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 专业介绍 

2016年我国网络零售交易额为 5.16万亿元，同比增长 26.2%；

实物商品网络零售额为 4.19 万亿元，同比增长 25.6%，增速高于

同期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速 15.2 个百分点;实物商品网络零售

额占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比重达到 12.6%，比去年同期提高 1.8

个百分点。电子商务企业仍然以迅猛的态势发展，对应的电子商

务人才的需求只增不减，各地都出现电商企业招人难的状况。 

工商管理学院电子商务专业始建于 2002年，是山东省技工院

校最早开设电子商务专业的院校之一，至今已有十五年的历史，

已步入高速发展期，2013 年被中国商业学会授予“全国商科中等

职业教育特色专业”的荣誉。多年来培养了大批掌握现代商务管

理、计算机信息技术、网络营销、网店运营、网络推广、网店美

工、网络客服技能的电子商务人才。 

二、 培训目标 

我院将全面贯彻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四中、五中、六

中全会精神，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牢固树

立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积极推进供给侧

结构性改革，深入实施“互联网+流通”行动计划，服务“大众创

业、万众创新”，助力地方经济转型和产业升级，培育经济发展



新动能。 

同时，为了加强对退役士兵免费教育培训，拓宽其就业创业

渠道，提升其就业能力，我院针对性地走访调研了多家企业后发

现，目前电子商务企业迫切需求的四个技术岗位为：视觉营销岗

位、网络运营与推广岗位、网络创业、网络客服岗位。针对退伍

士兵培训时间短、培训技能目的明确的特点，我院将培训目标分

为两个层次：高级和中级两个培训层次。其中，高级主要培养电

商企业中的运营类人才；中级主要培养电商企业类的客服、采购

仓储、物流配送类人才。 

三、 培训计划 

根据行业企业对所需人才的岗位素质要求以及专业学习的难

易程度，我们将培养目标定位为高级（运营类人才）和中级（客

服、采购仓储、物流配送类人才）两个层次。同时根据“强化实

践环节，退役士兵参训期间的实习、实训时间原则上不得少于参

训时间的一半”的原则，分别根据岗位要求制定不同的培训计划： 

（一）高级人才培训计划 

培训内容 
培训课

时 
培训教师 培训地点 培训模式 

职业道德和企业文化 20  教室 理论课 

电子商务基础 40  电商实操实训室 理论+实训 

网店运营与管理（含美工） 48  电商实操实训室 理论+实训 

网络营销 48  电商实操实训室 理论+实训 

云商城一体化实训 52 李岩涛 云商城实训中心 校内实训课 

合计 208    

（二）中级人才培训计划 

培训内容 
培训 

课时 
培训教师 培训地点 培训模式 



职业道德和企业文化 20  教室 理论课 

电子商务基础 40  电商实操实训室 理论+实训 

网络客服 48  电商实操实训室 理论+实训 

物流实务（包括采购与仓储） 48  物流实训中心 理论+实训 

云商城一体化实训 52 李岩涛 云商城实训中心 校内实训课 

合计 208    

 

