种类也有了新的要求,在这一方面的专业技术人才
的紧缺影响着跨境电商的可持续发展,本文通过对电商人才需求的分析研究培养策略,为我国今后培养
电商人才提供意见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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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e context of deepening economic globalization and COVID-19's prevention and control has
entered the stage of normalization, in recent years,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cross-border e-commerce has
been impacted by COVID-19, and there are new requirements for the demand types of cross-border
e-commerce talents. In this regard, the shortage of professional technical personnel affects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cross-border e-commerce. This paper studies the training strategy through the analysis of the
demand of e-commerce talents, and provides suggestions for the future training of e-commerce talents in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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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分为出口跨境电商和进口跨境电商。

了跨境电商的行列。我国政府也大力支

快速发展的背景下,中国的跨境电商发

然而出口跨境电商还可以分为外贸企

持跨境电商的发展,近年来不断出台相

展却遭受了人才需求供给不足的困境,

业与企业之间的电子商务交易,也就是

应利好政策,在全国多地设立跨境电子

由于传统的中小型外贸企业的转型升级

我们所说的B2B；外贸企业对个人零售

商务综合试验区,并积极引导跨境电商

及新兴的跨境电商企业的飞速发展,对

电子商务,即B2C；还有就是外贸个人对

运营规范化,制定了《电子商务法》并于

综合性的人才需求较大,当前中国的人

个人网络零售业务,即C2C。其中B2B和

2019年1月1日开始正式实施。敦煌、阿

才市场不足以满足这方面的需求,复合

B2C模式是在跨境电商出口总额中占据

里巴巴等B2B网站就是电商发展的成功

型人才短缺的现状,“用人难”、
“招工难”

主要地位。按运营模式划分,可以分为跨

典范。

已成为中国跨境电商产业面临的一个棘

境B2B贸易服务和跨境网络零售两种类

手问题。并且在新冠疫情的影响下,中国

型模式。

在贸易全球化不断深入,信息技术

在国家的政策扶持下,我国跨境电
商近几年保持着快速增上的态势。

1.2我国跨境电商的发展现状

2020H1中国跨境电商进出口零售总值数

和服务转型升级的问题。所以在这种环

中国的跨境电商发展势头迅猛,交

据分析显示,2015年至2019年,中国跨境

境下,需要培养新背景下的跨境电商人

易规模持续大幅增长,已经稳居世界第

电商进出口零售总值持续扩大。2019年,

才来推动跨境电商的发展。

一。近年来我国的跨境电商交易平台如

中国跨境电商零售进出口总值持续走高,

1 当前我国跨境电商的总体发
展情况

雨后春笋般迅速崛起。随着我国经济的

为1862.1亿元,较上年增长38.3%。2020

稳定快速发展、世界全球化影响的不断

年在新冠疫情的影响下,跨境电商行业

1.1我国跨境电商的发展形势

深入、互联网信息技术的广泛运用,越来

受到较大的冲击,零售进出口总值较上

按照进出口方向划分,跨境电商主

越多的传统外贸企业及中小型企业加入

一年有所减少,但据阿里研究院发布的

的许多跨境电商企业面临着倒闭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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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显示,中国跨境电商交易规模将在

