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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导报ECONOMIC HERALD
调查 Investigation

◆导报记者 戚晨 济南报道

智联招聘日前发布的《2021

外贸行业人才形势研究报告》显

示，2021年第一季度，跨境电商

运 营 招 聘 需 求 规 模 同 比 猛 增

190 . 9%，其中深圳人才需求量占

全国36 . 2%，位居全国首位。

近年来，跨境电商凭借其线

上交易、非接触式交货和交易链

条短等优势逆势上扬，表现出良

好发展势头。但面对产业的快速

发展，人才却出现了“跟不上”发

展的现象。经济导报记者了解

到，山东为跨境电商打出“组合

拳”，通过校企合作、组织专业培

训、用产业带动人才集聚等模

式，力图打破跨境电商人才短缺

的瓶颈。

专业运营人才稀缺

“我做传统外贸15年了，主

营皮草出口，疫情加速了我们线

上跨境电商的布局。本来我们想

自己组团队在EBay、亚马逊等平

台上运营自己的网店，没想到问题

出在了招聘上。”6月18日，青岛华

尔格皮草有限公司总经理衣珊珊

在接受经济导报记者采访时表示，

从传统外贸到转型开展跨境电商

的外贸同行不少，但大家普遍反映

缺乏优秀的跨境电商运营人才，有

些有实力的企业会从杭州、深圳等

地“挖人”，或者老板自己“上阵”，

去培训后重新亲自带团队。

衣珊珊表示，半年多来，她

不断通过人脉圈“求才”，最终

不得不采用代运营的模式，将网

点的设计、客服等代运营业务都

放在了广州。

“皮草单品售价较高，必须非

常注重网点图片呈现的质感。除了

专业运营人员外，还有摄影、设计、

文案等团队人员，缺一不可。”衣珊

珊认为，目前行业急需小语种、运

营、供应链等方面人才，受产业迭

代影响，跨境电商运营人才成为行

业的“香饽饽”。

一位跨境电商从业者告诉经

济导报记者，行业给出的薪资也

颇为诱人，一些中小跨境电商企

业开出了15万至20万元的年薪。

校企合作谋“多赢”

