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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人才培养定位的思考

杨莲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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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高校毕业生就业市场的竞争越来越激烈，为了提高毕业生就业竞争力，高校必须明确人才培养

定位。在对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人才培养定位中存在的问题进行分析的基础上。提出了高校必须提高对人

才培养定位的认识，在人才需求金字塔中找到位置。推进教育教学改革，加强师资队伍建设等方面的对策建

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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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高等教育取得了迅猛发展。

高等教育由“精英化”教育转向。大众化”教育。1998

年。全国普通高等学校在校生总数为623．10万人。到

2008年，全国各类高等教育总规模达到2907万人。①

高等学校市场定位作为现代高等学校市场营销战略

和策略的核心问题。成为摆在我国高等学校面前一个

急迫而重大的任务。目前。普通高等学校国际经济与

贸易本科专业的开设遍地开花。而在“2010年中国大

学生就业报告”中。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成为排名第

十的所谓失业量较大且薪资较低的“红牌”专业。值得

高度关注。

一、高校人才培养定位概述

高校人才培养定位是把现代市场营销中的市场

定位理论运用于高校人才培养的分析中。众所周知。

市场定位是企业确立其产品和服务在潜在顾客心目

中的地位或位置的各种活动的总称。因此，高校人才

培养定位是指根据高等学校自身条件、国家和社会的

需要，通过比较和分析。以确定专业人才培养的市场

位置和特色的一系列活动。具体地说，人才培养定位

就是高等学校在市场细分和确立目标市场后所采取

的塑造自己的毕业生(产品)形象特色的行为过程，目

的在于塑造高校及毕业生的鲜明个性。以便于目标市

场上的用人单位(顾客)更好地识别。lt珊人才培养定

位是以了解和分析用人单位(消费者)的需求心理为

中心和出发点。设定自己毕业生的独特性并与竞争者

(其他高校)有显著差别，以引发用人单位在心灵上的

共鸣，留下深刻印象并形成永久性的记忆。而且力求

使用人单位心目中的产品、服务形象与高校所期望的

完全一致。显然，只有通过科学的人才培养定位，进而

以此为基础制定和实施与之相适应的人才培养策略

和措施，才能够保证使培养出的毕业生对目标用人单

位产生更大的吸引力．从而大大提高毕业生在人才市

场上的核心竞争力。

一般来说，我们可以以毕业生的特色和形象来界

定人才培养定位。特色是指毕业生的特点及其与众不

同之处，体现毕业生的内在质量水平；形象是指毕业

，生的外在形象．是用人单位和社会公众对毕业生的看

法和印象。显然，人才培养定位要明确并形成鲜明的

优势和特色。每一所高等学校都要根据自己的办学传

统、资源条件和特色优势等，确定专业人才培养定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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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重点把握人才培养特色，打造人才培养优势。特色

