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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职教育探索与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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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 年 9 月，李克强总理在达沃斯论坛上提出“大众创

业、万众创新”的理念，从此“双创”成为新时代新形势下的热

门关键词，全国各地掀起了一股“双创”风。 电子商务专业具

有“商”的特点，符合“双创”主流，也是发展电子商务专业必

经之路。 所以必须加强学生“商”的能力培养，而引进优质本

地企业，增加企业在学生培养过程中的作用，发挥企业专业

实践优势，是最有效最直接的办法。

江西信息应用职业技术学院是江西省申办电子商务专

业最早的院校之一，早在中专时期就有该专业，后升格高职

后电子商务专业也一直是学院的重点专业， 办学历史悠久，

校企资源丰富，为社会输送了大批优秀毕业生。 办学之初电

商行业刚刚起步，通过一段时间的摸索，早期就一直努力拓

展校企合作企业，但是没有深入合作，只是简单的人才输送。

1 电子商务的专业特点和学院学生特点决定

了必须要构建“商”的氛围

电子商务专业重点在“商”，所有电子商务专业的能力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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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都是要围绕“商”来开展，有“商”才能“务”，“商”是思维能

力方面，“务”是实践能力方面，再是用“电子”的手段去实现，

整个电子商务人才培养方案都是围绕这三面来设计，而“商”

是最高层的，也是最难培养的。 另外大专学生层次通过课堂

灌输知识效果会很差，而通过“招商”的方式让学生有“商”可

务是最直接最有效的办法，要让他们有事可做，并且是他们

感兴趣的事情。

2 通过“招商”选拔优秀本土电商企业

以往的校企合作主要是人才输出，电子商务专业也不例

外，但是现今电子商务专业的高职办学，已经转为内涵建设，

把专业企业引进来才是关键，也就是这里所说的“招商”，让

企业参与专业建设，最后才是输出人才，而要做到这一点，跟

本地企业合作有先天的优势，比较好操作，外地企业由于人

力成本、交通成本较高，大多不愿参与专业的培养和建设，本

地企业由于离学院比较近，不需要单独派人常驻，成本比较

低。 同时深入到培养体系中企业可以提前挖掘人才，大大降

低企业的人事成本。 学院通过筛选先后与江西竹山蓝天、江

西鼎鼎、江西魅丝蔻、江西苏宁易购、江西海尔日日顺等企业

建立合作，经过一段时间的初期合作，学院最终选定江西苏

宁易购作为深入合作企业对象。

3 具体合作方式和培养模式

与江西苏宁易购签订合同，制定了针对合作企业的人才

培养方案，之后江西苏宁易购在学院建立了工作室，组建了

电商团队，免费提供专业培训、提供产品和平台，委派企业指

导老师负责跟踪管理等，学生积极性和专业技能得到很大提

高。

3.1 签订校企合作协议

学院与江西苏宁易购于 2017 年 6 月就签订了初步合作

协议，协议框架包括协议总则、双方的权利与义务、合作期限

及其它补充内容等，其中权利与义务中大致规定了以下内容：

双方负责开展招生宣传，将与苏宁易购联合办学作为办

学的优势与特色进行宣传， 吸引学生报读双方联合办学专

业，宣传物料需要使用苏宁易购字号等。

制定专业教学计划和课程教学大纲，并按相关要求组织

开展教学，企业方优势在于实践经验和技术手段，因此在教

育教学过程中企业方必须投入相应的兼职师资队伍， 或课

堂、或公司，给予学生渐进而全面的企业文化、实践技能的教

学指导。 每次实践前，需初步确定每次计划的时间、内容、人

数和要求，并提前与我方联系，确认具体计划和安排。

对于学校优秀学生，苏宁班优秀校园先锋，企业落实学

生实习就业， 落实学生实习就业是建立在合格标准基础上，

按市场“双向选择”的要求而彼此享有的权利和应尽的义务。

3.2校企共同制定专业人才培养方案

要让企业参与人才培养，首先要修改原有的人才培养方

案，制定适合校企双方共同培养的人才培养方案。

3.2.1调整培养目标

本专业与江西苏宁云商销售有限公司合作，根据企业对

人才的需求，培养具有商业头脑、掌握经济贸易、市场营销推

广和管理、商务运营等现代商务知识，能对计算机的基础应

用知识，和电商美工相关软件熟练运用，同时还能通过网络

开展商务活动，符合企业需求的高素质、高技能的应用型人

才。

3.2.2调整职业面向

主要在苏宁易购集团，苏宁易购云服务等苏宁内部的电

子商务岗位、以及和苏宁电子商务相关的企事业单位的商务

部门，从事电子商务运营管理、网络营销与推广、商务信息采

编和市场策划等工作。

3.2.3对职业能力重新分析

掌握电子商务运营与管理的相关知识。 基于苏宁线上操

作平台和系统， 能熟练的开展电子商务运营及管理工作；能

对企业独立的电子商务平台进行规划、 搭建及整体运营管

理；能进行网站网店营销推广；能制定产品的网络市场开发、

营销推广、活动策划、执行及评估。 具有电子商务运营助理的

实际工作能力和业务水平等。 同时调整教学大纲及实施计

划，采用多种形式的考核手段等。

3.3建立苏宁俱乐部

江西信息应用职业技术学院———苏宁校园先锋队（即苏

宁俱乐部，也叫苏宁班）于 2017年 6月 21 日正式成立。 俱乐

部以校企合作的方式为依托，由电子商务与管理系和企业共

同负责管理运营。 目前，俱乐部成员由选拔的 28位电子商务

专业学生组成，后末位淘汰了 4 位，电子商务与管理系系选

派张莹老师负责管理团队，江西苏宁易购委派了 3 名企业指

导老师负责培训和指导团队成员，团队按组织架构具体可分

为：主席，负责苏宁班统筹管理，包括班级每学期的企业课程

和活动安排、业绩指标的制定；组长，负责任务的执行、管理，

包括活动的方案制定、实施、组员的管理、业绩指标任务的分

配；行政，负责班级运作的支撑业务，包括活动物料的准备和

管理、外部的对接联系、财务的管理、班级团建活动的安排；

销售，配合组长，完成分配的活动及业绩任务。

学生到江西苏宁总部参观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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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宁班指导老师

