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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物流工程

硕士研究生

进行了为期

1 周的专业

见习遥
此次专业见习参观走访了宁波港国际集装箱有限公司尧宁波港

铃与物流有限公司尧宁波兴曰物流有限公司尧中通物流集团尧阿凡达

供应链有限公司等 15 家物流相关单位遥每到一个单位袁同学们都与

企业负责人进行互动交流袁同学们踊跃发言袁敢于提出问题袁整个交

流的气氛非常活跃遥
通过一周的专业认知见习袁同学们对于企业的概念袁特别是对

物流企业的概念有更深的理解和感性的认识遥每位同学对于参观的

企业都有心仪之处遥 这为同学们下一步学习研究指明了方向尧奠定

了基础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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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生进行为期一周企业见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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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风送爽袁丹桂飘香袁在这收获的季节里袁
我院迎来了 2015 级研究生新生袁9 月 7 日是

2015 级研究生报到的日子袁现代物流学院院长

楼百均尧党委书记谢荣光及相关职能部门人员

到迎新报道点看望前来报到的新生及家长袁检
查迎新工作开展情况遥

在学校图书馆报到处袁学院领导仔细询问

了迎新工作的开展情况袁并对新生报到流程的

每个环节都进行了检查袁嘱咐工作人员一定要

耐心细致地为新生提供优质的服务遥

下午 5:00袁 学院领导又走

访了研究生新生宿舍看望新

生袁每到一间寝室袁学院领导就

与新生们亲切交谈袁 询问他们

来自哪里尧寝室是否住得习惯尧
食堂的菜是否可口钥 并勉励寝

室的同学们要和睦相处尧 互相

学习袁 珍惜在研期间室友之间

的珍贵友谊曰 尽早适应研究生

期间的生活袁把握好学习时光袁
认真规划未来袁 争做一名优秀

的万里学子遥
走访中袁 新生们对学院领导的关怀表示感

谢袁他们纷纷表示袁将牢记领导和老师们的谆

谆教诲袁尽快适应生活袁认真学习袁早日成才袁
不辜负学校和父母的期望遥

据悉袁为切实保障 2015 级研究生顺利入

校袁学院领导高度重视迎新工作袁专门成立迎

新工作领导小组袁并召开迎新工作会议袁研究

部署迎新工作事宜袁制定出台了迎新工作方

案遥 相关人员精心部署袁统筹安排袁力求提供

更加规范化尧人性化的迎新服务工作遥

现代物流学院喜迎 2015 级研究生

为进一步推动学院社团建设工作袁表
彰过去一年学院社团发展过程中涌现的各

类先进袁2015 年 10 月 20 日下午 15:30 现

代物流学院在学术报告厅举行 2014-2015
学年社团表彰大会袁 表彰奖励在社团建设

过程中表现突出的各类先进遥 学院领导尧相

关教师和 500 名优秀社团学生参加了表彰

大会遥
会上袁 现代物流学院院长楼百均提了

三点希望和要求遥 一是希望同学们要明白

学院为什么要投入大量的人力尧 物力和财

力推进学生社团建设袁 学生社团建设的目

的和意义是什么钥 二是希望全体同学通过

各种途径和形式加入到社团建设中来袁积
极参与学生社团建设袁 锻炼自己袁 提升素

质曰 三是希望各个社团能够发挥在学生中

的引领作为袁多搞精品活动袁成为锻炼和培

养学生综合能力的主阵地遥
现代物流学院目前有学生社团 13 个袁

自学院深化二级管理试点工作开展以来袁

为提高学生综合素质和能力袁 进一步规范

学生社团建设发展袁 促进校园精神文明建

设袁成立了现代物流学院社团发展中心袁出
台了 叶现代物流学院学生社团管理办法曳袁
各个社团选配了指导老师袁 这些措施为真

正提升学生综合素质和能力提供了组织保

障和制度保障遥
会上袁对现代物流学院的优秀社团尧优

秀社团指导教师尧 优秀社团干部和优秀社

团成员进行了表彰奖励袁 其中优秀社团分

别为 野青年志愿者协会冶袁野鸿志社冶袁野演辩

社冶袁野电子商务协会冶袁野国学社冶袁野心理协

会冶袁野物流协会冶和野体悦社冶袁共八个优秀

社团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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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叫陈丹丹袁父母取这个名字就是希望我学会

