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5 月 4 日上午袁浙江万里学院第三届跨专业跨境电商特色班暨宁波市跨境电子商务学院野豪雅班冶开班仪式在我校图书馆报告厅隆重举行遥 浙江万里学院副校

长兼宁波市跨境电子商务学院院长马建荣尧宁波豪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吴威尧物流与电子商务学院院长楼百均等领导与嘉宾出席遥 宁波市跨境电

子商务学院常务副院长周志丹教授主持仪式遥
为有效解决跨境电商人才紧缺袁服务跨境电商产业快速发展袁支撑国家渊宁波冤跨境电商综合试验区建设袁宁波市跨境电商学院协同浙江万里学院物流与电子

商务学院袁与宁波豪雅股份集团联合组建旨在培养跨境电商企业专业性复合型管理人才的跨专业跨境电商野豪雅班冶遥 野豪雅班冶将给学生配备专门的学校导师尧企
业导师袁制定个性化人才培养方案袁实行行业精英尧实操讲课尧案例教学遥 本届野豪雅班冶由电子商务尧国际经济与贸易尧物流管理尧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尧英语尧工商管

理尧市场营销尧软件工程等 8 个专业的 59 名学生组成遥 他们在各自专业中的平均排名在前 19%袁今后将在英语客服尧产品开发尧平面设计/美工尧.net 程序开发尧品管

员尧数据分析尧外贸业务助理尧单证助理等 9 个岗位进行实习实训遥
开班仪式上袁2014 级电子商务专业学生黄思佳代表全体野豪雅班冶学员发言遥 她首先感谢宁波保税区尧浙江万里学院尧宁波市跨境电商学院和豪雅集团为大家提

供这样好的实践平台袁并表示珍惜难得的学习机会袁将所学到的专业知识和实践经验为宁波跨境电商的发展贡献自己的力量遥 开班仪式上还举行了宁波市跨境电

子商务学院与宁波豪雅集团合作签约袁并授予宁波豪雅集团董事长兼总经理吴威为我校客座教授遥 随后袁豪雅集团董事长兼总经理吴威在讲话中欢迎跨境电商野豪
雅班冶的全体学员到豪雅集团学习和工作袁豪雅集团将创造最好的

条件遥 最后袁副校长马建荣做了总结讲话遥 他首先感谢政府相关职

能部门尧宁波跨境电商龙头企业长期以来关心尧支持我校应用型高

素质人才培养工作袁并对野豪雅班冶学员提出了三个要求遥 一是学习

目标要明确袁定位要清晰遥 强化岗位素质和能力锻炼袁努力成为跨

境电商企业的中高端管理人才遥 二是要志存高远袁脚踏实地遥 要摆

正位置袁虚心求教袁把在基层岗位工作锻炼当做一生发展中的宝贵

财富遥 三是要学会做人遥 要学会做一个勤劳尧敬业尧有责任心的人袁
做一个人见人赞的人遥 并借此机会希望校企合作要不断深化袁围绕

学生专业知识和岗位技能提升搭建全方位的合作平台曰 希望进一

步探索校政企合作新模式袁构建形式多样的校政企人才培养平台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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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 5 月 6 日袁浙江工商大学主办尧杭州空港经济区管委会协办的野智慧空港冶杯浙江省大学生物流

设计大赛决赛在浙江工商大学下沙校区如期举行遥 我校物流与电子商务学院的野179 小分队冶尧野一物享一物冶
团队在指导老师程言清和李肖钢的带领下前往参赛遥

本次决赛包括作品展示环节及答辩环节袁经过一个下午的激烈竞争袁我校两支队伍均获得此次赛事的

三等奖遥

为表彰 2016 年度学科竞赛指导教师团队及组织单位的辛勤付出袁激发师生参加学科竞赛的热情袁谋划布局 2017 年度竞赛组织工作袁2017 年 5 月 9 日学校在行政