3.4“商”前培训，“商”中指导，“商”后总结，学生在“商”的

过程中成长

工作室主要依托苏宁易购线上平台，负责苏宁易购品牌

推广、 苏宁易购校园 VIP 发展和苏宁易购全品类商品销售。

整个过程全部由学生自己完成，但是在学生做商业活动计划

前，企业负责对活动相关内容进行培训，比如平台的培训，活

动的策划，活动的规则培训等。 活动实施过程中校内指导老

师负责指导学生活动实施以及调配相关资源，及时掌握学生

的情况，了解学生的不足，让其补足短板。 活动后根据活动运

营情况要做总结，分析问题和分享经验，达到共同进步和提

高。 每做一次活动，学生都全程参与，并在业绩红利的促使

下，学生的积极性被充分调动起来，学习效率也会事半功倍，

学生综合能力得到很大提升，达到专业培养的目的。

苏宁俱乐部发展会员活动

苏宁工作室备战双十一合影

促销活动

4 实施效果及人才培养情况

截止 2018 年底，俱乐部在一年半的运作过程中，开设了

公众号———苏小宁工作室和 QQ 群———苏宁易购内部优惠

群； 开展了八次活动———9月开学季的校园 VIP 推广、 双十

一、双十二、双旦电子家电产品促销，销售额达 27.8 万元，发

展会员 2109人。 现已在全院范围和江西省南昌市的用户中，

建立了苏宁易购的品牌知名度，为日后用户逐渐形成消费习

惯奠定了基础。

苏宁班 2017年 10 月份业绩

姓名 职务 指导项目

高志昆 互联网运营经理 互联网营销运营

蒋龙 店铺运营副总监 O2O 连锁店运营

钟隆平 苏宁人事副总监 职场规划

张莹 电子商务教师 活动执行管理

（下转第 1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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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评价和激励机制的建立。

学校现有的质量评价和激励机制未能达到充分调动教

师的积极性，教师的潜能还有很大的挖掘空间。 如何依据教

学效果和反馈进行全程跟踪，以评价和改进教师的教学方法

和手段；如何制定教师团队的发展规划，如何在职称评聘、评

优表彰等方面中激励教师的积极性， 培养一批专业技能强、

业务能力高、综合素质好，在行业有一定影响力的专业带头

人、骨干教师和教学名师。

5 结语

特色专业建设是一个机遇，也是一种挑战。 建设过程需

要学院领导的大力支持，需要相关配套设施的建设，需要相

关部门的顶力配合，更需要系部全体人员的付出与努力。 本

人作为项目负责人，如何带领系部团队成员肩负起创新引领

示范的使命和责任，如何加强过程管理，将软件技术特色专

业建设好，是本人近两年时间内的一项重责。

愿通过项目建设，提高教师团队的综合能力，增强软件

技术专业的影响力，从而辐射学院信息类专业群建设的全面

提升。

苏宁班 2017 年 10月份业绩

时间 内 容

9月 活动：开学季生活用品活动

9-10月

分享：活动的策划及实施；活动：VIP 推广及电脑促

销活动

10月 讲座：O2O 新零售；活动：苏宁 VIP 发展活动

11月

分享：如何分析客户数据，精准定位挖掘用户群活

动：A 双十一活动 B 对接苏宁实时活动

12月

分享：销售交流会；活动：A 双十二活动；B 对接苏宁

实时活动

1月

分享：总结交流及表彰；活动：A 元旦及年货活动；B

对接苏宁实时活动

苏宁班 2017至 2018学年第一学期课程及实训活动安排

通过苏宁班的校企双方的共同培养，苏宁班成员第一批

都已经成功就业， 他们大多数在双选会上都被企业抢着要。

其中曾佛长同学参加应聘的所有企业都抢着与他签约，有家

公司老总甚至还单独与他联系希望他加入，但是他还是毅然

决然的选择苏宁平台， 实习期间的表现也深得公司领导认

可，在半年不到的时间就被提拔为小店店长。 苏宁班黄杰同

学，入职苏宁两个月后，由于扎实的掌握了小店运营流程和

线上业务，被调至新店进行筹建工作，半年后晋升店长。 目前

16级学生被提拔为店长的多达 5 人，而这 5 人中都来自苏宁

班。 通过苏宁班的实践锻炼和指导老师的培养，苏宁班的曾

佛长和黄杰等 5 位同学职业能力得到快速成长，在实习单位

表现优良并都被破格提拔，这是学院“双创”背景下校企融合

的电子商务专业人才培养模式创新成果的典范。

（上接第 6 页）

6.9�组织框架

成立相应的创新、 创业教育工作领导小组， 制定相应的制

度，指导协调创新、创业教育，创业实践等各项工作的有效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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