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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there are lots of talents gaps in the market due to the fast-growing of the industry
of cross-border e-commence and it also makes the related compound talents particularly scarce.
So it is necessary to research the talents demand of cross-border e-commence. At present the research on talent training of cross-border e-commence at home and aboard has not yet formed the
scale, domestic research in this area is more about the situation of the southeast coastal area or
the middle and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s. In addition, the research methods are mainly qualitative research, such as questionnaire survey and descriptive statistics. This article will be based on
the actual development of cross-border electricity suppliers industry, through the content analysis of talents recruitment information of the cross-border electricity suppliers in job recruitment
website and combining with the questionnaire survey of employees of cross-border business enterprises, comprehensively sort out the demand for talents, and mine the demand for talent skills
and knowledge reser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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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跨境电商的迅猛发展不仅导致电商人才的需求与日俱增，也使得相关复合型人才显得尤为稀缺。因此有
必要对跨境电商人才需求进行探究。目前国内外关于跨境电商人才培养的研究尚未形成规模，国内此方
面的研究多针对东南沿海地区的情况或针对中高职院校，此外研究方法以问卷调查描述性统计等定性研
究为主。文章将立足于跨境电商行业的实际发展情况，通过对求职招聘网站中跨境电商行业的人才招聘
信息的内容分析，结合对跨境电商企业员工进行问卷调查，综合整理出人才的需求情况，挖掘对人才技
能、知识储备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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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本文通过查阅国内外“跨境电商人才需求”的相关文章发现目前跨境电商行业存在着大量的外贸类、
技术类、营销运营类人才缺口[1]，且复合型人才尤为缺乏[2]。但是对于复合型人才的界定，及人才需要
掌握哪几门学科的复合型知识，学者们没有提出明确的观点。此外，对所需人才专业背景的研究，没有
细化到具体某个专业的人才适合什么类型的岗位。因此这些问题还需进一步探究。
对于跨境电商人才的需求，我们通过对网上招聘数据进行内容分析与对调查问卷进行数据分析两种
方法进行探究(图 1)。网上招聘信息为部门经理和 HR 对求职者的招聘要求，是从企业领导角度了解人才
需求；调查问卷则是针对跨境电商企业各岗位的员工发放，从员工角度了解岗位需求，进而综合得出跨
境电商人才的需求状况，包括需求规模、需求类型、人才所需知识技能等方面的结论。
这两种方法是互为补充，同时由于调查问卷是根据内容分析的结果编写，因此调查问卷结果可对内
容分析结果的可靠性进行验证。由网上招聘数据聚类分析可得出不同岗位类目及人才所需知识技能类目，
由词频统计可分析出各项技能的重要程度。此类目作为编写调查问卷部分问题的依据，可对问卷回收数
据进行信度检验，验证内容分析得出类目的可靠性。综合二者的分析结果即可得出人才需求状况结论。

2. 招聘信息内容分析
为更精准地了解企业的人才需求，本文对跨境电商企业所需人才的技能进行抓取和分类，现利用
“Rost Content Mining 内容挖掘系统”进行内容分析，用该软件对网上“跨境电商”类招聘岗位进行职
责要求的文本抓取，整合后进行内容分析。具体步骤如下。

2.1. 样本选取及确立分析单元
本文的内容分析数据来源于各大求职招聘网站，及亚马逊、敦煌网等跨境电商平台官网招聘信息。

Figure 1. Research method of talent demand of cross-border e-commence
图 1. 跨境电商人才需求研究方法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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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针对求职招聘网站，以“跨境电商”为关键字对岗位进行搜索，并用 RostWebSpider 按照不同岗位
类型分别抓取网页文本和表格；亚马逊、敦煌网官网的招聘岗位都为“跨境电商类”，并已进行岗位分
类，则可直接进行整站抓取。
为避免各类岗位样本量取值不同带来的分析结果的偏差，现针对抓取的招聘数据进行筛选和分类，
根据网站自身岗位的分类及相关专业高校开设课程的类别，共分为：运营管理类、技术研发类、业务类
和职能支持类四类。每类岗位随机抓取样本 25 个，共 100 个岗位样本，重点分析技能要求、学历、专业、
工作经验等岗位职责要求(表 1)。

2.2. 文本预处理
抓取的文本文件首先要用 Rost 生成全站合并文件，便于统一操作。在抓取的文本中，有较多的英文
及繁体中文，用 Office Word 把文本全统一为简体中文，将英文文本提取出来，用 ROST 的“英文词频分
析”和“聚类分析”功能单独分析，结果翻译成中文再与中文文本汇总。文本内容根据不同的岗位类型
分别放在 4 个不同的 txt 文档中。

