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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e era of network economy, electronic commerce talent cultivation is an important issue for the current 

higher education research. In order to cultivate electronic commerce talents, who can meet the needs of times 

and the changes, we put forward E-Commerce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interdisciplinary talents 

education system multi-level linkage resource sharing based. According to the demand of electronic commerce 

talents in China and regional economy characteristics, we proposed that it should be oriented by industry 

innovation and cross-border e-commerce market demand, been defined the level and direction of talents 

cultivation and development. Also, we should persist in multilayer linkage, schools’ resources sharing, 

reciprocal needs between schools and enterprises and the combination of production, education and scientific 

research. Then we cultivate electronic commerce talent with the ability of practice and innovation, in line with 

the social needs of e-commerce industry. 

Keywords: Multilayer linkage, Resource sharing,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Electronic commerce 

 

多层联动资源共享思想的复合型电子商务人才培养研究 

鲍福光1,2, *, 琚春华1,2, 顾秋阳1,2 

1浙江工商大学 现代商贸研究中心，杭州，310018，中国 
2浙江工商大学 管理工程与电子商务学院，杭州，310018，中国 
*通讯作者 

中文摘要 

在网络经济时代，电子商务人才培养是当前高等教育研究的一个重要问题。为了培养能够及时适应时

代需求与变化的电子商务人才，我们提出了多层联动资源共享思想的复合型电子商务人才培养体系。

本文结合中国电子商务人才需求与区域经济特点，提出了中国的电子商务人才培养应以产业创新和跨

境电商的市场需求为导向，明确人才培养层次和培养方向,坚持多层机制联动，多校资源共享，校企

需求互补，产学研结合的人才培养模式，培养具有实践能力和创新能力,符合社会需求的电子商务人

才。 

关键词：多层联动；资源共享；两创人才；电子商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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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引言 

电子商务与物流作为现代服务业的重

要生力军，其2018年相应市场规模已经达到300万亿

元，电子商务及其相关产业的迅速发展又带动物流行业

的快速创新与高速增长，两者规模占GDP的两成之多。

因此，电子商务与物流专业的创新人才培养不仅关系电

子商务与物流产业的发展，更关系国家未来综合竞争能

力。目前，我国主要高校基本都有设立电子商务和物流

专业及其相关专业，以满足社会对电子商务和物流人才

的巨大需求。如何培养能够及时适应时代需求与变化的

电子商务与物流人才已经成为当前高等教育研究的一

个重要课题。 

2．中国电子商务与物流人才需求 

2005年，国务院发布的《关于加快电子商务发展的

若干意见》强调“高等院校要进一步完善电子商务相关

学科建设，培养适合电子商务发展需要的各类专业技术

人才和复合型人才”，从深度上提升了电子商务专业化

水平的要求。2007年，国务院发布的《国务院关于加快

发展服务业的若干意见》从更广阔层次强调了推进电子

商务的应用需求。这都集中体现了目前我国对创新型电

子商务人才培养的迫切需求。2015年开始，电商发展进

入快速发展阶段，技术进步与普惠应用带来电商边界的

拓展与繁荣。从业务内容上看，电商已从标准化的商品

到非标准化的生活服务、农特产品；从交易范围上看，

从东部一线城市向农村地区，从国内电商向跨境电商延

展；从产业上看，从纯线上创业交易，拓展到线上线下

零售、批发环节，从消费端倒逼制造端供给侧改革。在

这个新时代，电子商务得到创新发展，电子商务与三个

产业深入融合，以及在社会经济中的广泛应用，为高校

人才培养提出了新的要求。 

中国电子商务研究中心与赢动教育共同发布的

《2017年度中国电子商务人才状况调查报告》显示，截

至2017年12月，中国电子商务服务企业直接从业人员超

过330万，电子商务间接带动就业人数已超过2500万人，

同时，84%的电商企业存在人才缺口。电子商务是网络

时代的新型产物，具有技术发展快、商务模式变化快的

显著特征，电子商务产业发展已迫切需要具有创新创业

能力的电子商务专业人才。为了服务区域经济，迫切需

要加强电子商务和物流专业培养改革，提出符合电子商

务和物流发展需要的人才培养模式。但是，目前，中国

电子商务人才培养还存在的理论与实践脱节、人才培养

模式单一、资源利用率不高等问题。 

 

