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513电商学院
- 跨境电商“渔人计划”招生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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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d the title

跨境电商/项目背景简介
Company profile

513电商学院，立足于中国经济最为活跃的深圳，坐拥优良的跨境产业资源。企业旗下拥有多家具备成熟体系的跨境电商公司。作为诸多跨境电商

公司的“圆梦工厂”，我们致力于跨境电商人才系统化培养，成功颠覆了传统的教学模式，采用新型的人才与企业一体化的模式，为投资者提供

完整体系的运营团队及强大的供应链系统，从而实现“一站式”的跨境电商。



跨境电商行业现状

中国跨境电子商务蓬勃发展

近年来，中国跨境电商进出口增长迅猛
2016上半年，规模达 2.6 亿万元，同比增长30%.

出口额, 2012, 2.1

出口额, 2013, 3.6

出口额, 2014, 4.2

出口额, 2015, 5.5

2012~2015年跨境电商进出口总额（万亿人民币）

2012 2013

2014 2015



行业 2014 2015 涨幅变化

电子商务 7.7% 9.0% 1.3%

金融 7.4% 8.7% 1.3%

高科技 8.5% 9.7% 1.2%

医疗健康 8.4% 9.3% 0.9%

汽车 8.1% 8.7% 0.6%

消费品 7.5% 8.1% 0.6%

广告传媒 8.9% 9.1% 0.2%

物流 7.8% 8.0% 0.2%

零售/餐饮娱乐 8.5% 8.6% 0.1%

能源/化工 7.9% 7.9% 0.0%

文化传媒/教育/培训 9.3% 9.3% 0.0%

较2014年的平均薪酬涨幅，电子商务、金融行业的

增幅最大，为1.3个百分点。电子商务的增幅与行业

当前的发展处境有着直接关联。中国已成为全球销

售额最高的电商零售市场，随着传统企业及互联网

企业涉足电子商务，行业的人才需求增加。同时，

行业还面临着跨行业的人才竞争。

电子商务薪资涨幅持续走高

信息来源：科锐国际《2015中国大陆薪酬调查报告》



根据阿里巴巴研究院调查：

85.9%的跨境电商企业人才缺口严重存在。

跨境电商人才现状



跨境电商的极速发展

与人才的输送不对称。

高校教育的方式方法跟不上

电子商务高速的革新。跨境电商培训机构起步

较晚，没有形成规模。

高校学生对跨境电商没有深入的了解，

因为涉及到国际贸易，很多人误以为

行业门槛很高。

信息不对称，造成了企业招人难，

毕业生找工作难的局面。

跨境电商人才缺口大五要素



跨境电商人才能力模型

复合型人才介绍

跨境电商外部环境复杂，不同国家、不同行业所应对的政策规则不同，总

体呈现出“需求多样、链条冗长、匹配复杂”的特点。在这样的背景下，

综合型人才成为企业推动跨境电商的关键。

复
合
型
人
才

01 02 03 04

英语或小语种

交流的能力

了解海外目标

用户消费理念

及文化

了解相关国家的

知识产权及法律

知识

熟悉各大跨境

电商平台的运营

规则



02 运营理念
Business philosophy



03 “渔人计划”项目明细
Recruit students object

“渔人计划”

课程名称：跨境电商Amazon 课程。

培训周期： 22天，采用22天实战式培训孵化的模式，具体起止日期根据报名时间制定课程计划表。

课程费用：免培训费用（包住，不包吃及交通费用）。

授课地点：深圳市龙华新区大浪街道浪静路华兴产业园6栋3楼或甲方指定培训场地.

实习周期：6个月（带薪）

薪资待遇：达到实习标准学员，承诺实习底薪2400元/月（包住），提成福利另算；实习结束，保证

就业，并承诺底薪为3500-5000元/月（包住或折算租房补贴）。



04 “渔人计划”招生标准
Recruit students object

“招生标准”