“云麓科技落地以来面对的

是新开放市场，摆在面前最大的

困难就是人才急缺，包括云麓孵

化的企业及准备从事跨境电商行

业的中小企业主都面临没有人才

可用的窘境。相对于跨境电商新业

态的快速发展，市场上现有的跨境

电商从业者，主要还是原来传统的

外贸人才在摸索中转变而来。”6月

18日，与山东财经大学国际经贸学

院跨境电商实训基地项目合作签

约的山东云麓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副总经理徐欣，道出了公司在山东

发展面临的人才瓶颈。

公开数据显示，中国跨境电

商人才缺口已接近450万，并以每

年30%的增速扩大。

“跨境电商的上下游企业主要

集中在深圳、宁波等南方城市，山

东发展跨境电商就需要从山东培

育自己的人才，我们推出了两块业

务培育人才。”徐欣介绍，一是通过

培训模式，邀请了有十年以上从业

经验的专家团队来为山东跨境电

商从业者开设培训班；二是为了快

速补充人才“血液”，决定采取校企

合作以及定制班模式。

“让人才留在山东、让人才

助力山东经济发展，云麓科技很

珍惜这次与山东财经大学国际经

贸学院开展跨境电商人才培训合

作的机会。”徐欣认为，其公司凭借

多年的从业经验，与山东财经大

学的优势生源结合，将为山东市

场培养出优秀的跨境电商从业人

员，通过实训基地培养的学生也

能够自主创业成就一番事业，达

到“多赢”。

山东财经大学国际经贸学院

院长王培志表示，目前学院在跨

境电商方面具有一定的办学优

势，通过与云麓科技在学生实

习、社会实践、人才培养、社会

调研、科学研究等领域开展务

实、深入合作，未来校企双方将

进一步实现资源有机结合和优化

配置，通过定制班等模式，提高

人才培养质量和办学水平。

构筑“洼地” 虹吸人才

“亚马逊开店须知细节和费

用、速卖通差异化国家运营、跨

境货品数据分析选品……”徐欣

介绍，其公司在今年3月专门开设

了为期5天的跨境电商实战培训

营，对于参与企业的类型和规模

则“不设限”，通过培训可以达

到让“小白”直接“开店”的效

果。确保培训效果的同时，公司

还将全方位护航，从供应链、国

际物流、海外仓等多维度提供相

应服务，解决新从业者面临的瓶

颈问题。

衣珊珊认为，跨境电商对人

才的要求日益提高，需要熟稔速

卖通、亚马逊等各大跨境电商平

台的运营，也需要有良好的外语

功底，尤其是小语种。此外，还

需要了解国际物流以及良好具有

的沟通能力。

徐欣表示，下一步他们将

加大与院校合作力度，通过“定

制班”模式，不仅让学生能够有

实践操作的机会，更可以让学生

有一定的收益，真正从校园中就

想方设法把人“留住”，服务山

东的跨境电商产业。

“今年我们将重点围绕跨境电

商主体的培育、国际物流的畅通、

国际市场的拓展等方面重点发力，

把平台、金融、物流、代运营、支付

等相关的企业都聚集起来，打造跨

境电商良好的生态和一个发展的

闭环，而其中对人才的培养和孵化

是重中之重。”山东省商务厅对外

贸易处相关负责人表示，跨境电商

高质量发展不仅需要从产业着手，

形成集群，更需要通过产业带动人

才培育壮大，构筑虹吸跨境电商

人才的“洼地”，反哺产业。

山东打出“组合拳”解跨境电商燃眉之急

电商人才缺 校企“定制”忙

没资金、没劳力，“领办”促乡村振兴

栖霞破解合作社起步难“有巧劲”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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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事搜索

济南拟重金支持

特色产业楼宇发展

导报讯(记者 初磊)济南

市发展改革委日前牵头起草

了《济南市支持特色产业楼宇

发展的若干政策(征求意见稿)》

和《济南市特色产业楼宇认定

办法(征求意见稿)》，并公开征

求意见(时间截至6月22日)。

根据上述政策，特色产业

楼宇运营主体自持运营比例

达到90%、70%、50%并承诺3年

不减持的，每年分别给予楼宇

运营主体100万元、70万元、50

万元补助。特色产业楼宇运营

主体通过租赁方式取得存量

楼宇3年以上使用权的，按照每

5000平方米补助20万元的标

准，每年给予楼宇运营主体最

高不超过100万元的补助。

中国成全球经贸

“稳定器”

据新华社电 从1950年的

11 . 3亿美元到2020年的超4 . 6万

亿美元，我国货物进出口实现

了跨越式发展，成为全球经贸

的“稳定器”。

2013年，我国货物贸易突

破4万亿美元大关，超越美国成

为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国。

2020年我国出口增速高于全球

7 . 4个百分点，进出口、出口、进

口国际市场份额分别达13 . 1%、

14 . 7%、11 . 5%，货物贸易第一大

国地位得到巩固。 (王文博)

纺织企业

维持高开工率

据新华社电 中国棉花

协会发布的对棉纺织企业的

最新调查报告称，5月纺织市场

虽然开始进入传统淡季，但纱

线销售整体较通畅，淡季特征

不明显，部分品种如32支等依

然供货紧张，纺织企业维持高

开工率。印度等地区疫情仍然

较严重，部分订单转至中国，

对需求形成支撑。

中国棉花预警系统对全

国90余家定点纺织企业调查显

示，5月纺织企业原料库存小幅

上升，纺织品产量环比略增，纱

线库存和布库存下降。(潘宇静)

央企发力

养老服务业

据新华社电 瞄准养老

服务业的高质量发展，一批央

企正在加速布局，通过公建民

营、租赁经营、合资合作等多

种灵活的方式，为健康养老产

业贡献央企力量。

不久前，中国铁建旗下铁建

房地产集团有限公司与中国健

康养老集团有限公司、大家健康

养老产业投资管理有限责任公

司、国药医疗健康产业有限公司

合资成立的中康养产业投资有限

公司正式亮相。华润、国投、中国

诚通等央企也接连出手，布局健

康养老产业。(何欣荣 赵逸赫)