身的技能,掌握跨境电商的前沿理论和技

的成交。因此,技术人才也是跨境电商人

2020年达12万亿元,约占中国进出口总

术并且具有特有的远见,能够洞悉市场。

才中极为重要的一部分。

额的37.6%。

2.2跨境电商的人才岗位结构

在业务,技术的基础上,对跨境电商

商务部的数据显示国内各个跨境电

市场需求是高校专业设置的主要依

企业的管理也是衡量从业者能力水平的

商外贸企业已经超过20万家,电商平台

据。高校在培养跨境电商人才时既要培

一大标准。跨境电商企业对管理岗位从

企业突破5000家,跨境电商的巨大发展

养适应生源变化,学制变化又要不断完

业人员需求大概在11%。

潜力使之有希望成为推动我国外贸发展

善专业人才培养方案,满足跨境电商人

网络运营管理人员,要求其从业人

的中坚力量。

才培养的需求。跨境电商人才除了需要

员需要具有统筹货源,物流,网站推广,

2 跨境电商的人才需求和业务
岗位结构分析

具备一定的外语和外贸知识,还要掌握

订单处理等综合能力,与网络平台搭建

电子商务,国际营销,国际货代与通关等

人才类似,网络运营管理人员同样需要

2.1人才需求和层次结构分析

专业技能。在一定的外贸企业样本的调

具备良好的外语水平,由于这类市场对

即使在新冠疫情背景下,跨境电商

研基础上,跨境电商企业对于相关的人

于这类人才的综合性能力要求较高,以

行业对相关人才的需求更是有增无减,

才岗位主要分为三部分：业务岗位；技

及此类人才的经验往往来自于一线岗位,

并且呈不断扩大趋势,企业对于拥有外

术岗位；管理岗位。

很少有高校能够系统的培养此类人才,

语能力和平台知识的综合性人才需求强

2.3业务,技术和管理岗位人才分析

烈。与国内电商的工作环节相比,跨境电

跨境电商,顾名思义,重点在于商,

商涉及的业务范围包括国际贸易和电子

因此,跨境电商企业对于从业人员在业

3.1学校层面的问题

商务两大领域,是由应用服务和环境三

务岗位的需求是远大于其他两者的,约

一是经费不足跨境电商或者与该行

个环节组成起来的,人才需求也集中体

占55%。进出口类跨境电商在业务岗位需

业相关的专业并不是所有高校都设立的,

现在这三个环节。跨境电商应用主要是

求最多的是：网络平台搭建人才和网络

因此高校在培养跨境电商这方面人才时

包括B2B、零售、出口、进口、信息、交

网络运营管理人员。网络平台搭建人才,

存在缺口。大部分与跨境电商行业相关

易；服务主要是包括外贸综合服务和跨

主要是PHP程序员和前台美工,在需要从

的专业都设立在高职院校,与高校相比,

境金融、物流贷代通关,跨境电商环境

业人员具有相应基础的同时还要求其具

教育部对高职院校的资金投入较少,并

是因为交易双方受到海关的分隔,所以

有良好的外语水平。一个好的网站,能够

且高职院校会将大部分的资金投入在学

需要了解不同的制度、法律、及语言文

更大更大程度上吸引消费者从而占据市

生数量更多,更有专业特色的专业上,高

化,从而使双方能够更加顺畅地进行贸

场份额。例如,像Chanel,Dior这类世界

