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全国跨境电商运营与推广岗位考试大纲 
 

一、考试性质 

全国跨境电商运营与推广岗位考试是测试考生跨境电商运营与推广岗位能力的全国统一考试， 

目的是为跨境电商企业选拔具备跨境电商运营与推广操作能力的专业人才。 

 

二、考试基本要求 

根据跨境电商运营与推广岗位的相关职责，此考试主要考查考生从事跨境电商运营与推广岗位

所必备的专业技能和商务英语水平。 

 

三、考试形式、考试时间、试卷题型及合格标准

考试形式：考试采取上机测试； 

考试时间：共计 3 小时（基础理论和操作实务两部分）； 

试卷题型：基础理论部分包括单选题、多选题和判断题； 

操作实务部分包括计算题、英汉互译题、文案写作题、邮件处理题和操作实务题； 

合格标准：满分为 200 分，合格分数线为 120 分（含 120 分）。 

 

全国跨境电商运营与推广岗位考试 试卷题型、题量和分值 

基础理论试卷分值  操作实务试卷分值 

题型 题量 每题分值 总分值 题型 题量 每题分值 总分值 

单选题 40 1 40 计算题 2 8 16 

多选题 40 1 40 英汉互译 5 3 15 

判断题 20 1 20 文案写作 1 15 15 

 
合计 

 
100 

  
100 

邮件处理 4 6 24 

操作实务题 1 30 30 

合计 13  100 

 

四、考核内容及考核要求 

（一）跨境电商运营与推广基础概念 

➢ 考核内容 

1. 跨境电商运营与推广基本概念； 

2. 跨境电商主流平台规则及纠纷处理； 

3. 有关跨境电商运营的核心竞争力； 

4. 打造跨境电商的核心竞争力。 

➢ 考核要求 

1. 了解跨境电商运营与推广基本概念，包括跨境电商交易主体、跨境电商运营与推广和跨境

电商交易流程； 

2. 了解跨境电商运营的特点； 

3. 熟悉跨境电商平台概念及分类； 

4. 熟悉企业核心竞争力及竞争战略。 

 

（二）跨境电商运营模式 

➢ 考核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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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跨境电商（基于出口平台）主要运营模式； 

2. 跨境电商进口主要模式； 

3. 跨境电商卖家的平台及模式的选择； 

4. 跨境电商发展新趋势。 

 

➢ 考核要求 

1. 了解跨境电商（基于出口平台）主要运营模式，包括跨境电商第三方平台运营模式、跨境

电商垂直直营平台运营模式和跨境电商“B2C+O2O”运营模式的相关概念、盈利模式以及优势； 

2. 了解跨境电商进口主要模式，包括海淘模式、海外代购模式、直发或直运平台模式、自营

B2C 进口模式、跨境导购平台模式、海外商品闪购模式和微商分销模式的相关概念、运作模式、优势

和可能存在的问题； 

3. 熟悉不同的企业特点，选择跨境电商卖家的平台及模式； 

4. 了解跨境电商发展新趋势，包括（1）“海外仓”的概念、运作流程、优势和劣势；（2） 

整合分销的概念、运作流程、优势和劣势；（3）跨境电商多渠道运营的主要形式、优势及可能存

在的问题；（4）跨境电商本土化运营的主要内容和困难；（5）小语种市场的优势和困难； 

5. 掌握跨境电商运维式运营、跨境电商流量式运营、跨境电商精细化运营和跨境电商多店铺

运营方法； 

6. 掌握店铺数据分析方法； 

7. 掌握店铺诊断及优化（基础优化、搜索优化、导购效率优化、渠道效率优化、）方法。 

 

（三）跨境电商海内外市场环境 

➢ 考核内容 

1. 全球跨境电商发展现况特点； 

2. 全球主要国家和地区电商发展概况； 

3. 国内跨境电商政策环境； 

4. 国内跨境电商试点城市运作情况。 

➢ 考核要求 

1. 了解全球跨境电商发展现况特点； 

2. 了解主要国家的跨境电商发展情况； 

3. 熟悉跨境电商主流国家的市场环境； 

4. 掌握跨境电商的相关政策法律法规。 

 