招生对象：大专及以上应届大三/大四学员，有充足的培训及实习时间。

目标专业：专业不限，电子商务，市场营销类专业优先。

语言要求：英语四级（英语阅读及书写表达能力强者可酌情放宽条件），小语种专业优先。

培训周期：22天（免费）

实习周期：6个月（带薪），中途毕业答辩可请假但不能无故缺勤。



05 项目优势
The advantage



06 跨境电商Amazon课程表
The schedule 

时间安排 课程大纲 课程内容

第一周

跨境电商平台介绍
跨境电商介绍及其发展趋势

四大跨境电商平台介绍

亚马逊平台介绍

Amazon平台详解（发展史，平台特点，作为Amazon卖家有什么优势）

亚马逊卖家分类

介绍全球开店项目（项目内容，优势和劣势）

如何成为本土卖家以及优劣势

亚马逊账号类型

介绍6种收款账号，具体收费标准和特点

什么是关联，如何避免关联

如何实现多账户操作

账号注册所需要的资料

注册流程及其注意事项

Listing构架以及操作

Amazon前端页面详解（站点，Listing的详情构造）

Listing的上架要求

亚马逊Amazon Business项目介绍

帐号风险控制

选品和开发

Amazon后台界面介绍
（实操）

亚马逊各站点风俗人情，购物习惯详解（学生整理来讲自己的理解）

亚马逊必争之地-Buybox Linkin

亚马逊流量金矿哪里挖？-Linkin

班级活动

休息



项目课表
The schedule 

时间安排 课程大纲 课程内容

第二周 Review，Feedback，以及FBA的操作

详解亚马逊平台上的Review和Feedback

商标的注册和备案所需要的资料

自己注册FB，找测评师

什么是FBA

如何创建FBA计划

FBA发货要求及其选品思路

FBA费用详情

实操1.后台创建一个FBA发货计划，并且记录每个流程。

实操2.自己做一个商品标签和外箱标签，并且打印出来。

实操3.去仓库打包-贴标-发货，完成一个发货流程，过程中记录需要记录的东西

亚马逊FBA常见问题 Linkin

实操 算一个产品FBA费用情况

班级活动

休息



项目课表
The schedule 

时间安排 课程大纲 课程内容

第三周 实操上架Listing和CPC广告设置

513培训资料 A+页面（实操上架，可以在日本站操作A+）

优化listing（实操）

亚马逊流量金矿哪里挖？-Linkin

电商平台需要了解的一些术语

实操练习：上架listing 

亚马逊Amazon Business

Listing的合并与拆分-Linkin

实际操作合并和拆分两个listing

跟踪竞争对手情况，并且给出报告

亚马逊促销

亚马逊促销（实操）分别建一个对应的促销

亚马逊站内CPC广告的后台操作（实操）

亚马逊站内CPC广告的投放逻辑（实操）

亚马逊站内CPC广告的实操策略（实操）

周一下载数据报表分析

班级活动

休息

第四周 知识整理以及面试准备

如何准备亚马逊旺季销售

把之前的资料全部整理，老师检查学员的整理笔记

把之前的资料全部整理，老师检查学员的整理笔记

人力资源上课，准备简历

面试技巧：职场面试应对技巧传授

企业招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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遆好伟 伟博士

执行副总

马来西亚林国荣创意科技大学工商管理哲学博士

美国GLG集团公司顾问

亚马逊数据专家，专注于亚马逊选品，数据分析，蓝海战

略分析；

具有扎实和丰富的企业一线运营及管理经验，是技术、专

业、管理的复合型人才；尤其在团队建设、业务模式创新、

团队管理与运营等方面具有丰富经验。

遆曙光

博士后
哈尔滨工业大学博士研究生
曾任多家公司顾问、专家，发表国际
刊物论文5篇（本人为第1作者），为
SCI收录。撰写论文5篇、专利申请书1
项，先为学院的首席课程导师。

刘振捷
工商管理哲学博士
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MBA
清华大学商贸公司 资源部长
清华园文化创意园区 创始人
全国高校印刷协会 副秘书长

师资介绍
The teachers

余树贵 Robin 

清华大学EMBA毕业
深圳市智其伟业电子有限公司 董事长
深圳市蚂蚁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创始人
深圳网络信心促进会 副会长
汕头饶平商会 副会长



讲师团队介绍（部分）

马来西亚林国荣创意科技大学中国区

总监，河南省留学生创业协会秘书长

，对高校的人才需求和培养进行了深

入研究，在专业调整和研究，课程结

构设计安排和人才培养目标等方面8

年经验，对职业教育和素质教育有超

前的理念。

马丁

工商管理哲学博士

张光辉

工商管理哲学博士

黄河科技学院国际学院党总支书记

。国家企业人力资源管理师二级、

心理咨询师、创业咨询师，全国民

办高校（独立学院）共青团联盟理

事、豫澳精英会副理事长、河南高

校创客联盟发起人。2015年11月

，随习近平总书记访问越南。

澳大利亚南澳大学硕士

北京大学汇丰商学院工商管理硕士

深圳市旭佳实业有限公司 CEO

具有多年企业运营、销售、财务、并购

等高管经验，是专家型的企业管理者

陈怡卓

高级特聘讲师

Surrey Univ. 市场管理学硕士

Northampton Univ. 工商管理学学士

PMP项目管理认证

跨境电商总裁班证书

高煜林 Henry.Gao

高级特聘讲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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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22天实习课程将获得

“渔人计划”结业证书。

顺利结业将 100%推荐

企业就业，知名企业现场

面试录用。

100%推荐就业
The certificate 



推荐就业企业目录（部分）

1.深圳市洋贸国际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2.深圳市兴茂国际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3.深圳市爱派拓科技有限公司

4.深圳市创腾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5.深圳卡铂西方珠宝有限公司

6.深圳卡图科技有限公司

7.深圳峇鞑科技有限公司

8.深圳市光科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9.深圳市卡奈尔珠宝首饰有限公司

10.深圳市硕峰科技有限公司

11.深圳帆艺光电有限公司

12.深圳高朗科技有限公司

13.深圳皓宇光科技有限公司

14.深圳科瑞思实业有限公司

15.深圳市邦博科技有限公司

16.深圳市博恩通电子有限公司

17.深圳市承悦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18.深圳市蒂奈特商贸有限公司

19.深圳市福瑞达通讯技术有限公司

（以上仅为部分友好合作企业）



09 环境展示
The environment



学院课程



企业环境



生活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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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投递简历

招聘会现场或在线投递简历。

录取通知书

通过导师初步面试后统一发放

录取通知书并告知集合时间，

统一前往深圳进行课程培训。

培训及实习协议

到达深圳培训基地之后统一签

署培训及实习协议。

就业协议

顺利完成培训课程后参与企业

招聘会选择意向企业并进行就

业协议签署。

11 报名流程
The agreement



简历投递邮箱

382907169@qq.com

在线预约报名

识别二维码在线预约报名

导师将在一个工作日内与

你取得联系。

企业官网

www.513.com

12
预约报名

The enrol

http://www.513.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