楼 212 举行浙江万里学院学科竞赛总结表彰暨推进会遥
会上袁对 A 类竞赛获奖团队及优秀学院进行了颁奖表彰遥其中物流与电子商务学院以野浙江省教育厅分层分类考核绩分校第一名冶身份获得学科竞赛优秀学院遥我

院院长楼百均教授作为优秀学院代表发言袁楼院长从制度建设尧过程管理尧保障措施尧激励措施等方面袁就如何进行学科竞赛组织尧提高参赛成效做了经验交流袁同时对

学校在学科竞赛组织管理方面也提出了一些建设性意见遥

2017 年 5 月 16 日袁物流与电子商务学院党委

组织理论学习中心组成员在 62-312 会议室召开

学习会遥 学习会由党委书记谢荣光主持遥
学习会上首先学习了习近平主席在 野一带一

路冶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开幕式上发表的主旨演讲遥
野一带一路冶倡议源自中国袁但属于世界遥 中国秉持

和平合作尧开放包容尧互学互鉴尧互利共赢的丝路

精神袁用开放的胸襟袁为世界联动发展注入澎湃动

力遥 辨清世界潮流袁方可明确航向曰把握历史规律袁
才能顺势而为遥

接着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在野五四冶青年节前

夕到中国政法大学考察时的讲话精神袁 强调立德

树人袁德法兼修抓好法治人才培养袁励志勤学尧刻
苦磨炼袁促进青年成长进步遥

最后学习了浙江省委教育工委书记何杏仁

2017 年 3 月 29 日在全省教育系统党风廉政建设

会议上的讲话和浙江省教育厅厅长郭华巍 2017
年 4 月 24 日在全省教育内部审计工作视频会议

上的讲话遥 强调压实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尧锻造

忠诚干净担当的教育铁军遥
通过学习会袁 党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对政策的

把握和认识有了进一步的提升遥

1. 人世间最珍贵的袁莫过于真诚的友情袁深切的怀念袁像幽香的小花袁开在深谷曰
2. 几个人用同样的钥匙袁打开同一扇门;几个人用同样的目光,跟空荡的寝室说再

见曰
3. 毕业时袁我想给签满全班同学名字的毕业照袁一个大大的吻遥

学的珍贵袁 并不仅仅是这许多的第一次袁
更重要的是涵盖着许多的最后一次院一生中最

后一次有机会系统性地接受教育;最后一次可

以拥有较高的可塑性尧可以不断修正自我的成

长历程;最后一次能在相对宽容尧纯洁袁可以置

身其中学习为人处世之道的理想环境中学习遥

1. 四年袁想想很长袁过起来却如此的短暂袁往昔依旧袁四年的光景却如此清晰遥四年前

第一次走进校园的陌生袁第一次住进集体宿舍无眠袁第一次凭着自己的努力挣钱袁第一次

自己处理所有的问题袁第一次在这样小型的社会上独立生存袁不靠父母袁不靠朋友袁只有

自己遥 如今这些都成为往事袁很多事情都已经养成了一种习惯袁但是记忆却成为永恒遥
2. 四年改变了我们的容颜和那颗曾经年轻的心袁而成长的代价就是我们失去纯真的

微笑袁而多了一份离别的伤感遥 无论我们有多少不舍袁都唤不回逝去的四年遥 但我们无须

失落袁我们依然可以一路高歌袁让六月的骄阳永远见证我们的无悔青春遥

1. 不要让你的人生被所学专业限制曰
2. 勇敢做自己曰
3. 成熟起来曰
4. 勇敢尝试曰
5. 打造个人品牌袁明智地营销自己曰
6. 每个人都会迷茫袁不要怕曰
7. 你最大的对手是你自己曰
8. 不要老觉得自己很优秀曰
9. 活在当下袁抓紧机遇曰
10. 学会从不同角度看问题曰
11. 不论如何袁存下自己 20%的薪水曰
12. 无论是工作还是待业袁别让自己闲着袁多接触社会曰
13. 建立人际关系网曰
14. 看到合适职位袁 不要老想自己

