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5 月 24 日袁由物流与电子商务学院承办袁
教务部协办的应用型试点示范学校建设推进
会暨校企合作尧产教融合现场会在文献与信息
中心召开遥本次现场会是为推进省应用型示范
高校建设袁为地方经济发展提供更加坚实人才
支撑袁更好促进产教融合袁全面增强学校教育
服务地方经济社会发展能力遥副校长马建荣主
持了会议遥

现场会上袁 执行校长应敏做了指导讲话袁
他强调袁应用型示范学校建设是学校建设发展
过程中的一个重要阶段袁必须全力以赴做好做
实遥一是学校要摸清家底袁强特色补短板遥要把
原有的优势做特做强袁把不足的方面创新性提
升发展曰二是各二级学院要以高度的责任心和
使命感参与到应用型试点示范校建设中来袁学
院的应用型特色学院做好了袁学校的工作也就
做好了遥三是各职能部门要服务好应用型示范
校建设袁创新性开展服务工作袁为二级学院建
设发展排忧解难袁形成合力推进应用型示范校
建设遥

马建荣从应用型大学的建设基础尧全面推
进专业综合改造尧 以评促建补短板强特色尧应
用型示范的万里模式思考四个方面全面介绍
了我校应用型试点示范校建设的基本情况及
下一步工作思路遥

物流与电子商务学院院长楼百均做了题
为叶进一步深化二级管理改革袁培养应用型特
色人才 让教师乐教袁 学生乐学成为自觉行动
曳的汇报袁全面介绍了物流与电子商务学院二
级管理改革的举措和成效袁楼百均指出袁要真
正落实应用型人才培养袁就必须激发二级学院
的活力袁让其有办学的积极性和主动性袁通过
把野人尧财尧物尧事冶权下放给二级学院袁使其有
充分的办学自主权袁主动适应市场需求袁培养
高素质应用型人才遥接着电子商务系主任周志
丹和物流系主任李秋正就专业建设尧 产教融
合尧 校企合作等方面向与会人员做了具体汇
报袁浙江臻品悦动网络科技有限公司人事行政
总监郑红江就校企全程合作育人谈了看法袁充
分肯定了校企协同育人的野三赢性冶袁学校尧企
业尧学生三方都有获得感遥

文化与传播学院院长陈志强和电子与计
算机学院院长梁丰分别做了题为叶从校媒合作
到政产学联合曳尧叶面向行业的专业群建设曳的
汇报袁介绍了各自学院在产教融合尧科教融合
方面的做法和经验遥

本次现场会使全校师生进一步认识产教
融合尧科技融合对于应用型示范学校建设的重
要性袁必将转化为实际工作的动力袁共同致力
于学校事业的可持续发展遥

为贯彻落实宁波市国民经济十三五发展规划纲要袁
建设好宁波国家跨境电子商务综合试验区袁 加快电商人
才队伍培养袁解决跨境电商人才短缺尧服务跨境电商产业
能力不足袁 有力支撑我市电子商务发展水平遥 2016 年 5
月 11 日下午 14:30袁 宁波市跨境电子商务职业教育行业
指导委员会成立大会暨筹建市跨境电子商务学院研讨会
在浙江万里学院行政楼 112 会议隆重举行遥 宁波市口岸
打私办主任尧跨境电商行指委主任丁海滨袁浙江万里教育
集团总裁尧党委书记应雄袁浙江万里学院执行校长应敏袁
宁波市商务委副主任缪永法袁 宁波市教育局副局长胡赤
弟和电商企业代表及高校代表共 40 余人参加了会议遥会
议由宁波口岸打私办副书记尧副主任杨峰主持遥

首先袁浙江万里学院执行校长致欢迎词袁他代表学校
热烈欢迎前来参加本次大会的各位嘉宾袁 感谢一直以来
关心尧关爱尧支持学校事业发展的各界朋友袁并表示袁作为
宁波市跨境电商学院筹建工作的牵头单位袁 一定会举全
校之力把工作做好遥

接着袁电商企业界代表就宁波跨境电商人才现状尧企
业对电商人才的需求尧校企创新合作尧电商园区建设尧电
商实践基地建设等方面进行深入探讨遥

宁波市商务委副主任缪永法代表电商行业主管部门
就宁波电商企业发展现状尧 跨境电商在经济发展中的作

用尧如何创新跨境电商发展模式等
方面和大家做了交流曰宁波市教育
局副局长胡赤弟代表教育主管部
门就跨境电商行指委成立的意义尧
宁波市职业教育创新发展尧校企合
作创新模式尧跨境电商人才创新培
养等方面提出指导性意见遥

