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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教育模式下的大学生

电子商务创业模式探索
张 盼 崔基哲*

（延边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吉林·延吉 133002）

摘 要 电子商务创业以其风险低、前景广、潜力大及门槛低等原因正在逐渐地成为当代大学生自主创业的选择。由

于课程、资金、技术等方面的原因导致大学生创业成功率普遍偏低。本文先阐述高校教育下电子商务创业的基本现状，

并针对创业成功率低现象，提出创建校园电子商务模式、构建校园电子商务实践基地及增加考核模式来提高大学生电

子商务的创业成功率。通过本模式可以增强学生与社会的对接，提高学生的创业实践能力。最后通过延大智点科技公

司的创新性模式证明本模式可以大大的提高学生实践能力，并提高了大学生电子商务创业成功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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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E-commerce entrepreneurship is gradually becoming the choice of contemporary college students to start their own

business due to its low risk, wide prospect, quick effect, high potential and low threshold. Due to some constraints in the school,

as well as human resources, capital, technology and other reasons, the success rate of entrepreneurship among college students

is generally low. This paper first expounds the basic status of e-commerce entrepreneurship in universities under education,

and in view of the low success rate of entrepreneurship, proposes to establish campus e-commerce model, build campus e-com-

merce practice base and increase assessment model, so as to improve the success rate of entrepreneurship of college students

in e-commerce. This model can enhance the connection between students and the society and improve students' practical abil-

ity. Finally, combining with the innovative mode of YANDA ZHI DIAN Technology Company, this mode can greatly improve

students' practical ability and improve the success rate of e-business entrepreneurship of college stud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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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随着互联网的快速发展，电子商务迎来了发展契机，线上

购物成为了一种新兴的购物方式。电子商务推动着人们购物

方式的改变并给大学生创业提供了一个良好的创业平台，一股

自主创业的激情正在高校中萌芽成长。中国电子商务协会理

事会长宋玲认为：“网上创业，鼓励学生通过自己的努力开辟自

立自强的创业新路，它为全国大学生提供网上实验基地，并为

更多的优秀大学生提供就业机会。”[1]

我国现有 4000多万家中小企业，占总数的 99%，产出GDP

超过 50%，带来的就业机会超过 75%。尽管当前中小企业的增

长速度速率要高于大型企业，但中小企业的电子商务普及率远

低于大型企业。[2]综上可看出中小型企业电子商务发展前景广

阔，但校园电子商务成功率普遍偏低。

结合专业知识以及社会现状分析本人提出构建校内电子

商务创业平台的解决方法，它采用校企合作和构建教育实践基

地等新的手段，将学生的理论知识应用到实践中，做到理论与

实践相统一，从而提高校园电子商务成功率。本文先分析了校

园电子商务创业现状，然后高校电子商务专业，最后介绍提高

校园电子商务创业成功率的对策及校园电子商务的前景展望。

1 大学生电子商务创业现状

1.1 目标市场定位不准确

市场定位和目标客户群定位不准确是当今大学生创业失

败的主要原因，大学生在创业的时候大多都对缺乏产品定位、

目标群体及销售方式等，在创业的时候一般都是跟着大众潮

流，发挥不出自己的优势，很难从电子商务创业的潮流中脱颖

而出。

1.2 创业资金和技术匮乏

参加电子商务创业的大学生都不缺少好的创意，但大多都

因资金匮乏使自己的创业梦想化为虚影。电子商务是一个技

术含量很高的领域，在校大学生能够在该领域精通一门技术并

有相关实践经验更是凤毛麟角，再加上电子商务创业还涉及到

网站制作、数据库等多种技术。

1.3 创业团队难构建

电子商务创业的成功需要一个技能互补、分工明确、团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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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致的创业团队。虽然电子商务创业团队规模不需要很大，但

