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眼下正是招聘旺季，各地人才市
场、高校招聘现场又再次上演“抢人
大战”。细心的求职者也许会发现，
今年，电商人才备受企业青睐，成了

“香饽饽”。
近年，电商人才缺口较大，实战

人才更缺，我省高校有何应对举措？
3月10日，记者调查发现，截至目前，
我省22所本科高校及60余所高职高
专院校开设了电子商务专业，其中，
有学校还开办了“淘宝班”，与企业合
作，试水“订单式”培养电商人才。

电商人才用工需求大

高薪招聘网页设计、淘宝美工，
急聘电子商务运营推广专员……3
月 10日，在某知名招聘网站上，有关

南昌地区招聘电商人才的信息多达
上百条。其中，有公司开出 6000 元
的月薪招聘电子商务专员。

通过在“春风行动”系列招聘会现
场的观察，对于电商行业人才缺口，南
昌市劳动就业服务管理处处长李更生
看在眼里。他告诉记者，今年，现代服
务业用工需求较大，而电子商务作为
代表之一，其人才需求较为旺盛。

操作技能型人才不多

来自省教育厅的统计数据显示，
《江西省人民政府关于加快电子商务
产业发展的若干意见》下发后，为加
强电子商务人才培养，目前，我省已
有南昌大学、江西师范大学等 22 所
普通本科高校开设了电子商务本科
专业，在校生有4107人；60余所高职
高专院校开设了电子商务专科专业，

在校生有12649人。
对此，有专家表示，现在许多高

校都开设了电子商务专业，但受到现
行教育体制的约束，培养模式与电商
发展实际相脱节、不对路，由此造成
我省电商人才量大但不“好用”的局
面。该专家建议，商务厅与教育厅应
加强协商，结合省内电子商务发展的
实际需要，灵活调整电子商务人才培
养模式。

记者从省商务厅了解到，目前，在
电子商务方面，省内虽然具有较好的
人力资源基础，但操作技能型人才不
足，运营管理型人才缺乏，战略规划型
人才紧缺制约了我省电商产业发展。

高校开办“淘宝班”培
养实操型人才

记者采访发现，在调整电商人

才培养模式方面，我省部分高校已
经有所行动。去年，江西经济管理
干部学院信息工程系专门开设了

“淘宝班”。在 3 年学习过程中，该
班所有同学都有机会在电商企业实
习，并可在企业专业人员的指导下
上网开店。

该校信息工程系主任邹文健介
绍说，去年，“淘宝班”设立以后，共
招收学生 96人。与其他班级教学模
式不同，“淘宝班”采用“订单式”培
养模式，即通过校企合作形式，邀请
电商企业的团队担任导师，进校指
导学生进行实务操作，并提供实习
和就业机会。如今，该班不少学生
已入驻南昌大学生电子商务创业孵
化基地开始创业之路。

“校企合作的好处是，学校可以
了解企业需要什么样的人才，企业
也可以帮助学生培养实际操作能

力。”游永春是江西经济管理干部学
院 2006 级校友，也是该校“淘宝班”
对接的电商企业负责人，他告诉记
者，该班重点培养的是操作型和运
营管理型人才，目前由企业提供货
源，学生暂可不用为发货问题担心。

在江西工商职业技术学院，“淘
宝班”则是作为一个创业项目推
出。2013 年，该校创业学院面向全
校招收“淘宝班”学生，当时共有近
100 名学生报名，最后 20 名学生经
过几轮考核成为首批学员。“教课老
师除了有经济管理系的老师外，还
有校外的电商创业者。”创业学院相
关负责人说，现在，部分“淘宝班”学
生注册的网店已实现盈利，有的同
学甚至可以自己承担学费和生活
费。2014 年，该校“淘宝班”共招收
了 50 名学生，今年则计划招收 60
人。

电商人才缺口大 实战人才更缺

调整培养模式 部分高校开办“淘宝班”
通过校企合作形式 “订单式”培养实操型人才

本报记者 万仁辉

去年挂出31件物品只有2件拍卖成功

我省法院网络司法拍卖流拍率高
网络司法拍卖渐成趋势 省高院支持各地继续试点

3 月 8 日，在法制日报社举办的
网络司法拍卖研讨会上，全国最大网
络拍卖平台“淘宝司法拍卖”公布的
数据显示，截至今年 2 月，全国已经
有 21个省份入驻淘宝网司法拍卖平
台，入驻法院近700家，完成近9万次
拍卖。其中，我省共有三家法院进行
试点，但流拍率高达八成以上。

一年只有两件物品拍卖成功
目前，我省开展网络司法拍卖的

法院分别是万载县人民法院、吉水县
人民法院和抚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其中，万载法院早在去年 3月份就已
上线，属我省首家，已经挂出的标的
物共计23件。抚州则在去年11月份
上线，标的物最少，只有2件。