上市公司抢占

碳市场新风口

据新华社电 在全国碳市

场即将上线的背景下，近期各

领域上市公司布局动作不断。

6月17日，协鑫能科在投

资者互动平台表示，公司下属

有关项目已经完成碳市场注

册登记，并已得到碳排放权交

易配额。同日，中国联通发布

《“碳达峰、碳中和”十四五行

动计划》，明确提出将通过建

立健全碳数据管理体系、碳足

迹管理体系、绘制重点用能设

备碳足迹等措施，有序参与碳

排放权交易市场。

◆导报记者 杜杨

通讯员 林成显蒋言芳 栖霞报道

6月上旬，山东省农业农村

厅印发了《农业优势特色产业

培育方案(2021-2025年)》(下称

《培育方案》)，“栖霞苹果”

榜上有名。然而作为苹果之

都，前几年栖霞普遍面临果树

老、果农老、种植技术老等难

题；与此同时，产业也出现空

心化现象。

在上述不利情况下，栖霞各

基层党支部通过领办合作社的

方式，迅速理顺了生产关系，在

缺资金、少劳力的情况下，成功

领办了一批“姓党为党”的合作

社，摆脱了一穷二白的窘境。

领办合作社步入正轨后，栖

霞又积极试点镇党委牵头组建

联合社，有序引导合作社的发

展；在保证村民和集体的利益的

同时，欢迎社会资本的进入，为

下一步的发展奠定基础。

村容村貌今非昔比

亭口镇复兴村有一处观景

台。6月1 7日，当经济导报记者

造访这里时，从观景台向下看

去，发现村居路面已然硬化完

毕，房屋镶嵌在郁郁葱葱的山

林中，一派人与自然和谐相处

的景象。

然而此前这里却并非这般

景象。据村党支部书记马玉

军介绍，复兴村三面环山，几

十年来仅靠一条又窄又烂的

黄泥路与外界相连；1979年，泥

石流还冲垮了村里三分之二

的粮田。

同样是在亭口镇，衣家村村

党支部书记衣元良刚到任时，村

集体没有流转土地可用，村集体

的资产卖光了，甚至唯一一间办

公室里的东西都被拿光了，仅剩

下个没屋顶的“空壳”。

正因有上述不利条件，当

时栖霞不少村民纷纷外出务

工，留守的都是些老人，导致

出现产业“空心化”现象。

凝聚人心 巧用政策

转机出现在 2 0 1 7年。那

年，栖霞市按山东省委打造乡

村振兴“齐鲁样板”、烟台市

委“抓党建促乡村振兴”的安

排部署，率先提出村党支部领

办合作社促乡村振兴。

栖霞市委组织部副部长林

京广认为，村党支部领办合作

社，首先解决的是乡村振兴由

谁来做的问题：“村党组织必

须站到引领产业发展和富民强

村最前沿，引导群众自觉团聚

在党组织周围。”