（四）跨境电商产品及货源策略 

➢ 考核内容 

1. 跨境电商“选品”问题； 

2. 高质量网络产品及店铺展示； 

3. 跨境电商货源和采购； 

4. 店铺自主开发产品策略。 

➢ 考核要求 

1. 掌握跨境电商品类选择的方法，包括关注海外买家的需求、具体选品策略和国内优势产业； 

2. 掌握跨境电商选品能力，包括货品初始竞争力、品类结构合理性、品类丰富度、新品能力

和供应链稳定性； 

3. 熟悉高质量网络产品及店铺展示，包括产品图片的拍摄和处理、有关产品的信息及详细描

述、产品相关的知识产权问题、产品相关服务和店铺装修； 

4. 熟悉跨境电商货源的采购方法，包括产品线上采购方法、利用整合分销平台、产品线下采

购方法； 

5. 掌握跨境电商深度用户定位方法，包含自身店铺定位、国家市场分析用户特征锁定和价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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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锁定方法。 

 

（五）跨境电商价格策略 

➢ 考核内容 

1. 跨境电商产品定价目标； 

2. 影响跨境电商产品定价的主要因素； 

3. 跨境电商产品定价的一般方法； 

4. 跨境电商定价策略； 

5. 跨境电商物流运费的核算方法。 

➢ 考核要求 

1. 了解跨境电商产品的定价目标； 

2. 了解影响跨境电商产品定价的主要因素； 

3. 熟悉跨境电商产品定价的一般方法，包括“量本利”定价综合分析法、成本导向的定价方

法、竞争导向的定价方法、需求导向的定价方法； 

4. 熟悉跨境电商定价策略，包括价格折扣策略、国别定价策略、心理定价策略； 

5. 掌握跨境电商物流运费的计算方法。 

 

（六）跨境电商多平台运营 

➢ 考核内容 

1. 第三方主流跨境电商平台； 

2. 跨境电商多平台的运营策略； 

3. 熟悉主流跨境电商平台基础规则。 

➢ 考核要求 

1. 熟悉当前主流跨境电商平台发展现状、优劣势； 

2. 了解跨境电商多平台运营的概念、模式和优势； 

3. 熟悉跨境电商平台运营的主要策略及运用； 

4. 熟悉 Aliexpress 、Amazon、Ebay、Wish 等主流平台注册规则、交易规则和知识产权规则

等基础规则。 

 

（七）跨境电商推广策略 

➢ 考核内容 

1. 店铺自主营销； 

2. 速卖通直通车； 

3. 平台活动； 

4. 联盟营销。 

➢ 考核要求 

1. 了解速卖通平台店铺自主营销的工具，包括“限时限量折扣”、“全店铺打折”、店铺满

立减”和“店铺优惠券”及的特点、活动规则、设置方法和注意事项； 

2. 熟悉速卖通直通车的原理、操作方法和注意事项； 

3. 掌握亚马逊平台产品广告操作要点； 

4. 熟悉速卖通、亚马逊等平台活动的类型、规则及报名要求； 

5. 了解联盟营销的概念、营销优势、设置方法和注意事项。 

 

（八）跨境电商英语沟通 

➢ 考核内容 

1. 产品及店铺描述； 

2. 营销推广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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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售前沟通交流； 

4. 售中沟通交流； 

5. 售后沟通交流。 

➢ 考核要求 

1. 掌握产品及店铺的描述方法，如产品标题关键词；产品基本信息和详情；物流、支付方式、

售后服务；店铺介绍以及其他信息的描述； 

2. 掌握营销推广案例的设计与撰写方法； 

3. 熟练掌握售前、售中、售后英语交流技能； 

4. 掌握跨境电商纠纷处理沟通技巧。 

 

五、参考教材 

《跨境电商运营与推广》 华国振 曹晶晶 编著，中国商务出版社 

《跨境电商英语实训教程》盛湘君 朱依萍 主编，中国商务出版社 

《跨境电商英语教程》 楼淑娟 主编 中国商务出版社 

 

六、联系方式： 

考试中心网站： www.kjdsks.com 

考试中心主任：司汝军 

 

联 系 人：刘老师 13366331911（微信同号） 杜老师 15942849677 （微信同号） 

邮 箱： support@adtis.com.cn 

QQ    群：（考试中心客服）1172065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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