3．多层机制联动，多校资源共享，校企需

求互补，产学研结合的人才培养模式构建 

“政府－学校－企业－园区”多层服务机制联动与

服务聚合的电子商务“两创”能力培养思想，建设“立

体、互补、互动、真实、共享”的多资源融合联动“五

大平台”，形成政产学研联动、层次递进的电子商务高

层次人才产学研合作培养新途径。 

针对目前存在的理论与实践脱节、人才培养模式单

一、资源利用率不高等问题，通过近15年的教学探索，

提出了在政府引导下，以学校培养创新能力，企业培养

实践能力，园区培养实战能力的“政府－学校－企业－

园区”多层服务机制联动与教育服务聚合的创新创业

能力培养思想，包括政府提供财政资助、政府贴息贷款、

税收优惠政策、创新创业园区入园优惠等支持大学生创

新创业的优惠政策；学校提供教学实验环境和师资队

伍，培养学生基础知识、基本技能的支撑大学生创新创

业能力硬软件条件；企业提供实习实训、支持大学生创

新创业能力提升的真实环境；创业园区和孵化基地提供

职业能力测评、创业培训、创业孵化的支持大学生创新

创业能力检验的实战平台。 

3.1.  教学实验平台建设与服务集 

（1）专业支撑与课程知识服务。建设分层多维电

子商务专业知识体系，围绕专业知识体系构建核心课程

和可选课程，结合国家、省级精品课程为教学重中之重，

借助国家规划教材和省重点教材实现关键课程知识的

教授，名师/教授/博士讲授专业核心内容。 

（2）实验支撑与实验/案例服务。以国家级实验教

学示范中心和两个省级实验教学示范中心及5个校企业

联合教学实验室为依托，将实验计划编制到课程讲授

中，比例不低于20%，并开设专门的开放实验课程。编

制不同专业方向的案例集，包括更为细分的课程案例集

和扩展案例集，进行案例的定期专题讲解。 

（3）实习指导服务。主要针对高年级学生推出，

由专业教师与企业导师共同进行指导，结合专业方向和

学生特点制定实习方案和定期的指导安排，达成明确的

实习和实践成果。 

（4）创业指导服务。主要针对高年级学生推出，

以企业导师为主、专业教师为辅进行创业训练，包括创

业计划讨论、实施指导、实践难题解决、经验总结与分

享等。 

3.2.  科研实验平台建设与服务集 

建设有国家级电子商务虚拟仿真中心、教育部人文

社科研究基地（现代商贸研究中心）、省重点创新团队

（电子商务技术）、省高等学校创新团队（电子商务与

物流优化）、省重点实验室（电子商务与物流信息技术）。

包括6个专业研究实验室，5个高校联合实验室，12个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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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机构和研究中心，10多个校企联合研究实验室。率先