最后袁 宁波市口岸打私办主
任尧跨境电商行指委主任丁海滨做
了讲话袁他指出袁成立跨境电商行
业教指委意义重大袁 有了这个平
台袁可以统筹政府尧企业尧高校等资
源袁精准服务我市培养跨境电商领
域的紧缺人才培养袁促进我市跨境
电商又好又快发展曰接着袁丁主任
谈了跨境电商行业指导委员会如
何发挥作用遥 他强调袁行指委要立
足自身特点袁 找准自己的角色定
位袁充分发挥好政府行政机关行业管理职能优势尧高校教
育资源优势和跨境电商企业的市场优势袁 将各方资源有
效融合袁发挥最大效益袁为宁波跨境电商人才培养输送发
挥应有作用遥

宁波市跨境电商行业职业教育教学指导委员会的成
立袁意味着我市跨境电商行业产教融合尧校企合作将逐步
走向科学发展尧规范运行的轨道袁这将加快我市跨境电商
紧缺人才的培养的步伐遥

5 月 19 日至 20 日袁由浙江省教育厅举办的浙江省野大红鹰杯冶第十一届大学生电子商
务竞赛暨第六届全国大学生电子商务野创新尧创意及创业冶挑战赛浙江分赛区选拔赛决赛在
宁波大红鹰学院成功举办遥 我校老师指导的 6 支团队共获得一等奖 2 项尧二等奖 2 项尧三等
奖 2 项的优异成绩遥 其中叶互联网+背景下口腔健康解决方案曳和叶野54 学生惠冶大学生优惠信
息服务平台曳2 个项目获得了本科商务类一等奖遥

浙江省野大红鹰杯冶第十一届大学生电子商务竞赛暨第六届全国大学生电子商务野创新尧
创意及创业冶挑战赛浙江分赛区选拔赛共收到来自全省 73 所学校的 1941 件有效作品袁其中
有 904 件优秀作品进入到网上评审阶段遥这是历年来参赛作品最多尧参赛规模最大的一届比
赛遥

浙江省大学生电子商务竞赛是由浙江省教育厅主办的 A 类学科竞赛袁自 2006 年起袁已
经连续 11 年举办了这一竞赛袁并为五届全国大学生电子商务野创新尧创意及 创业冶挑战赛选
送了大量优秀的作品遥 浙江省大学生电子商务竞赛培养出了一大批具有创新创业能力的优
秀学生袁通过竞赛活动袁提高了学生在电子商务方面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能力袁培养和树立
了大学生的创新意识袁丰富和活跃了校园文化氛围袁为社会发展需要输送了大量 电子商务
方面的优秀人才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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诚信作为一种价值观尧道德观袁是做人的基本准则袁是立身之本袁是青年大学生学习尧生活和工作的关键遥 然而袁随着市场经济的

不断推进袁人们的价值观多元化袁高校诚信建设遭遇严峻挑战袁考试中舞弊现象屡禁不止袁考试诚信缺失严重袁一方面袁严重影响了校

风和学风建设袁违背了教育公平竞争原则袁挫伤了优秀学生的积极性袁阻碍了高校人才培养目标的实现曰另一方面袁影响了人与人之

间健康的交往袁造成了社会对大学生的信任危机袁甚至给整个社会的安定团结造成隐患遥 如何将诚信考试理念内化于心尧外化于行尧
固化于习袁成为社会各界普遍关注的问题遥

考试是检验教与学的一种重要手段袁是为了正确客观地分析教情和学情袁以提高教学质量遥受利益驱动和社会环境等因素影响袁
特别是一些学生自身思想道德素质低尧自身修养不高尧自律能力不强袁考试作弊现象日益严重袁呈高发势态袁据江苏 7 所高校 5000 名

