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国际贸易学会

义乌工商职业技术学院

关于邀请贵校(企业)加入

全国跨境电商教育发展联盟的函

各高等院校、各跨境电商企业：

在互联网高速发展的今天，各国都期望以跨境电商的发展为契

机，推动新一轮的经济发展和经贸合作。作为国际贸易的重要业态，

跨境电商正在成为影响世界经济的新引擎。未来，被称为“网上丝绸

之路”的跨境电商，将需要一大批高技能的从业人才。

面对这个新兴的庞大产业，我们亟需与高校和跨境电商企业联合

研究跨境电商人才培养标准，开发适合应用型本科和高职院校的跨境

电商专业课程体系与人才培养方案，培养高素质、创新型与复合型的

跨境电商人才。跨境电商人才培养需要建立行业、企业、院校联动机

制，以保证跨境电商学科和专业的施教对路、就业优先、用人满意的

发展方向。

本联盟旨在为高校、企业搭建资源共享、学术交流、人才培养平

台，广泛联合应用型本科院校、高职院校、跨境电商企业与地方政府

的相关职能机构，共同创新职业教育师资培训模式，共同打造全国性

的教学团队，共同开展跨境电商专业课程建设与职业标准对接试验，



提高联盟成员的竞争能力和创新能力，为国家对外贸易和经济建设服

务。中国国际贸易学会是全国性国际贸易学术团体，是在中华人民共

和国商务部的直接领导下，由政、学、企各界人士组成的专门从事外

经贸研究与交流的权威学术组织。义乌工商职业技术学院作为处在

“一带一路”重要节点城市的浙江省优质高职院校、全国高等职

业院校服务贡献和国际影响力 50 强院校，充分依托区位优势和

自身特色，先后设立“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人员跨境电商培训基

地，承办团中央主办的跨境电商培训班，在西班牙设立“中西跨

境电子商务培训基地”等，全方位主动对接融入到国家“一带一

路”建设大局中。

双方经过两年多的筹备，在对跨境电商企业、高等院校以及培训

机构进行了广泛的调研之后，决定联合发起全国跨境电商教育发展联

盟（以下简称“联盟”），并在义乌工商职业技术学院举办成立大

会，开展跨境电商人才培养与核心课程的研讨。

诚邀高校（企业）加入联盟，请拟加入联盟的相关单位填写附件

《院校(企业)申报表》，并于 11月 24 日前将表格发至邮箱：

43642951@qq.com。

附件 1：“全国跨境电商教育发展联盟”院校(企业)申报表



附件 1 “全国跨境电商教育发展联盟”院校(企业)申报表

全国跨境电商教育发展联盟

院校(企业)申报表

院校(企业)名称：

负责人：

中国国际贸易学会

2017 年 11 月



填表说明

1. 本表限用 A4纸张双面打印填报。

2. 本表填写内容必须属实，申请机构对所填内容的真实性负责。

3. 第一批申报截止时间为 2017年 11月 24日。

4. 申请表邮寄地址：

义乌工商职业技术外语外贸学院（浙江省义乌市学院路 2号）。

收件人：楼前飞电话：15088281122

5. 如需电子版的表格，请发邮件至 43642951@qq.com，索取“全国电商教

育发展联盟”的申请表。



单位全称
（中文） 成立

时间（英文）

所属性质 □行业协会 □企业 □高职院校 □本科院校 □研究院所

单位地址 邮政编码

法人代表 职务 办公电话

手机 电子邮件

联系人 职务 办公电话

手机 电子邮件

单位介绍

跨境电商

方向相关

专业情况

（项目简

介）



对联盟的

发展期望

申请单位

负 责 人

意 见

.