承担起自己的责任袁做好每一件该承担的事遥在空闲的时

间我会去做一些让自己感到快乐的事情袁 比如散步和兼

职遥
其实只要是户外的事情我都充满热情遥 我觉得自己

最大的优势是有一个积极的心态和激情的做事态度以及

对身边事物会主动学习的一种好学性格遥
所以在接下来的日子里我希望能学习到更多更广泛

的技能袁比如交流和摄影等袁以此来充实自己的生活和更

新自己的观念遥

我是徐璜佳袁爸爸姓徐袁妈妈姓王袁在我大余姚因为

黄尧王不分所以就野草率冶的有了我的名字遥 平时喜欢旅游 以

及静静的看上一本电影遥
在宣网袁加入的是摄录部袁担任拍摄工作袁希望在以后能

够更多的机会学习拍摄袁提高自身的拍摄水平袁能够更好的完

成我的工作袁当然在出行旅游的时候袁也可以更好的纪录沿途

风景遥

我叫李思袁 父母给我起

这个名字袁是希望我在处事时先

思量一番袁 想想后果再去做决

定遥 就像我会计老师所说的院野会
思考的人冶遥 当然了野思冶同时也

伴随着思念袁家人是让人无比想

念的袁我也不例外遥 听听音乐袁看
看书尧 时而看

看电影袁 简简

单 单 的 便 是

我遥 很羡慕说

走就走的旅程

我想我也会有

那么一次袁在

世界某个地方留下我踏足的脚

印遥 画画相对我来说是比较熟悉

和擅长的袁可学术不精遥唯一优点

就是吃苦耐劳袁认真负责袁拥有乐

观的生活态度遥
我现在在宣传网络中心从事

编辑的工作袁写文章以及排版遥看

似简单但每个环节都需要仔细认

真遥 希望在接下来的日子能够学

习到不同的东西遥 看得多了就会

了袁学的多也就积累了遥
我喜欢摄影袁拍照遥借此机会

学习袁 希望能了解和掌握拍照的

要素和诀窍遥 和宣网的小伙伴们

一起学习尧成长遥

我是陈芳莉袁
大家叫我野芳芳冶尧野小
莉莉冶尧野芳莉冶袁 也叫

我野小芳莉冶遥 名字寓

意就是父母希望我长

得亭亭玉立袁 又不失

气质遥 喜欢美好的一

切袁饭后的散步尧呼吸到新鲜的空气尧听到喜

欢的广播袁追完许久的电视剧或是和朋友一

起疯袁一起闹遥
擅长微信的图文编辑尧排版遥 是宣网学

习部的一员袁作为表率作用袁我希望能学会

写新闻报道曰 学会如何把人拍的更凸显气

质曰学会如何把眼前的风景拍的更靓噎噎作

为一名女生袁希望用知识充实自己袁学习的

领域更宽广袁学到的知识更精深遥
新学期袁坚定和学习部的战友拉动宣网

的学习气氛的信念遥

马麒智 寓意院名字是按照

生辰八字算出来的袁命中有野火冶遥
所以取野麒冶做火麒麟袁野智冶是智慧

的意思遥 喜欢各种的球类运动袁擅
长篮球袁乒乓球袁羽毛球遥 性格属于

快热型的遥 在宣网从事编辑工作遥

我是宓丹妮袁 出生在冬日

太阳刚升起的时候袁 取名为旦袁后
取谐音改为丹遥 在学习上被同学们

直呼野学霸冶袁在生活中袁我也喜欢

看韩剧袁感同剧情情节遥
来到了宣网袁负责联系老师通

知事情以及配合其他部门的工作遥 作为一名野学霸冶
我希望可以在宣网学习到有关于摄影袁跟人交流方

面的知识袁不只是来自书本的知识遥

我叫吴奕奕袁 神采奕奕的奕奕袁寄
予我开朗活朗袁容光焕发袁充满活力袁有朝

气的美好寓意遥 是个安安静静的野美男子冶袁
一个人看看书袁是我平时的生活的一部分遥

在宣网袁希望能够提升自己在人际交往方面尧处事应变方面

的能力袁把自己塑造成一个有责任心尧上进的青年遥 学习一门拍

照的技能袁因为世界那么大袁我当然要去看看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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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投稿、找实