2.3. 确定类目
对不同岗位类型的 txt 文档，分别进行分词、词频分析、聚类分析。在词频分析中，要进行自定义词
典、合并词群、过滤无关词的操作，提高分析精准度。对文档进行首次聚类，将职责要求分为了能力、
学历、专业、工作经验等类目。由于“能力”类目内容较多，对其反复聚类，并将词频与企业实际要求、
高校课程开设情况相结合，总结出 7 大类、36 项能力要求。

2.4. 内容分析结果
1) 整体维度分析
整体来看，招聘要求中按照词频出现次数从高到低排序的话，依次为个人素养 37.13%、经验(不只是
工作经验，课程中的操作经验也算在内) 2.4%、其他能力(实际操作能力) 10.09%、计算机技术类技能
8.78%……学历类词汇出现次数最低，仅 4% (图 2)。可见无论什么类别岗位，对个人素养和经验、实操
能力的要求都较高，其次是计算机技术类技能，此类岗位近期需求量大。
2) 知识技能维度分析
对各项能力类目按照岗位类别及总计进行词频统计，对各类目词频分别按照频率进行排序。在计算

Figure 2. The Pareto chart of the job seekers’ demand of abilities of online recruitment information
图 2. 网上招聘信息对求职者各项能力需求帕累托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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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1. Content analysis of sample catalogues for type of position
表 1. 岗位类型内容分析样本类目表
岗位类型

包含岗位

运营管理类

互联网产品/管理、高级管理、媒体事务，政府事务……

样本量
25

技术研发类

软件/互联网开发，系统集成，数据分析……

25

业务类

物流、销售、市场、采购/贸易、产品审核……

25

职能支持类

人事，培训，行政，财务，法律，客服……

25

机技术类技能中最重要的技能关键词为“信息系统、系统体系架构、框架；网站、前端；数据搜集、分
析和挖掘处理；编程”。经济外贸类技能中，最重要的技能为“电子商务和国际贸易”。运营管理类技
能中，各类运营管理能力和互联网思维提到的频率较高，运营管理包括项目管理、产品管理、战略管理
等。在外语技能中，英语出现的频率是所有词频中最高的，尤其是在“业务类”的岗位中，可见英语在
跨境电商行业是首要技能；此外，其他小语种的要求并不高，可见对小语种的要求并不普遍，只是在个
别领域与岗位中有要求。在营销类技能中，对“市场、营销、销售”的要求较多，尤其是针对运营管理
类的岗位。
3) 个人素养维度分析
以上是知识技能方面的要求，不同的类型的岗位对不同类目的知识技能各有侧重，但各类别的岗位
对个人素养都有要求，且词频比例在各类目的技能要求中占比最高。其中最重要的素养关键词包括“沟
通表达、组织协调能力；积极性、团队合作；创新、应变等”，单项比重甚至超过了上述知识类技能中
的任何一项。

3. 企业员工问卷调查
3.1. 问卷设计及发放
网上抓取的招聘信息数据是从部门经理和 HR 对岗位要求的角度分析求职者所需技能，问卷调研的
主要目的是从各岗位的员工在工作中实际需求的角度分析所需技能。前者较为宏观，后者更为详细与贴
近实际。与此同时，用内容分析法分析出的不同岗位类型所需技能的类目，用问卷来进行信度分析，确
保不同岗位类别技能需求类目和维度的可靠性。
问卷在实地调研结束后，结合调研情况，经过多次修改整理，主要向跨境电商平台及企业员工发放。
问卷的设计包括三部分，第一部分是被调查者基本信息；第二部分用李克特五点量表法，从员工的角度
对其所在岗位所需的知识技能进行调查，根据求职招聘网站抓取的数据，将知识技能分为计算机技术技
能、经济外贸类技能、运营管理类技能、外语技能、营销类技能、个人素养、其他能力，其主要目的是
更详细地了解不同的岗位对各类知识技能需求的实际情况；第三部分对被调查者跨境电商行业知识培训
状况及其在岗位所欠缺的知识技能进行调查，目的是了解被调查者上岗之后相关知识技能培训情况，探
究员工在上岗前后所学知识脱节的关键点所在。
问卷的发放，除对义乌和上海实地调研的 6 家单位与机构进行问卷发放外，还选择了北京地区的多
家跨境电商单位进行问卷发放。包括“京东全球购”部门、“全球喵喵”等跨境电商平台及跨境电商代
运营机构。

