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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流与电子商务学院专刊

2017 年 3 月 25 日上午袁丝路研究会举行了北仑港参观学习活动袁我们
2017 年 3 月 16 日袁物流与电子商务学院市场营销协会主办的野知行合一冶

由万里学院出发经一个小时的车程至北仑港袁 工作人员向我们展示了北仑
港的地理位置和快速发展的港口经济袁及其优秀的管理模式遥 随后袁我们来

实行大学分课程改革袁推动校企互动融合授课袁达到理论教学和实践教学

现代市场营销座谈会在万里学院图书馆报告厅隆重举行遥

相结合袁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和学习效果袁是物流管理专业核心课程改革的主

到观望台上眺望港口的基本轮廓与运作袁 对港口的了解也有更加充分与完

历史是后人的教科书袁不得不说前人用经验开辟的道路可以使我们少走许

善遥 最后袁我们来到了中国港口博物馆参观了由新时期时代起至近现代的中

要目的遥物流管理专业的主干核心课程叶仓储与配送管理曳袁自 2015 级开始实施

多弯路袁唐太宗也曾说野人以史为鉴袁可以明得失冶遥 在风云变幻袁聒噪繁杂的今

国港口悠久的发展历程遥 对于陈列在其中的各种船舶器具等的参观袁我们对

大学分课程改革袁从原来的 3 学分袁增加到 5 学分袁其中新增 2 个实践学分袁通

天袁吕红群经理渊宁波乐创环境电器有限公司总经理袁宁波市滨海城市文化研究

港口文化也有了充分的认识遥

院运营总监遥 冤就用一个过来人的身份和我们谈他的过去袁现在与未来遥 前期的

过增加与课程配套的实验教学尧进企业现场教学尧企业管理人员走进课堂尧学
生调研编制案例等方式袁加强课程的实践教学环节遥

本次活动袁不仅拉近了我们成员之间的距离袁也拉近了我们与港口的距

未知迷茫与打拼袁紧跟着时代的步伐袁渐渐成为现今的成熟稳重与淡然遥一个满

离袁我们对中国港口悠久的历史发展过程有了深入的了解遥 我们对港口知识

按照教学安排袁2017 年 3 月 22 日和 24 日下午袁叶仓储与配送管理曳的课程

怀历史经验的人袁对于未来的展望有他独特的见解袁对于我们袁也是一个不可错

的学习也有了更加的深入的掌握袁更好的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学习的环境袁同

组教师郁玉兵和李肖钢老师分别带领 2015 级物流管理学生进入中邮速递物流

过的未来之谈袁正站在人生十字路口的我们袁对于未来袁一定会有更多的了解遥

罗蒙仓储项目部袁进行现场学习遥 现场学习分为三个阶段院首先袁由企业老师李

时也为科学感知港口的发展尧培育对港口的兴趣提供直观形象和互动氛围遥

珊珊向学生们介绍了罗蒙仓的由来和发展袁 及作为电商仓储的运作特点和要
求曰其次袁李老师带学生进入仓库袁对仓库的布局尧流程和运营等部分进行了现
场讲解曰最后袁李老师跟学生们进行了互动袁为学生们解释各种疑问遥
通过这次现场学习袁 学生既能对先期课程所学知识的实践化认知和巩固袁
又能对后续课程起到感性的预先思考袁 对学生更深刻的理解和掌握课程知识
起到较大的作用遥

