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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宋敏）8月 9日，
作为第六届全球跨境电子商务大
会的分活动，首届全球跨境电商青
年创新发展高峰论坛在郑州 E贸
易博览中心举办。

来自国际组织机构、国内外知
名物流企业负责人以及跨境电商
青年人才领袖、资深青年创业就业
指导专家、高校学者等300余人会
聚一堂，围绕“新经济、创青春、赢
未来”论坛主题，共同探讨新时代
跨境电商行业发展的新理念、新思
想，并分享跨境电商品牌出海、贸
易转型、青年人才创业就业等创新
理念与科研成果。

今日之河南，比以往任何时候
都更需要一批具有创造力、高技能
的优秀青年人才。“青年是跨境电
商行业的主力军，本次论坛就是为
他们搭建一个合作交流的平台，进
一步引领跨境电商行业青年积极
投身创新驱动、科教兴省、人才强
省战略，为加快建设国家创新高地
和制度型开放高地贡献青春力
量。”此次论坛的发起人——共青
团河南省委委员、郑州市跨境电商
行业团工委书记海润华说。

“我们要鼓励新时代青年在投
身跨境电商行业的实践中展现青春
活力、发出青年之声，并积极为青年
人才学习新形势下的跨境电商知

识、提高行业专业技能提供良好交
流沟通平台。”省大中专毕业生就业
促进会常务副会长李建伟表示。

近年来，河南跨境电商在疫情
防控形势下逆势增长并为全球防
疫提供助力，“网上丝绸之路”建设
不断深化。河南保税集团党委副
书记卢水福说，希望本次论坛能够
广泛动员引领青年争当科技创新
先锋队，让“青春”力量与“青春”产
业深度融合，让创新成为绽放青春
的不竭动力；该集团将持续探索服
务跨境电商行业青年的新方法和
新途径，力争制定该行业的青年人
才培养标准。

“在如今大数据环境下，许多
青年人才涌入电商行业，网红直播
现象已经成为一种社会热潮，这对
海外消费者来说更是一种全新的
购物体验。”河南大学博士生导师
苑春林说。他在演讲中针对这种
新兴营销方式和流量入口，对网红
直播情境中准社会体验的形成过
程、作用效应及管理逻辑进行了研
究成果分享。

当天，星耀亿丰集团分别与开
封市教育体育局、漯河职业技术学
院、开封大学、郑州锦荣国际轻纺
城，就校企合作、青年人才培养，共
建跨境电商孵化基地、电商产业园
等进行战略合作签约。③9

让“青春”力量与
“青春”产业深度融合

本报讯（记者 高长岭）8月9日下午，第六
届全球跨境电子商务大会全国跨境电子商务
产教融合论坛在河南经贸职业学院举行。论
坛围绕“产教聚力·融创未来”主题，为跨境电
子商务发展和职业教育融合发展献计献策。

据介绍，省商务厅近年来分两批认定12
个省级跨境电商人才培训暨企业孵化平台，
其中包括 5个高等院校，每个平台支持 100
万元。去年以来各平台开展线上线下培训
210场，培训 2.5 万人次，孵化中小企业 360
家，孵化企业完成跨境电商交易额 34.6 亿
元。我省初步形成了教育和产业统筹融合、
良性互动的发展局面。

中国商业联合会副会长刘勇说，跨境电子
商务行业的迅猛发展及其作用日益凸显的背
后是人才的支撑。本次论坛聚焦跨境电子商
务的热点、难点和痛点，探讨跨境电子商务“岗
课赛证”综合育人的模式，很有意义。中国商
业联合会将继续积极发挥全国性行业协会的桥
梁和纽带作用，积极推进产教融合。

全国电子商务职业教育教学指导委员会
常务副主任陆春阳、复旦大学电子商务研究
中心副主任邵明、河南经贸职业学院校长王
新庆、阿里巴巴国际站校企合作总监姚远、广
东省跨境电子商务协会会长林保、中教畅享
（北京）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黄学全、郑州新
区海关副关长阎红，分别以《基于国际采购视
角的跨境电商人才培养创新》《从封店潮分析
我国跨境电商的未来发展路径》《“双目标、五
跨界、六融合”的跨境电子商务人才培养模式
创新实践》《数字新外贸——助力品牌化出海
与人才升级》等为主题，围绕跨境电子商务的
发展趋势、最新政策和人才培养等多角度进
行主旨发言。

论坛上，河南经贸职业学院与郑粮实业
有限公司进行了产教融合项目签约，并举行
了圣多美和普林西比电子商务人才培养基地
揭牌仪式。

论坛由河南省商务厅、河南省教育厅主
办，河南经贸职业学院、全球（郑州）跨境电商
研究院、郑粮实业有限公司承办。圣多美和普
林西比民主共和国驻华大使伊莎贝尔·多明戈
斯，英国驻武汉总领事馆贸易投资领事海天佑
参加会议。郑州市、河南省商务厅、河南省教
育厅、中国商业联合会、河南经贸职业学院有
关负责同志，以及来自跨境电子商务领域的
200余位“政、行、企、校”代表参会。③9

推进跨境电商产教融合发展
□本报记者 高长岭

8月 9日，第六届全球跨境电子商
务大会举行全国跨境电子商务产教融
合论坛，论坛嘉宾就推进跨境电商产
教融合发展畅所欲言。

省教育厅二级巡视员董玉民说，
省教育厅积极推动相关职业院校开设
跨境电商专业，为我省乃至全国培养
了一大批跨境电商专业技能人才。同
时，依托河南经贸职业学院成立了河
南跨境电子商务综合试验区职业教育
集团，在推动跨境电子商务产教融合、
促进教育链与产业链有效衔接上进行
了积极探索，实现了我省跨境电商职
业教育的规模化、集团化发展。