在校生调查袁59.5%的被调查者承认偶尔作弊遥 据成都某高职高专 500 名在校生调查袁班上每次都有人作弊占 62.1%袁偶尔有人作弊

占 30.9%遥 随着科技不断发展袁考试作弊形式越来

越多样化袁手段越来越高超和隐蔽袁考试诚信缺失

已成为当前制约学校思想道德教育的突出问题遥
青年大学生是社会精英的储备军袁 是国家的

未来和民族的希望袁增强大学生诚信考试意识袁塑
造大学生诚信品质袁培养大学生诚信考试习惯袁是
人才培养的基本要求袁 是建设和谐文化和提高国

家软实力的重要任务遥遏制大学生考试舞弊袁防范

考试失信袁维护考试公平袁不断提高大学生思想道

德素养袁实现人的全面发展袁是一项长期尧系统尧复
杂尧艰巨的任务袁需要社会尧学校尧家庭和大学生共

同构建教育体系遥

诚信需要一种自觉袁而最应该具有此种自觉诚信观的就应该是校园中的大

学生袁因为我们是时代最敏感的一分子袁同时也是感知时代要求最强烈的精英袁
我们不但应该树立和形成自身的诚信袁也应该成为诚信最有力的宣传者遥

当代大学生袁在接受着系统的道德教育的同时袁也面临着社会巨大的变迁袁
经受着各种文化和价值观念的冲击遥大学生诚信现亦面临危机遥试想袁大学生是

未来的国家栋梁袁如果读书期间就缺乏诚信的态度袁将来踏上社会袁如何以诚待

人钥诚信的风气袁又如何推而广之钥考试作弊袁是大学学生和老师心头永远的痛遥
考试作弊者是虚伪的袁 虚伪的背后不乏愚昧遥 虽然也有一颗向往荣誉的心袁但
是袁透过作弊本身我们发现的却是被野分数尧名誉冶扭曲了的心袁是被混杂了虚

荣尧懒惰等因素迷惑的表现袁归根到底是丢失了诚信的心遥尽管丢了诚信不痛不

痒袁但由于缺失了诚信而愈发执迷不悟的心却会依赖于这种虚假袁自古野假做真

时真亦假冶袁假的真了一时但绝不会长久袁那卷面的分数也许会换来某些荣誉和

名利袁但由此而丧失的宝贵的真诚和做人的尊严袁却绝不是一句野后悔冶就能挽

救得了的遥

那么袁如何解决大学生中存在的诚信问题?专家认为袁大学生是目前最有希望的群

体袁学生可塑性很大袁不能消极等待社会信用状况的好转袁应该主动出击袁在尽可能大

的范围内影响并力求改变现有的状态遥 比如袁对于不诚信者袁不仅要使之受到舆论的谴

责袁而且要在行为上受到惩罚遥 通过这些办法袁让每个学生都认识到袁诚信是进入社会

的通行证袁那他自然就会去注意这些问题遥 不要期望通过诚信教育袁学生马上就能变得

诚实起来袁只要社会上存在着不诚信仍能使人获利的状况袁学生就不可能真正变得诚

实起来遥 诚信教育要取得效果袁离不开社会评价机制的健全尧教育制度的完善尧用人制

度要健全遥
只要我们坚持诚信原则袁弘扬诚信精神袁勇于面对并努力克服存在的诚信问题袁充

分发挥大学生的先锋带头作用袁就一定能够在不久的将来形成诚实守信的良好社会风

尚遥 历史的发展终将证明院诚信是诚信者的通行证袁虚假是虚假者的墓志铭遥

野艰苦创业尧开拓创新尧自强不息尧诚实守信冶的传统精神,陪伴着我们走过四十多年的风风雨雨遥 它是职

师莘莘学子的力量源泉袁是当代优秀大学生的一面旗帜袁是一种永恒的追求遥 但在这个蔚蓝的天空下袁我们

还要执著地呼唤一种传统的精神袁也是一种时代的精神袁那就是--诚信遥
千百年来袁它伴随着一代一代的中国人走过沧海桑田袁经历雪霜磨砺袁最终沉淀为民族的精髓遥 野人若

无信袁不知其可也遥 冶诚信是做人的基本准则和起码的道德修养遥 为人以诚袁待人以信袁不但是人的内在品质

和精神要求袁也应该是社会的规范遥 今天袁诚信已经是社会生活对人的必然要求袁同时也是一个人获得社会

认可的前提条件遥

对于大学生个人方面来说袁诚信考试既要靠他律袁更要靠自律遥 要真正实现诚信考试袁彻底消灭考试舞弊现象袁除学校尧社会尧
家庭教育外袁更重要的是大学生自我教育和自我管理袁大学生应自尊尧自强尧自制尧自知尧自爱袁警惕作弊心理的出现和作祟袁培养拒

绝作弊的主观意识袁维护良好心态面对考试及结果袁树立正确的诚信道德观袁从思想上保障诚信行为自觉诚信考试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