是毕业生的核心竞争力，特色的形成是高等学校分析

自身优势，结合社会需要而确定的。高等学校要办出

自己的特色，就要“有所为，有所不为”，只有这样才能

形成独有的竞争优势，提升高等学校的竞争力。

二、国际经济与贸易

专业人才培养定位中存在的问题

由于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人才培养定位中存在

一定的问题，导致毕业生就业竞争异常激烈，出现了

一方面毕业生找不到合适的工作。另一方面用人单位

招不到合适的毕业生的情况。无疑，这一结构性矛盾

的出现是高校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人才培养不能适

应社会需求所导致的，进一步来看，主要是由于人才

培养定位趋同，导致生产出来的“产品”同质性太强。

难以满足市场对人才多样化、特色化的需求。主要问

题有：

1．高等学校定位不明，专业定位趋同严重

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人才培养定位之所以存在

问题，一个最主要的原因是我国高等教育体制改革不

到位，严重制约和束缚了高等学校的自主办学。使得

高等学校办学定位不明、办学目标不清。出现了高等

学校定位趋同，千校一面的现象。田116几乎所有的高校

都投入到争创“世界一流”、“国内一流”、“省内一流”、

“行业一流”等所谓的。一流”中。事实上．建设一流大

学必须有一流的师资队伍、一流的设备、一流的生源、

一流的教风和学风，必须要有正确的教育观、质量观

和人才观。而国内诸多高等学校根本不考虑办学历史

和实际情况把学校办出特色。而是办学模式趋同、办

学特色迷失。不管是综合性、单科性、多科性大学，还

是研究型、教学研究型、教学型大学，纷纷争办国际经

济与贸易专业，在学校办学定位模糊的情况下，国际

经济与贸易专业人才培养定位不可能正确。一所普通

的新升本学院的定位。与一所重点大学的定位几乎没

有多大差别，造成不同层次高校在培养国际经济与贸

易专业人才时出现了明显的层次交叉、办学秩序混乱

的无序局面。

2．对就业市场竞争认识不足。人才培养定位认识

偏差

进入新世纪以来，我国高等学校毕业生就业问题

日渐突出。然而社会对所谓的热门专业，例如国际经

济与贸易专业依旧追捧．不少高校开始设置国际经济

与贸易专业，考生报名依然空前火爆，由此加剧了国

际经济与贸易专业毕业生的就业竞争。而要有效提升

毕业生就业竞争力，必须使所培养的毕业生具有鲜明

的特色和形象，即人才培养定位必须十分准确。能够

适应社会需求。然而，面对高等教育大众化的新形势，

绝大多数高校并没有尽快适应。并有效处理所面对的

新情况、新问题。一些高校在对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

人才培养定位时。仅仅局限于从自身实际等方面出

发，根本没有更多考虑同类型、同层次竞争性高校的

定位情况，或根本没有关注市场对国际经济与贸易人

才的需求到底是什么样的。由此，制定的国际经济与

贸易专业人才培养定位几乎没有任何针对性可言。

3．人才培养目标定位求高、求全

国际经济与贸易作为经济学的二级学科，既重视

经济学基础理论的探讨．又强调学生解决国际贸易实

务问题的能力。目前大部分的财经类本科院校在国际

经济与贸易专业的培养定位方面。不仅追求学术型、

研究型人才的培养；同时，更侧重于应用型人才的培

养。更加看重毕业生实际解决外贸领域各种问题的能

力。为此。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在课程设置方面可以

说是财经类学科中课程综合性最强的，不仅包括“国

际贸易”、“国际贸易实务”、“国际结算”、“报关实务”、

“商务谈判”等专业性、实践类课程，同时。“宏微观经

济学”、“财政学”、“国际金融”、“国际市场营销”、“会

计学”、“统计学”、“专业英语”等课程也成为这个专业

学生的必修课程。由此导致在那些办学资源相对匮

乏，师资力量相对薄弱的高校，在人才培养方案的制

定上就显得缺乏针对性．培养的毕业生没有自己的特

色，什么都懂一些。但什么都不精通。

三、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人才培养定位的措施

l朋确办学定位和在人才培养金字塔中的位置
要充分认识到办学定位的重要性，坚决杜绝片面

追求“攀高”、“升级”、“大而全”等普遍存在的现象，而

把主要精力集中在明确学校的办学方向和办学目标。

追求办学特色，确立明确的办学定位上。这就需要根

据本学科的历史和传统，结合高等学校特性、潜在适

用性、有形资源和市场资产等评估高等学校资源，呼引弱

提出与众不同的办学定位，从而保持独特的竞争优

势。只有有了自身明确的办学定位，才能使研究型、教

学研究型、教学型等不同层次大学的数量、比例保持

一定的状态，达到较为均衡的“金字塔”结构，从而实

现高等教育的均衡发展。一般来说，社会和用人单位

对国际经济与贸易人才的需求也会形成一个金字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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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构：在金字塔的顶部对应的是高端国际经济与贸易

人才——学术型人才，金字塔的中间部分对应的是中

端国际经济与贸易人才——应用型人才，金字塔的底

部对应的是低端国际经济与贸易人才——技能型人

才。这就要求所有开办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的高校必

须明确自身为社会和用人单位提供的到底是哪一类

人才?在明确了上述问题之后，高校必须考虑如何培

养这类人才。人才培养的特色究竟是什么?比如，一旦

高校确定培养应用型国际经济与贸易人才，就会面临

一系列的问题．什么是应用型国际经济与贸易人才?

应用型人才的特色如何体现?