校无法输入高质量的人才,从而导致了

易往来。

大牌,它们的官网是非常具有品牌特色

跨境电商人才的短缺。

因此该类人才市场缺口较大。

3 跨境电商人才培养中的问题

跨境电商对于其从业者要求他们具

的,包括了品牌故事,产品简述等一系列

二是师资力量不足,与金融,科技等

备较强的综合能力,包括扎实的专业基

吸引顾客的手段,激发顾客的购买欲,得

大热专业相比,跨境电商属于新兴行业,

础,较强的业务能力以及外语能力。跨境

到他们的青睐,从而扩大其商务领域。

缺乏有经验的专业老师在高校中培养学

电商的人才层次结构可以概括为三大

市场策划岗位人员,需要精通海淘

生。学生在高校的学习中缺少了能带给

的全部流程,同时对海淘消费人群和消

他们的系统的专业知识的教授老师,他

初级人才即工具型人才,这种类型

费习惯有深入的了解,需要具有结盟推

们能学到关于跨境电商的相关知识大都

的人才基本上懂得什么是跨境电商,知

广合作谈判的能力以及较强的文案策划

来源于课本或者老师的经验讲解。

道跨境电商应该“怎么做”,熟悉各大跨

和执行能力。

类：初级、中级和高级人才。

境电商平台例如Amazon,Ebay的运营规
则,具有基本的平台运营操作技能。

3.2个人层面的问题

与业务岗位相比,技术岗位的需求

一是实践经验不足,由于实习基地

比较低,约占44%,但是技术人才是跨境

建设滞后,以及缺少相关企业的实习经

中级人才即商务型人才,除了具有

电商人才培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在

验,学生即使在高校毕业后进入工作岗

初级人才的基本技能外,还掌握跨境电

该类岗位上,网络专业推广人员,主要集

位也无法很快融入或者适应电商行业,

商“能做什么”,知悉国际商务活动基本

中在SEO,SEM,SNS,PictureAd等专业人

甚至觉得困难重重从而辞职换工作。根

规律,胜任跨境电商营销的各类模式,市

才,这些岗位专业性强,同样需要具备一

据近年来对跨境电商企业的调查,许多

场的大数据分析,用户体验分析等领域。

定的外语能力,技术要求较高。

学生即使有较好的知识理论基础,但在

高级人才,即战略管理人才,懂得

随着科技技术和经济的发展,人们

实践方面缺乏经验,所以无法快速适应

“为什么要做”跨境电商,能够运用互联

越来越倾向于线上购物。例如,每一年的

职场生涯。加上许多小型电商企业因为

网思维引领跨境电商产业发展,能够熟

双十一,阿里巴巴的技术人员都需要确

疫情的影响纷纷倒闭,导致电商专业的

练运营跨境电商的专业知识并且结合自

保网络,平台的顺利运行,从而保证订单

人才毕业生就业困难,即使有着良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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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知识储备也由于实践经验的不足而