为了能使大家能更好的了解市场营销协会的这个特色活动和目的遥 在拉

2017 年 3 月 7 日上午袁 在教学

师声情并茂的演讲风格让大家对创

楼 53-406 教室众赢电商创业孵化平

业这一话题颇感兴趣袁纷纷向老师提

台总经理陈钢老师为电子商务专业

出自己的疑问和观点遥 最后袁陈钢老

同学带来一场关于电子商务创业及

师以野人生可以有很多种不同冶鼓励

推广的讲座遥

大家通过创业来实现自己人生不一

开帷幕之后袁首先由协会的社长为我们带来简短的开场袁本次活动是希望每一

首先袁陈钢老师就野大学生毕业

位来听讲座的同学都能从主讲人的分享中得到启示遥 这吸引了许多同学的对

为什么选择创业而非就业冶这一情况

我校电子商务专业开展校企协

活动要求同学们将作品发送至指定邮箱袁 最后在 62 号楼前的摊位进行

于这样一个具有社会阅历的前辈的好奇心遥 本次活动的负责人苏怡菡向大家

进行说明袁向大家阐述了创业能完成

同实践袁 积极拓展校外优质资源袁将

展示遥 大家的参与度很高袁早早地就发送了作品遥 在最后进行成果展示的时

介绍了这次活动的目的在于院使同学们有野史冶可鉴袁明确自己的得失袁有野例冶

梦想袁提高生活品质这一观点遥随后袁

校外专家引入课堂袁实践环节双向对

候袁同学们的作品各有各的特色袁原创性也很高袁让我们的工作人员眼花缭

可循袁知道今后的路该怎样走遥 对于未来也有一定的见解袁有自己的计划袁规划

陈钢老师对电商创业几种模式渊平台

接袁 从课程体系上展开规划和调整遥

乱遥

自己今后的路袁而不是还处在得过且过的状态袁给那些想干些什么却不知道该

独立开店尧自建平台创业尧微商电商

本次讲座是 叶创业市场调查分析曳与

怎样入手袁不知道怎样走好这条路的同学一个方向标遥 只有方向正确袁才能走

创业冤和淘宝尧天猫尧京东等几大平台

叶电子商务运营曳尧叶网上调查与网站

上正确的路,才能在自己走的路上正确的添砖添瓦袁创新历史遥

进行分析比较袁更用自己的工作经验

推广曳 课程内容改革的内容之一袁期

给大家提供了很多建设性意见和建

望能为学生在实践及创业方面带来

议遥

提升袁为进一步开展电商运营实践打

为了迎接国际读书日的到来袁物流与电子商务学院品读汇特开展了制作
创意书签尧书写读书笔记的活动遥

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一本好书就是一位好的老师袁它可以陶冶我们的
情操袁升华我们的灵魂袁帮助我们找到正确的方向遥 此次活动在营造一个良好
的读书氛围的同时也让更多的人加入到读书的行列之中遥

在同学们热烈的掌声中袁这次座谈会的主讲人吕红群先生登上了讲台袁他
亲和的微笑以及幽默的谈吐温暖着全场的氛围袁 让大家感受到这也许是一场
不一样的演讲遥 正是这样轻松的氛围袁反倒让在场的每个人都更加兴致盎然地

整场讲座气氛轻松有序袁陈钢老

样的价值遥

好基础遥

被他的经历所吸引袁为本次活动的成功举办获得了更加出彩的成绩遥
座谈会在同学们热烈的掌声中完美落下帷幕袁座谈会结束后袁同学们陆续
散场袁不少同学临走前还忍不住上前和吕先生做一些交流遥 最后袁社团的成员
们和出席的几位老师在欢笑中一起合影留念袁庆祝这次活动的成功举办遥

在今日公布的浙江省高校野十三五冶本科特色专业建设项目中袁我校电子商
务专业成功入选渊备案类冤遥 我校电子商务专业紧密结合区域经济发展对人才的
需求袁在跨境电商尧电商创业方面初步形成了专业特色遥

依托我校在跨境电商人才培养的基础与优势袁在宁波市口岸办尧商务委尧教
育局等政府部门领导下袁紧密合作跨境电商产业园区尧跨境电商龙头企业袁由我
校牵头在甬高校成立宁波市跨境电子商务学院遥 与宁波市保税区尧鄞州区及多