河南经贸职业学院党委书记姚
勇介绍，学校于 2015 年着手跨境电
商的专业建设和人才培养，跨境电商
专业学生在 2021 年全国职业院校技

能大赛中荣获“互联网+国贸”赛项
全国一等奖，学生考取跨境电商多平
台运营职业技能等级证书通过率达
到 94%。

全国电子商务职业教育教学指导
委员会常务副主任陆春阳说，在调研
中发现部分地区跨境电商专业招生遇
冷、专业定位和内涵窄化、课程建设滞
后等问题。为了破解课程建设滞后问
题，他从认知、思维、技术、知识等方面
提出了课程创新建议。

中教畅享（北京）科技有限公司董
事长黄学全认为，跨境电子商务从业
者要具备两个基础条件，一要掌握“物
流、关、检、汇、税”五大要素，二要语言
过关。当前，在培养跨境电商人才中
要避免“一门课当做一个专业”的误
区，数字技能教学要形成“重细节、能
闭环、可测量”的体系，用实际效果来
检验教学理论和教学成绩。③9

□本报记者 高长岭

跨境电商未来将会如何发展？8
月 9日，在全国跨境电子商务产教融
合论坛上，复旦大学电子商务研究中
心副主任邵明认为，未来跨境电商呈
现出六大发展趋势。

邵明发表了《从封店潮分析我国
跨境电商的未来发展路径》主旨报
告。他介绍，从去年 5月开始，亚马逊
加强平台监管，超 5万卖家账号被封，
导致我国跨境电商企业货款无法及时
回笼、资金流断裂、营业收入骤降、海
量库存滞留、综合物流成本大幅上升，

估计造成全行业损失超千亿元。他建
议企业应加强现金流管理，尽快熟悉
各平台规则，增强知识产权和产品专
利意识，合规经营，提高本地化能力。

在剖析中国跨境电商面临的发展
困境后，邵明指出，中国跨境电商未来
发展呈现六大趋势：从“产品出海”跨
入“品牌出海”时代；数字化重塑垂直
行业出口供应链；多渠道精细化运营
成为主旋律；独立站成为跨境电商新
通道；海外仓运营能力成为核心竞争
优势之一；强监管是大势所趋，跨境电
商企业需要加强合规能力建设，这也
有利于改善行业的竞争秩序。③6

跨境电商未来发展六大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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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宋敏

红的、绿的，直的、卷的，长的、
短的，各种各样的假发让人目不暇
接，两个外国女子正对着手机进行
直播，屏幕那头的欧美用户纷纷下
单。8月 9日，在郑州 E贸易博览
交易中心举办的第六届全球跨境
电子商务大会展览展示活动中，跨
境电商知名平台展示区的这一场
景给人留下深刻印象。

“在这里展示的是来自许昌的
4家假发企业，我们立足TikTok、
Facebook、YouTube等一系列海
外社交媒体多平台直播生态矩阵，
为企业提供基于短视频和直播的
新流量获取阵地，为跨境电商产业
链生态赋能。”河南万海云涛网络
科技有限公司现场负责人说。

在本次大会上揭牌的中国（郑
州）直播电商产业基地，商户将门
店变成了一个个直播间，通过“线
上+线下”的商场模式，打造全省
首家24小时不间断营业的一站式
供应链超级商城。

“在疫情防控形势下，宅经济、
无接触经济等新兴业态不断被催
生。为积极发展‘直播经济’‘网红
经济’，我们在中大门打造直播电
商产业基地，以培育壮大新兴服务

业为目标，重点引进一批国内外领
先的直播电商总部企业等高端项
目，凸显行业集群效应，努力打造
直播电商创新区、示范区、引领区
和样板区。”郑州经济技术开发区
商务局有关负责人说。

“锅圈很早就开始试水线上模
式，但来到直播基地落户还是首
次。以前是单打独斗，现在流量在
这里，我们可以借力借势抱团发
展。”为锅圈提供一揽子线上直播
与线下营销方案的澄明甄选直播
基地负责人闫仕臻告诉记者，通过
直播间和展示区，线上线下完全打
通，消费者可以享受到更优惠的价
格，在这个直播基地，未来计划年
贡献销售额超过20亿元。

“与传统直播在封闭空间内不
同，我们的直播基地把产业链搬到
大家面前，既能让消费者有一个场
景体验，又可以直观地看到什么是
直播，旨在把河南最优秀的农特产
品带出去，并对跨境电商从业人员
进行孵化。”河南中大门万店互联
网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李园园说，
整个跨境电商展览展示活动可以
说是“网红”的宣品会，5万余种商
品都是源头贸易商带到现场，实现
了消费者、客商和网络直播平台

“去中间化”的融合。③6

打造跨境电商直播新业态

首届全球跨境电商青年创新发展高峰论坛

◀8月 9日，在第六届全球跨境电子商务大会展览展
示活动上，市民挑选特色商品。⑨4 本报记者 王铮 摄

8月9日，在第六届全球跨境电子商务大会展览展示活动上，市民挑选特色商品。⑨4 本报记者 王铮 摄

▼8 月 9 日，第六届全球跨
境电子商务大会展览展示活动上
极具特色的国家馆。⑨4 本报
记者 王铮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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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教聚力 融创未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