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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举办 2019 第二期全国实战型跨境电商教师

高级研修班的通知

各相关单位：

为了促进“双师型”教师培养，积极响应教育部“1+X”证书制

度改革，提升广大学生的实践技能水平，增强其就业竞争力，本基地

特开展了一系列“实战型”电商教师培训班，着力培养“熟行业、高

技能、重实践”的教师队伍。应各地院校与合作单位的要求，我基地

决定联合全球领先的电子商务教育与考试机构——国际职业能力教

育协会（服务品牌：ECCEO 国际职业能力考试）将于 2019 年 4月 19

日～26 日在中国佛山举办 2019 年第二期教师研修班；参训院校可申

请成为 ECCEO 指定“考试站”。本研修班委托新智汇（广州）教育科

技有限公司负责会务等事宜。有关事项如下：

一、组织机构

主办单位：工业和信息化人才培训基地

北京国信智汇科技有限公司

国际职业能力教育协会

协办单位：广东省跨境电子商务协会

广东省继续教育协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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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马逊官方

Ebay 官方

Google 官方

承办单位：佛山职业技术学院

新智汇（广州）教育科技有限公司

二、培训对象

（一）与跨境电子商务相关（外语类、国贸、工商管理类、经贸

类、电商类等专业）院系的相关领导、专业负责人、骨干教师等。

（二）院校分管继续教育、创业、培训与考试鉴定等相关人员。

（三）有志于成为跨境电商教师或运营能手的社会人士、创业者。

（四）ECCEO 各地考试中心、考试站、培训基地的工作人员。

三、培训时间

培训时间：4月 19 日～4 月 26 日(19 日全天报到，26日离会)

报名截止日期：2019 年 4 月 16 日

培训地点：佛山职业技术学院

四、培训内容

采用“任务驱动和实战模拟”教学模式：将企业经营流程化、模

块化，形成实战型课程，学员通过系统化学习，提升实践动手能力。

五、考试证书

经考核合格者，统一颁发《继续教育证明》以及三本证书：工业

和信息化部教育与考试中心颁发的电子商务运营《职业技术证书》，

ECCEO 国际职业能力考试《教师认证证书（中级）》及《考评员证书

（中级）》（详见附件一）。上述证书具有工业和信息化行业认可权

威性，可作为专业人员技术技能评价，职称评估，聘任、选拔、考核

的客观标准和重要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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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报名须知

1、需提交身份证复印件一份、一寸免冠彩照三张（背面注明姓名）。

2、培训费 3600 元/人（含培训费、资料费、考试费），食宿统

一安排，费用自理（详情可咨询会务组）。

3、实战教学建议自带笔记本电脑；开班前三天发《报到须知》。

4、报名及交费方式

（1）银行汇款

开 户 行：招商银行广州东山支行

户 名：新智汇（广州）教育科技有限公司

银行账号：2016-8066-0310-001

汇款事由：跨境师资培训 1902

（2）支付宝付款：benzotech@126.com

（3）报名方式：先缴纳学费，填写《报名回执》并盖章（见附件

一），发送回执表至指定邮箱：ecceo_edu@163.com，并来电确认。

七、联系与咨询

联系人：020-89850215，89850349；林佳佳（手机：13929587240）、

邹梦如、凌晓燕。

mailto:ecceo_edu@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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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ECCEO 国际职业能力考试简介