发起大学生电子商务竞赛，并成为浙江省大学生电子商

务竞赛组委会，秘书处所在单位和永久承办高校。 

（1）项目研究服务。培养优秀学生按方向参与到

教师相应的科研项目研究中，接触自身领域较新的研究

进展，同时引导并指导学生进行包括院级、校级、省级、

国家级等一系列阶梯型学生类科研项目的申请和完成。 

（2）科学实验服务。指导学生完成以项目研究为

基础的科学研究性实验，根据学生特点，使其掌握某一

方向的研究实验的设计、基本步骤、方法，以及实验报

告的撰写。 

（3）工程设计与社会调研服务。培养学生参与横

向工程设计项目的能力，通过负责初期子项目的部分工

作，到子项目的完成，最后达到实现整个工程设计项目

的能力。在参与课题过程中，培养学生在调研目的明确、

题目提炼、问卷设计、样本选择、调研实施、数据处理、

结果分析、反馈等一系列调研相关环节的能力。 

（4）竞赛指导服务。在专业知识学习与科研项目

研究的基础上，鼓励并指导学生组队参加包括挑战杯、

创青春、互联网+、电子商务、ACM、数学建模等各类学

科与课外作品竞赛。针对学生竞赛，学校与学院分别从

制度、组织、激励、人员、场地等全方位出台了一系列

措施，保证学生竞赛顺利有效的开展与进行。 

3.3.  企业实习平台与服务集 

建设有20余个创新创业实践实习基地、1个教育部

LUPA开源软件实习实训基地，30多个企业实习实训基

地、10多个企业实验室。 

（1）企业实践服务。实现与30家以上相关企业合

作建立实习实践基地，每年定期给出实习岗位，“学生

-岗位-企业”实现双向选择，并规定明确实践任务，每

位学生配备双导师（企业导师+专业导师）。 

（2）工程师指导服务。主要针对参与企业项目开

发的学生提供，原则上实行一带一的指导，通过组件-

模块-整体的方式进行渐进式的项目开发实习。 

（3）企业实验室研究服务。主要针对参与企业项

目理论研究的学生提供，将每2-3名学生组成小组的形

式，由企业研究人员负责团队研究任务分配、目的确定、

框架制定等安排，并提供实时指导。 

（4）工程项目设计服务。主要面向具有较好动手

能力且积累一定开发经验的学生提供，使其系统掌握实

现工程项目中项目目标、概念模型、逻辑模型、功能要

求、物理模型等相关环节的能力。 

3.4.  园区实践平台与服务集 

建设了浙江工商大学创新创业园、浙商大学生创业

中心、合作建设了浙江省国家大学科技园赛博大学生创

业基地，杭州电子商务产业园的园区实践平台。 

（1）创业培训服务。通过教师讲授和软件模拟，

让学生会了解创业、培养创业能力、体验创业，到企业

经营管理实训，循序渐进的培养大学生创业所需要的各

种知识和能力。 

（2）创业实训服务。采用“理论+实践+案例”的

方式，以虚拟公司的形式扮演真实的职位角色、剖析真

实的项目案例、与企业人员面对面的沟通交流，让学生

了解和掌握符合行业及岗位要求的知识、文化和技能。 

（3）创业孵化服务。实施创业孵化专项计划，分

类别对遴选的优秀创业项目提供资金资助、场地和租金

优惠，同时提供人员、政策法律咨询等方面的服务。 

（4）职业测评服务。通过专业教师与聘请职业测

评师相结合的队伍，借助深入访谈、实际表现，以及成

熟问卷法为学生进行职业倾向与适合度的测评服务，帮

助学生更好地进行职业定位。 

3.5.  校际合作平台与服务集 

由国家教指委组织，联合了包括浙江大学、西安交

通大学、浙江工商大学、杭州师范大学等参与的“全国

高校电子商务和物流管理专业联合实验和教学平台”

建设；同时，与加拿大McMaster大学建设电子商务联合

研究与人才培养中心，英国皇家物流与运输学会物流工

程硕士联合培养中心，与日本京都信息大学计算机应用

信息技术合作办学，与国外30余所高校的对外交换生计

划项目实现了范围广泛的课件、工具、案例、成果四类

材料的共享。 

（1）联合培养服务。有针对性地与具有电子商务

特色培养院校签订联合培养协议，根据专业方向和个人

特点，定期选送优秀学生赴合作高校进行联合培养。 

（2）对外交换生服务。加强与名校和特色院校的

交换项目，提升项目质量的同时也扩大交换的覆盖面。

不仅选送有潜力的学生进行交流，而且吸引外校优秀学

生的访学。 

（3）学术交流服务。定期邀请外校学者开展电子

商务相关的学术讲座和研讨会，分专业方向进行技术、

经济、管理或综合性的主题交流。 

（4）专家课堂服务。建立外部专家（理论+实践）

的定期讲学机制，面向不同层次和方向的学生进行授

课，弥补单一院校教学在师资广度和深度方面的局限

性。 

由于电子商务人才培养的特殊性，在五大平台基础

上，突出了面向创新创业能力培养的多资源服务聚合思

想，将各个平台提供的服务实施纵向与横向的复合式聚

合，以满足不同层次人才的“两创”能力培养。即以现

代商务发展需求为驱动，针对不同的培养对象，在课堂

教学、企业实践、园区实战中进行分层、动态的服务内

容选择、匹配和连接，其中以知识体系、实践实战环节

为服务选择载体，以培养目标作为服务的匹配条件，以

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实现不同层次服务的连接，充分体现

了“学生为中心”、“互动式”、“个性化”特色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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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式，实现政府、学校、企业、园区资源的优势互补， 如图1所示。 