然而，记者统计发现，三家法院
挂出的31件物品中，成功拍出的只有
2件，分别是万载法院的一辆奇瑞汽
车，以及吉水法院的一座厂房，二者

拍卖成交价分别为 6.1 万元和 243.5
万元。其余26件流拍，3件撤回。

对于这种现象，万载县法院司法
技术室法官周龙认为，万载作为小县
城，群众对于网络拍卖了解得太少。
从点击率上看，除了车辆能够过万，
大部分物品都只有几千。“知道的人
少，参与的人肯定也少，拍卖成功率
就低。”周龙说。

此外，从拍卖物品来看，三家法院
基本都集中在房产、店面和厂房等大
型固定资产，总价较高，本地人很少会
买。对于外地人来说，这些不动产升
值潜力低，投资回报小，自然也不感兴
趣。为此，周龙解释，法院网络司法拍
卖的物品价格都是由专业资产评估机
构决定，并不能随意更改。

鼓励各级地方法院先行先试
流拍率高，是否会影响法院的信

心？周龙对此并不认同，他告诉记
者，相对于网络拍卖，传统的拍卖消
息往往是通过法院公告、本地报纸等

方式传播，知晓率更低，而且不透明，
围标、串标和压标的情况时有发生，
具有很多局限性。

就目前的成功案例来看，网络拍
卖权证明确，交割便捷，买主比较满
意。“未来我们还会加大网络拍卖的
宣传力度，让更多百姓知道。如果买
家有意向，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留下的
联系电话，法院会尽力配合。”周龙说。

据了解，早在 2012年，浙江两家
法院就开始试行网络司法拍卖。如
今，浙江、江苏等 6 个省份的所有法
院都已入驻淘宝网，拍卖物品包括车
辆、机器设备、住宅、厂房、商业用房、
工业原料等，几乎涵盖了所有涉讼资
产。由于拍卖周期短、零佣金、公开
度高和受众广等优势，社会认可度越
来越高。

我省是否还会有更多法院试行
网络司法拍卖？省高级人民法院执
行局负责人告诉记者，目前省里并没
有相关限制，采用哪种拍卖方式主要
取决于地方法院的意愿。我省网络

司法拍卖还处于试行阶段，但这种方
式的确有利于降低拍卖成本，“省高
院支持并欢迎各级地方法院先行先
试，并将好的经验推向全省”。

江西豫章律师事务所律师廖军
民也认为，由于全程网上操作，法院

不再介入拍卖过程，可以真正实现拍
卖工作的透明、公正和廉洁。“这种尝
试值得鼓励，但现在最高法没有制定
关于网络司法拍卖的具体规定，希望
能够早日出台。”

本报记者 陈 璋

高职单招16日起报名
本报讯 （记者杨碧玉）3 月 10 日，省教

育考试院公布我省 2015 年高职单招各阶段
工作时间安排。3月 16至 22日，考生登录意
向高职院校网站报名。3 月 28 日，全省统一
考试。

根据安排，3 月 16 至 22 日，考生登录意
向高职院校网站报名。3 月 26 至 27 日，考
生到报考院校确认、缴费、查看考场。3 月
28 日，全省统一考试。4 月 7 日，单招院校
在本校网站公示拟录取考生名单。4 月 16
日，单招院校须在本校网站公布正式录取
的考生名单，并同时向录取考生寄发录取
通知书。

省教育考试院提醒，被单招院校拟录取
考生，须在院校公布的确认录取时间内，按
照学校要求办理录取确认手续，确认后不得
继续参加2015年普通高考。逾期不确认者，
视为放弃录取。

省血液中心扩大献血受益对象
本报南昌讯 （记者许卓）今年起，在

省血液中心献血的献血者能将“好报”传
递给更多亲属了。3 月 10 日，记者获悉，
自今年 1 月 1 日起，省血液中心将献血受
益对象扩大至十类，即在原有的献血者本
人及配偶、父母、子女等四种关系基础上，
献血可享受用血报销对象范围扩大至祖
父母、曾祖父母、孙子女、外祖父母、外曾
祖父母、外孙子女。

省血液中心有关人士告诉记者，受益对
象的扩大，可给献血者带来更多实惠，也有
利于进一步调动公众参与献血的积极性。
据了解，我省规定，献血者自献血之日起4年
内的累计报销用血费用按献血量血费的3倍
计算，4 年后的累计报销用血费用按献血量
血费等量计算；无偿献血累计1000毫升以上
的，终身享受无限量用血费用报销待遇；献
血后复检不合格的，其累计报销用血费用按
献血量血费等量计算。此外，献血者直系亲
属可按献血量等量免费用血。据统计，2014
年，省血液中心全年接待用血报销 1544 人
次，报销金额 104.77 万元，分别较 2013 年上
涨39.22%和64.68%。

@赣州发布：3 月 9 日，赣州市卫
府里市场门口一名中年女子被货车撞
倒，半个身子被压。路过的群众看到
后，一起合力将车抬起，把女子“拔”出
来，并送医院治疗。目前，该女子已无
生命危险，事故原因仍在调查中。满
满的正能量，为好心人点赞！

女子被卷车底
众人抬车救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