及跨境电商的一些策划管理和维护开拓

确定；在税目以及进出口商品中,扩大了

导致无法在这个行业中找到一席之地。

市场工作；还有就是对消费者的消费心

冰冻水产、酒类、电器等92个税目商品；

理研究。

同时,鼓励、支持企业共建共享海外仓,

二是理论知识不足,由于高校培养
体制,学生很难在学校里学到关于跨境

4.2深化企业与学校之间的合作

对加工贸易保税料件、制成品内销的商

电商的系统理论知识,尤其许多跨境电

一是要加强研究的深入和师资力量

品年底前暂免征收缓税利息等。总而言

商方向的学生,缺乏良好的外语基础,因

投入,要培养出一名合格的跨境电商人

之,政策上的助力,给跨境电商行业带来

此难以很快的立足于职场。

才,学校是一个不可缺少的重要阶段,学

了巨大的发展机遇。

3.3政府层面的问题

校对于跨境电商的课题内容要加强研究,

一是缺少政策支持,即使近年来跨

开发出有针对性的教学方法,不只是单

商作为新兴产业,与传统的国际贸易相

境电商发展迅猛,但是政府在这方面却

纯依靠课本和案例分析进行讲解,针对

比较在多个方面都有着本质的区别,跨

没有明确的政策支持,不像新能源汽车

一些学习起来比较空洞的知识内容,要

境电商在近年来的迅猛发展,现行的相关

行业,各省各地都推出相关的政策来助

多进行教学研究,让学生更容易去理解。

法律法规已经不能满足其需求。因此政府

推新能源汽车行业的发展。因此,由于缺

可以聘请校外有经验的跨境电商人员到

应该从物流、平台建设、税收和市场监管

乏政策的支持,除了浙江,上海,广州这

学校进行教育培训,总结经验。

等方面着手,完善相关的法律法规,为跨

些城市外,其他省份的跨境电商发展较
为缓慢。

二是加强与跨境电商企业的合作,
学校与企业的合作中,学校可以与企业

二是完善相关的法律法规,跨境电

境电商发展提供有力的法律条件。

5 结语

二是法律法规不完善,由于跨境电

构建特色教学基地,企业可以邀请学生

总之,在新冠疫情所影响的当今世

商发展迅速,国家相关法律法规没有跟

去公司参观公司的工作流程,针对学生

界,跨境电商的发展确实受到了不少冲

上时代发展要求,一些跨境电商企业利

所学的跨境电商专业提供相应的实习平

击,但是危机与机遇始终是并存的,从更

用法律漏洞进行一些违法交易,近年来,

台,这样不仅可以培养学生的实践能力

加长远的角度来看,疫情给跨境电商的

针对跨境电商的投诉不断增多,即使在

和动手水平,还可以零距离更好地掌握

提供了更多的发展机遇,比如消费者在

2019年1月1日正式实施了《中华人民共

跨境电商的知识技能。 与企业合作,从

疫情背景下更加倾向于网上购物,加速

和国电子商务法》,但在很多方面仍然存

实践出发,更好地制定跨境电商人才的

了传统外贸企业数字化的进程,也拓宽

在争议。

培养策略。

了跨境电商营销策略和手段等。经历了

4 跨境电商人才培养策略
4.1明确培养思路及目标

4.3政府加大支持政策和完善相关

疫情大浪淘沙后的跨境电商企业将面临
一片蓝海市场,我国的跨境电商行业将

法规

在高校的专业课程学习中,要将专

一是出台合理的支持政策,跨境电商

业与行业岗位实践相结合,培养跨境电

的迅猛发展带动了一个城市的经济发展,

商发展所需要的复合型人才作为培养目

政府应当明确规范进出口税收政策,继续

[1]李佐.浙江省跨境电商人才需求

标。因此要从跨境电商各个行业及产业

落实跨境电商出口货物的增值税、消费税

分 析 及 培 养 模 式 研 究 [J]. 现 代 经 济 信

的调查研究着手,分析电商行业中哪一

退税或免税政策,疫情期间落实完善检

息,2016,(23):477-478.

类的专业人才是较为短缺或是抢手的,

验检疫监管政策措施,对跨境电子商务

从调查研究出发有针对性的培养跨境电

进出口商品实施集中申报、集中查验、

发展的现状与对策研究[J].产业与科技

商行业所需要的专业性人才来弥补人才

集中放行等便利措施。跨境电商行业的

论坛,2016,15(10):15-16.

缺口,从而构建与就业实践岗位相对接

创业进行资金扶持,降低创业门槛。

迈入一个新的时代。

[参考文献]

[2]段小红.我国跨境贸易电子商务

[3]陈明敏.跨境电商人才需求分析
[J].现代经济信息,2019,(22):312.

的课程体系,使得专业性知识与实践岗

2020年由于疫情的影响,国家不断

位相结合,加强外语(英语)尤其是商务

出台有利于跨境电商的贸易政策,不断

[4]王晓林,汪志林.跨境电商人才需

方面的学习。

提高跨境电商整体配套,优化电商市场

求分析——以安徽省为例[J].淮海工学院

一名合格的跨境电商人才应该具备

发展环境。4月7日,国务院会议决定增设

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9,17(8):92-94.

以下条件：除了能与客户进行正常的英

46个跨境电商综合试验区,旨在实现区

[5]陈长英.浙江省跨境电商人才需

语交流之外；更要能熟练掌握运用国际

域协调发展,支持外贸企业开拓国际市

求 分 析 及 培 养 路 径 研 究 [J]. 中 国 商

贸易知识和电子商务技能；及时了解国

场,促进内外贸一体化发展。与此同时,

贸,2015,(02):184-187.

际市场行业动向；灵活运用跨境电商平

在税收政策上,根据2020年最新政策,跨

[6]朱超才.“互联网+"背景下跨境

台进行贸易交往；了解各国的文化及风

境电商企业采用应税所得率方式核定征

电商人才培养策略[J].通化师范学院学

土人情；能在从事的公司企业中从事涉

收企业所得税,应税所得率统一按照4%

报,2016,37(2):97-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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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