2．教育教学改革显特色

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人才培养定位的落实体现

在教育教学模式的特色上。这就需要加大改革的力

度，突出自己的教学特色。如注重强调四个结合。即：

教学与科研相结合——以科研促教学，充分发挥教学

与科研相互促进的机制来提高教学水平：理论与实践

相结合——强化国际商务实验室和实习基地的建设。

努力培养高级应用型人才；课内与课外相结合——在

搞好课内教学的同时。开展丰富多彩的第二课堂活

动，培养具有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高级人才；现实

与虚拟相结合——在搞好常规的现实教学的基础上，

探讨利用网络进行开放式全时空教学。突出试验教

学，与企业联合成立学生社会实践工作室，选择部分

学生到企业接受培训。培训合格后学生返回学校进入

社会实践工作室，直接与国外客户做生意，期间由企

业实践导9币和校内理论教师共同指导学生的实践活

动。另外还耍突出双语教学，开设双语教学课程，如国

际经济学、国际市场营销、国际商法、特许经营等。

3．加强师资队伍建设

师资队伍建设是实现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人才

培养定位的基础。事实上。人才培养定位主要是由专

业教师按照学校的办学定位来制定的，更重要的是由

专业教师来落实人才培养定位。注重师资队伍建设，

需要不断提高专业教师的科学研究水平，并促进科研

成果应用于教学实践；加强教学方法的研究与创新，

灵活采用讲授法、双语教学法、案例分析法、辩论法、

竞赛法等教学方法；选派教师到国内、国外名校进修，

学习掌握其先进教学经验与方法；突出强调教师实践

能力。制定政策、措施鼓励教师到基层、到企业挂职锻

炼，培养双师型教学队伍。使专业教师不仅理论丰富，

而且社会实践能力突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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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lents Cultivation Orientation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and Trade Majors in

Higher Education Institutions

Yang Lianna

(Anhui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Benghu233030，China)

Abstract：With job markets for university graduates becoming more competitive,higher education in·

stitutions must well define their personnel cultivation orientation to improve the competitiveness of their

graduates．In this paper,the main problems existing in talents cultivation orientation of International Eco-

nomics and Trade majors are analyzed，and it's suggested that higher education institutions must enhance

their understanding of personnel cultivation orientation，find their place in the pyramid of talents demand，

and also carry forward the educational reform 88 well髂strengthen the construction of teaching staf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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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温州大学"国际贸易实务"课程群为例 -温州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9,9(4)
    课程群是专业课程建设的一项重要内容.温州大学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的"国际贸易实务"课程群围绕"一个中心,三个方向"的基本思路来构建.针对该

课程群建设中存在的问题,提出教学资源、教学方法与手段,实践教学、课程考核评价、师资队伍建设等方面的具体改革措施.

6.期刊论文 庄羽 高校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双语教学探析——以《国际经济学》为例 -管理学家2010(9)
    本文在系统分析了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开展双语教学的必要性以及可行性的基础上,以<国际经济学>为例着重探讨了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开展双语教

学的具体教学实践活动,并据此提出了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开展双语教学的相关建议.

7.期刊论文 明娟 地方本科高校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人才培养模式比较分析 -中国电力教育2010(21)
    随着国际贸易的进一步扩大和深入推进,对高校国际经济与贸易人才培养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本文以安徽三所主要的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本科培

养学校为例,分析三校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人才培养模式的差异,探讨国际经济贸易专业人才培养模式的创新路径.

8.期刊论文 袁定喜.吴艳 关于高校国贸综合模拟实验课教学的思考 -传承（学术理论版）2010(8)
    在高校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中开设国贸综合模拟实验课,对于学生尽快熟悉贸易流程和相关技巧、适应工作岗位具有积极作用和意义.当前,国贸综合

模拟实验课在教学中存在着实验机房硬件建设落后、国贸模拟课程自身和相关软件存在不足、实验教学指导教师实际操作能力不强、实验教学管理混乱

等问题.针对这些问题,提出了几点改进该课程教学的建议.

9.期刊论文 邓小龙 高校本科人才培养模式创新探索——以成都理工大学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在本科评估中的建设

与创新为例 -中国成人教育2007(23)
    如何与时俱进以便使培养的人才更好地满足社会经济发展的要求,是高校各个专业都要研究的一个非常重妥的课题.这主要是专业人才培养模式的问

题.高校人才培养模式是一个复杂的大的系统,它里面又包括了诸多子系统.诸多子系统又可以按时间顺序划分成四个层次.第一层次是办学理念与办学思

想;第二层次是事前计划系统,如教学计划;第三层次是事中控制系统,如课堂教学;第四层次是事后信息反馈与监督系统.各层次按工作量大小和内容简繁

,构成了金字塔型高校人才培养模式.

10.期刊论文 接玉芹 高校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人才培养模式再设计 -湖南中学物理·教育前沿2008(9)
    近年来,随着中国对外开放的广度与深度不断扩大,市场对国际经济与贸易人才的需求不断升温.然而.不同的高校在人才培养的目标和课程设置等方

面存在较大的差异,造成了不同院校相同专业人才专业水平高低不均以及就业喜忧参丰等现象,这种现象的不断涌出,值得我们深思.因此,如何设计高校国

际经济与贸易专业人才培养模式,培养学生的综合技能也是值得我们关注的一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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