习、参与活动

企业：校内的宣传、

招实习生

愿明天给你一个不会辜负昨天的好答案

无论世间如何变更

惟愿初心不负

学习时的苦痛是暂时的

未学到的痛苦是终生的

能 言 是 银 ，沉 默 是 金
怕就 什 么 也 别 做

人生不是选择题

只有对错之分

温梓新袁温暖家乡遥 在接触了物流学院

的宣传与网络中心袁 从一个喜欢挑报纸上的

错别字的女生袁 变成坐在宣网办公室修改每

一个段落袁编排自己喜欢的风格的报纸遥 编辑

的工作就像是捏橡皮泥袁 一篇报道袁 几张图

片袁加上一些自己的想法和审美袁拖动鼠标的

手就可以让这段文字出现在你的面前遥
因为有做过学校里的活动策划的经历袁编

辑的工作让我找到了很多共同点遥 每期报纸

都值得好好策划袁让人值得期待遥 野年轻无所

畏而不无所谓冶 作为承载着现代物流学院的

希冀的报纸袁 每个宣网人都希望让更多的人

了解到现代物流学院袁 分享物流学院的每一

次成长遥
报纸作为信息传递的媒介袁并没有在互联

网信息大潮流中消失袁 反而宣网的报纸能作

为学校学生和外界世界的一个桥梁遥 更好的

了解企业对职员素质的要求袁 企业也能更好

的向校内的学生宣传自己的企业文化遥
宣网的工作袁 给了我学习的机会袁 施展的平

台遥 愿牵宣网的手共舞一曲未来遥

有 所 谓 而 无 所 畏

我是杨蓓蕾袁 蓓蕾是含苞未放

的花朵袁寓意美好事情将会发生袁对未

来充满希望遥 平时喜欢看书袁慢跑遥 擅长

学习新的东西袁在宣网的工作内容是编

辑遥 希望接触学习到编辑的软件和一些

摄影知识遥

少 矫 情 多做事
一 味 抱 怨

不 如 咬 牙 向 前

执行主编院温梓新
曰 吴奕奕

现代物流学院举行

2015-2016 新学年全体教职工大会

大会现场

9 月 8 日下午 2:00, 现代物流学院在学院 62-312 会议室举行

2015-2016 新学年全体教职工大会袁由现代物流学院党委书记谢荣

光主持会议遥
楼百均院长首先传达了学校相关会议精神袁要求全体教职工要

落实好学校提出的立德树人的要求袁学院将围绕应用型特色学院建

设袁按照野院十条冶提出的既定目标继续奋斗遥
本学年要重点作好提升毕业生就业创业质量尧强化应用型办学

特色尧推进国际化人

才培养尧提高社会服

务能力尧提升学院核

心竞争力尧加强人才

队伍建设等工作袁使
学院发展一步一个

脚印向前提升遥
会上袁其他各领

导就分管的工作作

了具体部署和安排遥

2015 年 9 月 14 日上午 10 点袁 现代物流学

院在 62-312 会议室举行国外研究生尧本科生座

谈会袁学院领导班子和相关教师参加了会议遥 楼

百均院长主持座谈会遥 会上袁楼院长就学校学院

的情况向留学生做了简单介绍袁 对专业培养特

色和要求向学生做了介绍袁 相关领导就各自分

管的工作向留学生做了简要介绍袁当前袁现在我

院留学生有电子商务本科尧 物流管理本科生共

16 人袁物流工程硕士共 14 人遥
近年来袁为紧密结合地方经济建设尧服务地

方特色袁适应经济全球化趋势袁现代物流学院积

极开展国际物流工程硕士研究生师资培训项

目袁 实现对具有国际视野的高端创新型国际物

流工程人才的培养袁 提高师资的国际化教学水

平和国际合作能力袁提升我校国际化办学水平遥
目前袁 学院与美国纽约州立大学合作开展

了野2+2冶双学位国际化物流人才培养袁尽百名学

生已成行赴美曰与荷兰兹兰大学达成野3+1冶合作

办 学 协

议袁 进行

课 程 对

接袁 学分

互 认 袁 联

合 培 养 曰
与英国索

尔福德大学联合承担野首相行动计划域冶项目袁
开展野提升学生国际创新尧就业能力冶研究遥 与宁

波诺丁汉大学具有紧密的合作关系遥
在专业课程教学方面引入宁波诺丁汉大学

的教学组织和教学方式袁 部分专业课程与宁波

诺丁汉大学联合授课或由宁波诺丁汉大学教师

单独授课袁 学生在学习过程中可共享宁波诺丁

汉大学的科研和实验平台曰同时袁宁波诺丁汉大

学优质师资参与物流专业学生的论文指导遥 对

于拓展学生国际视野袁 提升办学水平发挥了积

极影响遥

国际化办学：现代物流学院召开

2015 级国外研究生、本科生座谈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