负责人签名：

2017 年 月 日（盖公章）



中国国际贸易学会

义乌工商职业技术学院

关于邀请参加全国跨境电商教育发展联盟

成立大会暨跨境电商专业课程建设与人才

培养方案研讨会的通知

各高等院校、各跨境电商企业：

在互联网高速发展的今天，各国都期望以跨境电商的发展为契

机，推动新一轮的经济发展和经贸合作。作为国际贸易的重要业态，

跨境电商正在成为影响世界经济的新引擎。未来，被称为“网上丝绸

之路”的跨境电商，将需要一大批高技能的从业人才。

面对这个新兴的庞大产业，我们亟需与高校和跨境电商企业联合

研究跨境电商人才培养标准，开发适合应用型本科和高职院校的跨境

电商专业课程体系与人才培养方案，培养高素质、创新型与复合型的

跨境电商人才。跨境电商人才培养需要建立行业、企业、院校联动机

制，以保证跨境电商学科和专业的施教对路、就业优先、用人满意的

发展方向。

本联盟旨在为高校、企业搭建资源共享、学术交流、人才培养平

台，广泛联合应用型本科院校、高职院校、跨境电商企业与地方政府

的相关职能机构，共同创新职业教育师资培训模式，共同打造全国性



的教学团队，共同开展跨境电商专业课程建设与职业标准对接试验，

提高联盟成员的竞争能力和创新能力，为国家对外贸易和经济建设服

务。中国国际贸易学会是全国性国际贸易学术团体，是在中华人民共

和国商务部的直接领导下，由政、学、企各界人士组成的专门从事外

经贸研究与交流的权威学术组织。义乌工商职业技术学院作为处在

“一带一路”重要节点城市的浙江省优质高职院校、全国高等职

业院校服务贡献和国际影响力 50 强院校，充分依托区位优势和

自身特色，先后设立“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人员跨境电商培训基

地，承办团中央主办的跨境电商培训班，在西班牙设立“中西跨

境电子商务培训基地”等，全方位主动对接融入到国家“一带一

路”建设大局中。

双方经过两年多的筹备，在对跨境电商企业、高等院校以及培训

机构进行广泛的调研之后，决定联合发起全国跨境电商教育发展联盟

（以下简称“联盟”），并在义乌工商职业技术学院举办成立大会，

开展跨境电商人才培养与核心课程的研讨。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会议主题

全国跨境电商教育发展联盟成立大会暨跨境电商专业课程建设

与人才培养方案研讨会

二、会议具体内容

1.联盟及秘书处授牌、共商联盟发展；

2.跨境电商政策、跨境电商平台现状与发展趋势；

3.跨境电商专业课程建设、人才培养标准解读；



4.跨境电商核心课程说课活动；

5.跨境电商实习实训模式交流；

6.参观跨境电商企业、中国淘宝第一村（青岩刘）。

三、日程安排

1.报到时间：12 月 1 日。

2.会议时间：12 月 2 日-12 月 3日。

3.离会时间：12 月 4 日。

四、报名方式及相关费用

1.请把附件 1 中《“全国跨境电商教育发展联盟”第一次研讨会

报名回执》发送至 43642951@qq.com。

2.研修费为 800 元/人。所有参会人员的交通和住宿费自理。中

国国际贸易学会委托义乌工商职业技术学院开具培训发票。

五、报到安排

1.义乌银都酒店（义乌市宾王路 168 号）

2.联系人:义乌工商职业技术外语外贸学院楼老师

联系电话：15088281122

六、交通路线

1.义乌火车站：可乘 K804 路公交至站“宾王市场”，步行到酒

店；或乘出租车至义乌银都酒店（车费约 30 元）；

2.长途汽车站：义乌国际商贸城客运中心可乘 B1路至“稠州路

宾王路口”下，步行到酒店；或乘出租车至义乌银都酒店（车费约

15 元）;



3.义乌机场：可乘 K102 路至“孝子祠广场”下，步行到酒店；

或乘出租车至义乌银都酒店（车费约 50 元）。

附件 1：“全国跨境电商教育发展联盟”第一次研讨会报名回执

附件 2：“全国跨境电商教育发展联盟”第一次研讨会日程安排



附件 1：“全国跨境电商教育发展联盟” 第一次研讨会报名回执

与会人员姓名 性别

工作单位

部门、职务

职称

联系电话（手机）

电子邮箱

来程 到达日期及时间

返程 返程日期及时间

住宿要求 标准间（2 人住）标准间（1 人住）

回执邮箱 43642951@qq.com

备注：

1. 请务必于 2017 年 11 月 24 日之前返回到会务联系人，以便预订房间。

2. 请与会人员自行提前订好往返机票或车票。会务组不负责票务事宜。



附件 2：“全国跨境电商教育发展联盟”第一次研讨会日程安排

主题 内容 备注

12月1日报

到与理事

会议

整天 入住酒店

19:00-20:30 第一届常务理事会工作会议

12月 2 日上午

成立仪式

1.义乌工商职业技术学院领导致辞

2.中国国际贸易学会领导致辞

3.宣布常务理事会成员及秘书长名单

4.理事长关于联盟工作内容讲解

合影

专题交流

（需求、政

策与发展）

1.专家对于跨境电商形势、政策与发展的解读

2.专家关于跨境电商平台现状与发展解读

12月 2 日下午

专题交流

（人才培

养标准与

人才培养

方案）

1.理事会代表院校跨境电商师资培训标准进行

解读

2.理事会代表院校分别介绍院校跨境电商人才

培养标准与人才培养方案

12月 3 日上午

专题交流

（跨境电

商核心课

程）

1. 跨境电商专业（方向）主要核心课程说课

2. 跨境电商人才培养的实习实训模式交流

12月 3 日下午

企业参观 参观跨境电商企业、中国淘宝第一村（青岩刘）

12月 4 日离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