3.2. 信度分析
为检验由网络招聘信息确定的不同类型岗位技能需求类目的准确性，保证结论有效可靠，现用调查问
卷的数据针对技能及岗位类目进行信度检验。对问卷数据中技能类目的数据用信度系数法进行信度检验，
得出两个信度系数都大于0.9，表明量表具有很高的一致性，该类目及问卷具有较高的稳定性和可靠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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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问卷调查结果分析
此次被调查者 58.82%来自业务类岗位(市场、销售、运营等)，仅有 20.65%来自技术研发类岗位，运
营管理类岗位和职能支持类岗位人数相当。现将网上招聘信息与调查问卷两种调查方式对求职者各项能
力需求进行对比。
整体来看，在调查问卷得出的结论中，个人素养、营销类技能、运管理类技能的得分最高，与网上
招聘数据有偏差，可能与各类别岗位人数不均衡有关。经济外贸类技能重要程度皆较低，其他技能与内
容分析结果较一致。
针对各类目能力来看，两种分析方法结论有相似之处，如能力方面，计算机技术类技能都重视信息
系统、系统体系架构、框架；数据搜集、分析和挖掘处理；数据库；办公自动化软件。在经济外贸类技
能方面，电子商务、国际贸易得分最高；运营管理类技能方面，互联网思维得分最高。营销类技能方面，
四项的分都很高，可能与被调查者大多来自业务类岗位有关。个人素养与其他能力(实操能力等)得分均较
高，与网上招聘数据类似，由此可见，无论什么岗位，对个人素养及实操能力的要求都很高。

4. 跨境电商人才需求分析
4.1. 需求规模及岗位类别
在对网站进行数据抓取的同时，也对敦煌网、智联招聘、亚马逊(全球)、前程无忧等网站中各类别招
聘岗位数量进行了统计。统计结果显示，跨境电商类岗位需求量大，仅四家网站的招聘岗位就已达 21,720
个，技术研发类的岗位需求数量最大达到 51.2%，远超其他三类岗位(图 3)。由此可见，信管类专业的学
生若掌握好软件开发等计算机技术方面的技能将大大增强竞争力。

4.2. 需求人才类型
通过对网上招聘数据对专业要求的内容分析，发现大部分岗位对专业并无明确规定的要求，在有要
求的招聘信息中，按照专业词频从高到低排列依次是“计算机、英语、市场营销、电子商务、贸易、金
融、财务、工商管理……”由此可见，除“技术研发类”岗位对计算机专业毕业生有特殊需求之外，其
他岗位对经济、管理类、电子商务专业的人才需求较大。同时，对人才质量的要求也不断提高。在招聘
要求中，经常出现各类目的技能要求同时出现的情况，由此可见具有单一知识的专业型人才已不再满足
行业需求，人才所需类型逐渐向复合型人才转变。

Figure 3. Distribution histogram of the number of different types of job positions in different websites
图 3. 各网站中不同类别岗位招聘数量分布直方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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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跨境电商人才所需知识、技能分析
根据对网上招聘信息的内容分析，及对调查问卷的数据分析，总结出跨境电商行业对人才所需的知
识、技能要求的类目及具体能力，且将各项能力按照重要程度排序，结果如下表。其中各类别岗位对求
职者的个人素养、经验(不只是工作经验，课程中的操作经验也算在内)、其他能力(实际操作能力)要求均
较高。各专业技能中，按照需求量从高到低排序依次是：计算机技术类、营销类、运营管理类、外语、
经济外贸类技能(表 2)。
Table 2. Table of needed knowledge and skills category of cross-border e-commence talents
表 2. 跨境电商人才所需知识、技能类目表
技能类目

具体能力（关键词）

A 计算机技术类技能

A1 信息系统、系统体系架构、框架
A2 网站、前端
A3 数据搜集、分析和挖掘处理
A4 编程
A5 数据库
A6 数据仓库
A7 网络
A8 办公自动化软件
A9 ERP

B 经济外贸类技能

B1 电子商务
B2 国际贸易
B3 金融
B4 国际货币、国际结算、支付
B5 财务管理

C 运营管理类技能

C1 运营管理能力
C2 互联网思维
C3 IT 项目管理

D 外语技能

D1 英语
D2 其他外语

E 营销类技能

E1 市场调查、预测、策划、运营、推广
E2 营销宣传
E3 消费者行为，销售技巧
E4 国际市场概况

F 个人素养

F1 沟通表达能力、组织、协调能力
F2 工作及积极主动，团队合作
F3 创新能力、应变能力
F4 逻辑思维能力、分析判断能力
F5 法律、法规
F6 问题解决能力、抗压能力、执行力
F7 领导能力
F8 品行良好，商业伦理，职业道德素养
F9 诚信、勤奋、细致、责任心
F10 常用办公软件
F11 学习能力

G 其他能力

G1 工作经验
G2 实践操作能力
G3 跨境电商平台操作能力

经验

不单指工作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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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小结
通过对网上跨境电商类招聘信息进行内容分析，聚类出跨境电商人才需求的知识技能共有 7 大类，
36 项，并由词频分析对各项技能重要程度进行了分析。问卷调查法的技能类目来自于内容分析得出的结
论，并由调查问卷数据进行了信度分析，验证了技能类目的可靠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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