够不够格袁先申请了再说曰
15. 失败不算什么袁 只是让你吸取

教训而已曰
16. 一天只有 24 小时袁好好过曰
17. 别让他人的想法左右你袁 向他

们证明你是对的曰
18. 无论发生什么袁要镇定曰
19. 做让自己开心的事遥

1. 忌握手无力袁太过接近主试者曰
2. 忌忐忑不安袁举动失当曰
3. 忌言语离题曰
4. 忌说得太急曰
5. 忌提问单纯曰
6. 忌言语粗鄙曰
7. 忌反响迟钝曰
8. 忌做鬼脸曰
9. 忌像个嫌疑犯遥

思路院
1. 这是面试的必考题目遥
2. 介绍内容要与个人简历相一致遥
3. 表述方式上尽量口语化遥
4. 要切中要害袁不谈无关尧无用的内

容遥
5. 条理要清晰袁层次要分明遥

思路院
1. 面试官试图从中了解你的动机尧愿望以及对此项工作的态度遥
2. 建议从行业尧企业和岗位这三个角度来回答遥
3. 参考答案要要要野我十分看好贵公司所在的行业袁 我认为贵公司十分重视人

才袁而且这项工作很适合我袁相信自己一定能做好遥 冶

思路院
1. 不宜直接说出具体的困难袁否则可能令对方怀疑应聘者不行遥
2. 可以尝试迂回战术袁 说出应聘者对困难所持有的态度要要要野工作中出现一

些困难是正常的袁也是难免的袁但是只要有坚忍不拔的毅力尧良好的合作精神以及

事前周密而充分的准备袁任何困难都是可以克服的遥 冶

思路院
如果面试你的是总经理袁而你所应聘的职位另有一位经理袁且这位经理当时

不在场袁可以这样回答院野对于非原则性问题袁我会服从上级的意见袁对于涉及公司

利益的重大问题袁我希望能向更高层领导反映遥 冶

思路院
1. 应聘者最好站在招聘单位的角度来回答遥
2. 招聘单位一般会录用这样的应聘者院基本符合条件尧对这份工作感兴趣尧有足够

的信心遥
3. 如野我符合贵公司的招聘条件袁凭我目前掌握的技能尧高度的责任感和良好的适

应能力及学习能力袁完全能胜任这份工作遥 我十分希望能为贵公司服务袁如果贵公司给

我这个机会袁我一定能成为贵公司的栋梁浴 冶

思路院
1. 如果招聘单位对应届毕业生的应聘者提出这个问题袁 说明招聘单位并不真正在

乎野经验冶袁关键看应聘者怎样回答遥
2. 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最好要体现出应聘者的诚恳尧机智尧果敢及敬业遥
3. 如野作为应届毕业生袁在工作经验方面的确会有所欠缺袁因此在读书期间我一直

利用各种机会在这个行业里做兼职遥我也发现袁实际工作远比书本知识丰富尧复杂遥但我

有较强的责任心尧适应能力和学习能力袁而且比较勤奋袁所以在兼职中均能圆满完成各

项工作袁从中获取的经验也令我受益匪浅遥 请贵公司放心袁学校所学及兼职的工作经验

使我一定能胜任这个职位遥 冶

思路院
1. 通过应聘者对上级的野希望冶可以判

断出应聘者对自我要求的意识袁 这既是一

个陷阱袁又是一次机会遥
2. 最好回避对上级具体的希望袁多谈对自己的要求遥
3. 如野作为刚步入社会新人袁我应该多要求自己尽快熟悉环境尧适应环境袁而不应该

对环境提出什么要求袁只要能发挥我的专长就可以了遥 冶

1. 要坚持野平常心冶袁客观看待面试曰
2. 不要把胜败看得太重袁看淡得失曰
3. 不要把考官看得过于奥秘曰
4. 面试前做好充足的准备曰
5. 相信自己袁建立自信心袁之后不断增强自信心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