上述几个村党支部，马玉军

当了近30年书记，衣元良是上级

党委动员回村的“能人”，这两位

在村民中的威信很高；而刘守欣

则带着“两委”成员，挨个给心存

疑虑的村民做工作。

村民出于对村党支部的信

任，很快，一批充满干劲的领

办合作社便办了起来。

然而光有干劲还不行，当

时不少村集体像衣家村一样，

只剩下“空壳”；同时，村民

也没有多少积蓄，能拿出现金

入股的寥寥无几。

实践出真知：复兴村首先

让村民以现金和出工两种方式

入股“水利合作社”，出工按

每户人数计算，不能出工的以

每工每天100元配股。水利工程

竣工后，村民以每立方米1 . 5元

的成本价用水。

衣家村创造性地运用“工

票”制度，“工票”可以兑换

成股份、可以社内流通，也可

以购买合作社提供的农资，这

充分调动了村民积极性。

2019年，复兴村的集体收

入就超过10万元；衣家村在2018

年就解决了村里的生产灌溉问

题，还引进了藏香猪、玉木耳

项目；而在成立合作社当年，

汉桥村曾经“空壳”的村集体

一下就有了5万元收入，2020年

更是增长到20万元。

村民和村集体都受益

在 合 作 社 成 功 起 步 之

后 ， 栖 霞 还 实 践

出 一 条 发 展 壮 大

之路：庙后镇党委

联 合 2 8 个 村 级 合

作社，成立栖霞市丰卓果业农

民专业合作社联合社，将分散

的资金、技术等要素集聚、联

合，融入全镇发展的“大盘子”。

2017年后，栖霞大樱桃产

业面临着“人老”“树老”“技

术老”的问题，进行产业升级

迫在眉睫。庙后镇利用联合社

这个“大盘子”，推动产业链

协调发展和全程综合服务，实

现农资供应、技术指导、质

量标准、宣传推介和销售渠

道“五统一”，推动全镇樱

桃产业的规模化、现代化与

生态化发展。

林京广认为，栖霞实践的稳

定起步，除了村党支部的号召力，

以及开创性的土地、劳动力入

股的实践外，合作社在经营上

充分保障村民以及村集体的利

益，这点也不可或缺。

例如上文提到，衣家村引

进了玉木耳大棚项目。这是领

办合作社引进烟台财金集团，

与省乡村振兴服务队、亭口镇

政府三方合作，共同注资1000

万元发展的，社会资本在项目

中占比不超过20%。

栖霞实践的稳

定起步，除了村党支

部的号召力，以及开

创性的土地、劳动力

入股的实践外，合作

社在经营上充分保

障村民以及村集体

的利益也不可或缺

企业与高校

的 优 势 生 源 结

合，将培养出优

秀的跨境电商从

业人员，学生们

也能够自主创业

成就一番事业

导报讯(记者 吴淑娟)经济导

报记者从山东省商务厅获悉，山东

日前启动了2021年境外百展市场开

拓计划，拟安排展会项目105个，对

A类和B类展会展位费给予全额补

贴。线上云展会按照相关规定给予

支持，线上长期展示按参展费60%、

最高不超过100万元/平台给予支持。

根据计划，山东将加密布局

RCEP区域，加密日韩展会，巩固

东盟市场，拓展澳新市场。

“一国一展”深耕20国市场。

针对机电产品、农产品、纺织服

装、轮胎汽配、五金建材等重点优

势出口行业，省市联动开拓市场。

“以点带面”拓展“一带一路”市

场。以俄罗斯、乌兹别克斯坦、阿联

酋、印度、匈牙利为支点，打造一批

辐射上合、中东、南亚、中东欧市场

的山东出口商品系列展会。

创新举办外贸新业态非洲站系

列活动。以坦桑尼亚、肯尼亚、南

非、尼日利亚等市场为重点，依托

上述市场的主办类和重点类展会，

组织市场采购、跨境电商等外贸新

业态主体联手开拓市场。同时举办

市场采购贸易和海外仓专场云展

会，加速新业态发展布局，拓展出

口市场空间。

上半年以线上展会为主，并适

时在日本等国家举办“线下+线

上”展会；下半年拟以线下展会为

主。支持企业通过线上长期展示开

拓市场。

2 0 2 1年拟安排展会项目1 0 5

个。其中线上展会20个，线下展会

85个。主办类展会以主办或联合主

办形式，在日本、韩国、中东欧、

东盟、上合、南亚、非洲等市场举

办山东出口商品系列展，搭建山东

主办展会平台。

重点组织企业参加美国、东

盟、上合、中东、拉美、澳大利

亚、中国香港等市场展会。

山东实施2021年境外百展计划

线上长期展示

可获百万资金扶持

在庙后镇党委领办的联合社，工作人员在实验室查看幼苗长势。

山东跨境电商人才培养在提速。图为山东云麓信息科技有限公司在进行技术培训。 戚晨 摄


	02-PDF 版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