却要更高的知识性、创新性及服务性，并且一个完整的电子商

务创业团队应包括技术部、销售部、后勤部、管理层等，涉及多

个专业，因此仅凭学生个人组织，恐难组建一支优秀创业团队，

这也是大部分大学生电子商务创业失败原因。

1.4 缺乏网络信誉

随着电子商务的发展，网络购物凭借价格优惠，方便快捷

等优势迅速占领市场，但近年来频繁出现网络诈骗，产品质量

恶劣等事件，不仅损害了消费者的权益，还使越来越多的客户

对网络购物失去了信任，同时也严重阻碍了大学生电子商务创

业的发展。

1.5 缺乏良好的社会氛围支持

大学生电子商务创业需要家庭，社会的支持，但是受中国

传统文化的影响，许多家长都只希望孩子努力学习，毕业找个

稳定工作。认为电子商务创业是一件虚无缥缈的事情，这也给

当代大学生带来许多心理障碍。

1.6 创业服务机构体系尚未完善

国家对于大学生创业给予了大量的政策支持并且有许多

创业服务机构在相关政策下给予大学生帮助，但参加创业的人

数越来越多，服务机构根本无法满足需求，所以创业服务体系

还尚未成形。

2 高校电子商务专业创业教育现状

2.1 创业教育人才培养体系不够完善

高校主要靠讲座、课外实践等进行创业教育，人才体系的

构造中严重匮乏创新创业元素。虽然教育改革在近几年开展

得如火如荼，但受传统教学模式的影响，高校的教育课程体系

改革模式仍没太大改观，高校的人才培养体系与创新创业教育

理念脱节。

2.2 缺乏创新教育实践基地

创新教育最重要的载体是创业实践基地，它可以培养学生

的创新意识，提高学生的创新能力。[3]很多高校因资金有限导

致学校缺乏创业基地来满足学生的学习需求，由此可以看出实

践基地的匮乏严重影响了创新教育的发展。

2.3 缺少社会企业参与

高校开始引入企业，却很少有企业愿意为创新教育投资，

企业的目的就是利益最大化，所以一般不会为创业教育投入资

金或实习岗位来增加压力，企业更担心自己投入了成本，但最

后人才不能为己用，造成损失。学校对于创新教育做出了努

力，但没有企业的配合，还是培养不出创新型人才。

3 促进高校电子商务创业的对策和建议

3.1 创建校园电子商务运行模式

学校出资构建电子商务创业平台，安排专业人员对平台进

行系统管理，发挥学校人、物、财等各方面优势。在运营过程

中，首先可将平台作为创业教育实践基地，提高学生的创业实

践能力；其次创业可以鼓励对有创业有想法的学生参加创业；

再次平台可以在校内运输方面选择贫困人员来参加，给他们提

供勤工俭学的机会。

3.2教学中注意培养创新型人才和完善创新教育实践基地

学校应在原有课程上增加创业的知识，成立创业教育体

系，创业教育的核心是从创业意识、能力、知识三个方面培养学

生的职业素养和创业素质，教师可通过这种模式来增强学生的

理论知识，为以后的创业提供理论基础；另外，通过校企之间的

合作，构建电子商务实训室，让企业、学校、学生都能够享受到

好处。[4]学校提供场地、人员；企业提供资金、支持达到双方共

赢的模式，企业和学校安排专业人员指导学生，培养学生的实

践能力，积累实践经验。实践与理论相统一，为社会培养出电

子商务专业人才。

3.3 改善社会氛围，加强创业思想教育

学校应该大力宣传和弘扬创业，提高社会和家庭对大学生

电子商务创业的认识，改变以前的旧观念，给社会营造出一个

良好的文化氛围。并且目前电子商务创业正处于黄金阶段，风

华正茂的大学生，敢做敢拼，正是拼搏的时机。家庭和社会应

该在此时鼓励他们通过电子商务创业实现自己人生价值，为社

会的发展贡献。

3.4 加考核模式

在对学生进行创业教育的时候要定期对学生的实践情况进

行考核，学校的指导老师或者企业相关负责单位应为学生制定

考核标准，考核学生各方面指标，如整体策划、创意等。这种考

核方法可以让学生及时的总结自己的优缺点，也可增加学生的

交流沟通能力，为创新教育培养高素质、高能力的复合型人才。

3.5 善校企合作管理机制

为了达到创新教育模式下校企合作目标的最大化，应该建

立完善的管理体制。可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第一，明确校企

合作的目标，校企合作最终目的不是盈利而是让学生学到更多

的技能；第二，建立约束机制，学校和企业之间应签订责任合

同，明确各自的义务和责任并全身心的投入各自的工作中；第

三，建立奖惩机制，在学生的平时学习中应设立一些奖励措施

及惩罚措施，既可以激励学生的创业积极性也可以约束学生的

不正当行为。

4 结论

本文浅析了校园电子商务现状，并探讨了校园电子商务的

对策与方法。提出的校园电子商务运行模式，可适用于电子商

务专业的实践课程，并为学校与企业对接提供了一个好入口，

增强大学生电子商务创业的成功率。校园电子商务运行模式

基本满足大学生对自己理论知识在现实中应用的需求，延边大

学智点科技公司的成立为此成功的迈出了一大步，在推广过程

中无需过多成本投入，保证了可推广性。

*通讯作者：崔基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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