四、 培训模式 

根据“以就业为导向设置教育培训专业”的培训原则，加大实践学习 

的力度，将理论与实践完美结合，设置一体化课程体系：总课时的 1/3 为

理论学习、1/3 为校内实训、1/3为顶岗实习，使退伍士兵在短时间内具备

应有的职业能力。 

（一）培训师资 

多年电子商务专业办学经验的积淀，使我们对电子商务专业本身的特 

点、专业办学理念、电子商务教育教学规律、社会对电子商务人才的需求

状况，特别是电子商务行业前沿发展，都有比较深刻的领会与理解，积累

了丰富的办学经验，打造了一支勇于改革、大胆创新、思想素质高、专业

能力强、教学经验丰富的教师队伍，针对此次退伍士兵培训，我院将调用

专业力量最强的师资提供培训，培训师资有： 

方阿荣  工商管理学院商贸教研室主任 高级讲师 高级营销师 经济师 

吕成斋  工商管理学院专职教师  高级讲师  高级营销师  经济师 

李福烨  工商管理学院专职教师  高级讲师  经济师 

邹雪洁  工商管理学院专职教师  高级讲师 

牟淑云  工商管理学院专职教师  高级讲师  注册税务师 

唐风玲  工商管理学院专职教师  讲师  高级营销师  经济师 



马  丽  工商管理学院专职教师  讲师  平面广告设计师 

李岩涛  工商管理学院专职教师  电子商务师 

陈  阳  工商管理学院专职教师  电子商务师  

张学友  工商管理学院教学干事  高级物流师  电子商务师 

王咏鑫  工商管理学院兼职教师  电子商务师 烟大职业培训学校讲师 

王艺颖  工商管理学院兼职教师 电子商务师 怡和洛德商学院讲师

（二）培训场地 

我院电子商务专业提供电子商务实操实训室、顺丰物流实训室、城院 

云商城、ERP 沙盘实训室 4 个实训室作为培训场地，其中顺丰物流实训室和

城院云商城分别引入企业真实项目，由学生完成真实的电子商务项目服务，

在全真职业环境中学习、实践并得到及时的提高与检验。 

 

 

 

电子商务实操实训室 

   



 

 

 

 

 

沙盘实训室 

 

 

 

 



顺丰实训室 

 

 

 

顺丰实训 

 

 

云商城实训室 

 

 



 

          

 

城市学院云商城 

（三）培训设备 

  由于电子商务专业自身特点，仅有电脑和互联网就可以将专业学好，

我院不仅拥有学习电子商务技能的必须设备，还有扫码枪、云打印机等辅

助设备，具体如下： 

序号 名 称 规格、型号 数量 产 地 用途 

备 注 

（注明原有

或新购置） 

1 联想电脑 
启天

M4500-N000 
40 中国 开网店 原有 

2 微店平台 V8.0.0 1 中国 
云商城实

训平台 
原有 

3 扫码枪 900 1 中国 
物流实训

中心 
原有 

4 云打印机 K3SK42 1 中国 
微店自动

接单打印 
原有 

 



 

五、 顶岗实习单位 

工商管理学院长期注重与企业合作，拥有几十余家校企合作实习基 

地，退伍士兵可选择的顶岗实习单位主要有：银座集团、阿里巴巴集团、

京东商城、舒朗服饰、电子商务产业园、迅尔科技有限公司、烟台盈鑫电

子商务有限公司、烟台商机互联科技有限公司、顺丰速运（集团）有限公

司、美瑞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烟台市渤海电子商务产业发展有限公司、

威海茂发经贸有限公司、家家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海尔集团、京东商城、

山东义泰实业集团有限公司等优质企业。 

 

编写说明： 

1、培训为期三个月，总课时为 312课时（每周按 26 课时计）。 

 2、培训模式为：总课时的 1/3 理论、1/3 校内实训、1/3 顶岗实习。 

    3、培训计划：需分别填报高级和中级两个培训计划，只需编写理论和

校内实训部分。 

4、培训内容：需包括职业道德和企业文化的内容，共 20课时。 

 

 

 

 

 

 

 

 

 



 

附件格式 7                   拟投入本项目的培训设备一览表 

单位名称(盖章)： 

 

序号 名 称 规格、型号 数量 产 地 用途 

备 注 

（注明原有

或新购置） 

1 联想电脑 
启天

M4500-N000 
40 中国 开网店 原有 

2 微店平台 V8.0.0 1 中国 
云商城实

训平台 
原有 

3 扫码枪 900 1 中国 
物流实训

中心 
原有 

4 云打印机 K3SK42 1 中国 
微店自动

接单打印 
原有 

 

附件格式 5                   拟投入本项目实施队伍人员汇总表 

培训院校名称：                                         项目名称： 

序

号 

姓   

名 
年龄 性别 学 历 专业 职称 

在本项目拟任职

务 

1 方阿荣  女 硕士研究生  高级  

2 吕成斋  男 硕士研究生    

3 李福烨  女 本科  高级  

4 邹雪洁  女 本科  高级  

5 牟淑云  女   高级  

6 唐风玲  女   中级  

7 马  丽  女 本科  中级  

8 李岩涛 33 男 本科 
信息管理与

信息系统 
初级  

9 陈  阳 28 女 硕士研究生 电子商务 初级  



10 张学友  男 本科 物流管理 初级  

11 王咏鑫 25 女 硕士研究生 国际贸易 初级  

12 王艺颖  女 硕士研究生  初级  

 

拟投入本项目场地一览表 

单位名称（盖章）：                                         

序号 场地名称 规格 数量 用途 

1 教室 普通多媒体教室 1 讲授理论课 

2 电子商务实操实训室 
配 40台电脑和网

络以及教师端 
2 实训课 

3 物流实训中心  1 物流实训 

4 云商城实训中心  1 校内云商城实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