“国际职业能力教育协会”（英文：International Professional Capability Education

Association，简称：IPCEA）致力于互联网应用和智能科技等领域教育研究与专业服务。协

会总部位于香港，在北京设立了中国区管理机构。IPCEA考试委员会开展了“ECCEO国际

职业能力考试”，“ECCEO”是其服务品牌。

“ECCEO国际职业能力考试”（英文：ECCEO International Career Certifications）是全

球领先的电子商务和互联网应用领域职业考试评估品牌，志在促进学员职业能力建设、提升

个人职业竞争力。

（ECCEO 电子商务职业标准发布会） （ECCEO 电商人才标准示意图）

ECCEO于 2014年发布了国内外首个电子商务职业标准，该标准在超过 60万份企业电

商人才需求数据分析的基础上，梳理并提出了 14类细分职位，经研究分为四大职业发展通

道（产品、市场、技术、管理）和六大类企业常设职位（运营管理、营销推广、客服管理、

视觉设计、智能物流、应用系统设计），并据此研发了对应的课程体系和考试标准，实现了

和企业实际人才需求无缝对接。

目前，ECCEO电子商务职业标准已在 2016年底发布了 2.0升级版本。2018年，ECCEO

提出来“数字商务人才培养计划”，并成立了“ECCEO中国数字商务教育联盟”，研发了

“大数据应用分析师”、“互联网产品设计师”等创新课程。

考试合格学员信息统一录入“ECCEO国际数字商务人才库”，可在官网查询。ECCEO

《教师认证证书》和《考评员证书》持证者可在全国各地的 ECCEO授权合作机构持证工作；

有机会经 ECCEO推荐往国外知名跨境电商教育机构授课，并有机会获得认可 ECCEO标准

的品牌企业的聘请与合作机会。

ECCEO国际职业能力考试官网：www.ecceo.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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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教学安排（8 天）：

时间 课程 备注

4 月 19 日 全天报到 入住，领资料

4月 20 日上午

9:00—9:30
开学典礼

相关领导、专家

（30 分钟）

4月 20 日上午

9:30—12:00
亚马逊精要分享 亚马逊官方

4月 20 日下午

至

4月 24 日下午

亚马逊运营管理实战培训

（详细课程见“附表一”）
运营专家

4月 25 日上午

Google 培训 Google 官方

Ebay 培训 Ebay 官方

高校跨境电商专业建设交流 知名高校专家

4月 25 日下午

ECCEO 电商职业标准和考评管理 ECCEO 官方

跨境电商人才培养方向分析
广东省跨境电子商

务协会 官方

跨境电商人才需求与趋势 知名企业高管

4月 26 日 知名电商企业考察 全体学员

4月 26 日 结业，返程 17:30 散学

注明：我基地（国信智汇）保留本教学安排表和课程大纲的解释权，同时保留根

据实际情况变化做相关调整的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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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一：电子商务运营管理（亚马逊平台）课程大纲：

商业模式与盈利模

式

市场调研与选品

商业模式与盈利模式

团队组建与绩效管理

品牌推广与知识产权

品牌备案

红海与蓝海维度的数据选品

战略规划与年度经

营计划

亚马逊平台简介，

物流仓储与回款

帐户注册

战备规划，年度经营计划

产品营销分组

供应链整合

物流选择与报关

FBA 简介与转化，库存管理

亚马逊平台简介，前台与后台功能

产品上架与准备

亚马逊帐户注册

亚马逊其它帐户类型

分类审核

上架前的准备

跟卖与防跟卖

产品上架，批量上传

站内营销与爆款

用户浏览习惯分析

站内流量来源分析

提升搜索排名

Sponsored Product

站内营销与爆款

平台 DEAL

促销活动

打造爆款

站外营销与引流

Facebook 引流

Youtube 引流

Slickdeal 引流

Pinterest

SEO 和 EDM

客服客诉与回购

订单处理

客户服务，客户投诉

二次转化与回购

数据分析与优化

店铺运营数据

Listing 优化

提升点击率和转化率

利润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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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

2019 第二期全国实战型跨境电商教师高级研修班

报名回执

单位名称 总报名人数

通讯地址 邮编

报名联系人 电话 邮箱

学员姓名 性别 职称 主授科目 手机号码 是否住宿

□合住 单人

□合住 单人

□合住 单人

□合住 单人

□合住 单人

□合住 单人

□合住 单人

□合住 单人

备注事项

注明：1、请将回执表填写好发送至邮箱：ecceo_edu@163.com，并来电确认；

2、此表复制有效。

mailto:ecceo_edu@163.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