2017 年 4 月 6 号晚上袁为延续各班团结进取与积极向上的精神风貌遥 浙江万里
学院物流与电子商务学院开展第六届班团风采大赛 8 强晋级赛在学术报告厅如期
开展袁院领导莅临现场袁大赛由 14 级和 15 级不同专业的代表们进行对阵遥
此次 8 强晋级赛的比赛规则袁分别为班歌嘹亮尧智慧大擂台尧诗词大会以及火速
抢答站遥 比赛开始袁各班派出参赛队伍唱歌遥 其中袁电商 153-154 班带来叶追梦赤子
心曳袁振奋人心的歌词让在场的观众陶醉袁营造出听觉上的盛宴氛围曰野我和你一样袁
一样的坚强袁一样的全力以赴追逐我的梦想冶袁工商 141-142 班带来的句句歌词深入
人心曰工商 155-156 班以叶重返十七岁曳提醒珍惜袁珍惜点点滴滴的时光袁我们会携手
并进袁为创造美好的青春曰工商 157-158 班叶北京东路的日子曳尧物流 143-144 班叶红
蜻蜓曳等队伍带来的才艺展示袁歌曲各有千秋袁无不展示出独特的班级魅力遥
大赛过程中袁4 支代表队伍依次入场进行智慧大擂台袁 各方凭借实力进行作答袁
互不甘示弱遥 代表队伍的团结精神感染在场的人袁台下掌声不断遥 紧接着袁诗词大会
为丰富学院的文化氛围袁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袁参赛队伍需根据 PPT 上所提供的
字袁写出正确的古诗词遥 轮到火速抢答站袁主持人根据所选提的题词条袁参赛队伍进
行抢答遥 最后袁工商 141-142 等成功突围袁晋级决赛遥
此次比赛袁增强学院内部文化交流袁加强班级凝聚力袁展现学院学子积极向上的
精神面貌袁同时也为大赛增添了不少文艺气息遥

电子商务专业所在的管理科学与工程一级学科入选浙江省野十三五冶一流

个跨境电子商务产业园区合作袁 在全校 5000 余名大三学生中招收跨专业跨境

学科渊B冤类建设袁所在的二级学科服务管理与工程为浙江省野十二五冶重点学科遥

电商特色班袁采用野2.5+1.5冶人才培养模式袁毕业生有的成为跨境电商合作企业

专业拥有浙江省电子商务相关领域的省哲学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要临港现

的总经理助理尧独立负责第三方运营尧海外仓物流主管尧跨境电商数据分析等袁

代服务业与创意文化研究中心袁同时也是本校物流工程硕士点电子商务研究方

受到用人单位的好评遥

向的重要支撑遥 2012 年 12 月袁电子商务专业被评为宁波市特色专业袁2014 年 9
月袁被省教育厅批准为浙江省新兴特色专业遥 本专业被 2016 年艾瑞深中国校友

初步形成从引导学生参加创新创业大赛袁参加国家级尧省级大学生创新创

会评为区域知名专业袁排名全国第九遥2016 年 9 月袁以电子商务为特色的物流与

业训练计划到鼓励学生网络创业再到支持学生实体创业袁 从聘请创业导师尧引

电子商务学院被批准为宁波市特色学院袁四年建设期获建设经费 500 万元遥

进具有电商实战经验的教师袁30 多位政府尧 行业和企业专家作为兼职教师和校
外导师的创新创业教育体系遥 指导学生获得国家尧省级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

宁波具有港口尧开放尧产业等较大比较优势遥 国家电子商务试点城市尧国家

划 29 项袁学生第一作者软件著作权 30 项遥指导学生获得电子商务类竞赛等 100

电子商务示范城市尧国家跨境电子商务试点城市尧国家跨境电子商务综合试验

多项袁获国家级一等奖 3 项袁省级一等奖 18 项袁二尧三等奖 80 余项遥 2009-2016

区城市尧国家保险创新综合试验区城市尧中国制造 2025 国内首个试点城市等一

连续 8 年进入全国大学生网络商务创新应用大赛全国总决赛遥 很多学生将学科

系列国家战略先后落户宁波遥 作为外贸大市袁是浙江首个尧长三角地区第三个外

竞赛项目孵化成创业项目袁每年在校生创办企业 2-3 家袁毕业生年均创业率超

贸总额破千亿美元的城市袁全市 2 万多家外贸企业有 40%涉足跨境电商遥 为了

过 8%袁2015 届毕业生创业率达 13.98%袁全省同类专业排名第一遥 2016 届特色班

破解人才问题袁宁波把人才培养作为跨境电商推进的野一号工程冶来抓袁深化校

毕业生黄冬冬大三时注册的宁波伊诺维特信息科技有限公司袁主攻亚马逊等跨

政企合作袁建立跨境电商人才培育尧孵化基地遥 宁波市与亚马逊尧ebay尧阿里巴

境电商主流平台袁2015 年 10 月至 2017 年 3 月袁销售额达到 231.8 万美元袁利润

巴尧京东尧网易等知名互联网企业建立战略合作袁以野产训结合尧产学结合冶为特

率 28%袁利润 352 万人民币遥

点的各类跨境电商专业培训机构和产业孵化园也纷纷建立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