项目研究服务

创业孵化服务

创业培训服务

创业实训服务

多层服务机制联
动与服务聚合的
电子商务“两创

”能力培养

专业与文化素养

实训与应用能力科研与创新能力

科学实验服务

工程设计与社

会调研服务

竞赛指导服务

专业支撑与课程知

识服务

实验支撑与实验/案

例服务

实习指导、创业指

导服务

群体动力传承

群
体
动
力
传

承

群
体
动
力
传

承

职业测评服务

创业实践与综合能力
多校联动，资源共享

多元能力提升

科研实验平台
52门开放实验

60多位科技导师

3个省级以上研究中心

省电子商务竞赛组委会

企业实验室研

究服务

企业实践服务

工程师指导服务
群
体
动
力
传

承

工程项目设计

服务

企业实习平台

1个教育部LUPA开源软

件实习实训基地;30多
个企业实习实训基地;

10多个企业实验室

联合培养服务

对外交换生服

务

学术交流服务

专家课堂服务

校际合作平台
合作建设全国高校

联合实验和教学平台；

与McMaster大学合作研

究与人才培养等

园区实践平台

孵化器

浙商大创新创业园

浙商大学生创业中心
创业学院

教学实验平台
2大专业方向

7个知识领域

32个知识模块

90个核心知识单元
互动互补

互动互补互动互补

互动互补

互动互补

 
图1  “立体、互补、互动、真实、共享”的多资源融合联动“五大平台 

在电子商务“两创”能力培养上，已有约1500人次

参加科研活动、接受科技导师的指导，并参加各类学科

竞赛，其中在过去几年学生发表论文一千多篇，申请专

利超过150项，学生参加各类学科竞赛获省部级奖200余

项，国家级奖近百项，其中包括全国“挑战杯”学术科

技作品竞赛一等奖2项，全国“挑战杯”二三等奖3项，

全国电子商务竞赛特一等奖5项，二三等奖20余项；浙

江省“挑战杯”学术科技作品竞赛特等奖3项；浙江省

电子商务竞赛特等奖2项；一二三等奖100余项；这几年

来，在电子商务与物流专业对全省学科辐射面和影响力

日益扩大，与杭州市的阿里巴巴集团、中国义乌小商品

城、网盛科技、银泰百货、信雅达股份有限公司、杭州

新中大软件股份有限公司、杭州恒生电子有限公司等15

家企业建立了研究生和大学生实习基地，本科相关专业

毕业生有多人进入亚马逊中国、阿里巴巴、网易、顺丰、

保洁中国公司等世界知名企业，其中17人担任阿里巴巴

中层。此外，多名在校或毕业生进行自主创业，先后创

建了在本行业具有一定知名度的企业，如海盛数码、从

余食品销售有限公司等。 

4．结束语 

本研究对复合交叉专业学生的能力培养有借鉴和

指导意义。1）培养了学生能力的综合性。宽厚的基础

和多学科知识的交融有利于能力的形成，但又不是各学

科能力的简单相加，而是彼此之间互相取长补短，并在

多种能力的基础上形成综合能力，在实践中拓宽知识面

和宽厚的基础，从而为多学科知识的融会贯通提供了条

件，也为不同专业知识发挥其综合功能。2）培养了学

生能力的创新性。复合型人才可以通过不同学科知识和

能力的融合而达到对原来的知识、能力的超越，即能用

一种全新的思维方法来思考所遇到的问题，提出新的解

决办法。这不仅是人的创造力的迸发，更是人的智能的

飞跃。 

复合型人才是具有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人才，是

满足当今社会经济发展需要的人才。这些人才是多元型

的人才，重应用、动手能力强的特色得到很好的发展，

同时在科学文化方面又有一定的基础和造诣，并具有一

定的跨学科、跨专业的知识，具有复合型的知识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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