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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实专业综合改造计划尧全力推进教育改革

我院举行专业综合改造教育思想大讨论动员会

为落实学校关于专业综合改造的各项要求袁 现代物流学院 4 月 4 日上午
8 时 30 分在 62-312 会议室召开了野专业综合改造教育思想大讨论冶任务落实
会议遥物流系尧信管系尧学生事务发展中心尧实验中心尧教学督导组尧教务办等机
构负责人出席了会议遥
程言清副院长详细解读了 叶现代物流学院专业综合改造教育思想大讨论
实施计划曳袁重点提出了大讨论的步骤尧方法和激励措施遥鼓励大家结合研究性
教学改革的任务袁根据各部门的工作袁发动教职工做好讨论尧撰写征文遥广泛征
求教职工意见尧听取学生诉求袁围绕提高课程教学效果尧深入开展校企合作尧优
化教学评价方式尧加强过程性评价尧改进学风尧提炼专业特色等方面的要求集
思广益袁查找问题尧提出对策袁为优化专业建设方案提供思路袁为物流学院专业
综合改造率先实施提供基础遥
会上老师们对教育思想大讨论的开展提出了一些具体意见和建议遥

为适应产业发展对人才提出的新
要求袁厘清专业发展方向袁优化课程体
系袁强化内涵建设袁加强校企合作袁增
强我校学生面向产业的专业应用能力
和社会综合能力袁2014 年 3 月 25 日下
午 2 时 30 分现代物流学院在 62-312
会议室举行了专业综合改造教育思想
大讨论的动员会遥
程言清副院长就学校专业综合改
造的必要性和重要性作了详细阐述袁就学校专业综合改造的部署尧内容和要求
向老师们一一作了传达袁并结合我院实际袁就学院专业综合改造推进作了相关
布置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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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月 15 日袁 由浙江万里学院现代物流学院
培养而设立的野顺丰班冶首届招生宣传活动袁在
53301 教室顺利举行遥
物流系副主任李肖钢介绍了学院与顺丰共
同成立野顺丰班冶对物流管理专业人才培养的意
义和价值袁能够让学生走进企业进行现场学习尧
实习尧实训创造了良好的条件袁为学生到顺丰勤
工助学尧参与顺丰企业活动尧学习企业文化尧毕
业就业创造了极佳的机会遥
宁波顺丰人力资源部主任王传旭详细介绍
了顺丰 20 年的发展历程和今后的发展方向尧企
业文化及公司发展为学生带来的各种学习尧实

我院信息管理系进行专业综合改造
计划专业思想大讨论

为落实学校和学院关于专业综合改
造的各项要求袁 现代物流学院信息管理
系于 4 月 15 日下午 13 时 30 分袁 在 62312 会议室召开了野专业综合改造教育思
想大讨论冶任务落实会议遥

本次会议旨在为现代物流学院专业
综合改造落实具体安排遥 系主任周志丹教
授根据学院的叶现代物流学院专业综合改
造教育思想大讨论实施计划曳袁 对电子商
务专业袁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专业提出了
大讨论的步骤尧方法遥 鼓励大家结合研究
性教学改革的任务袁根据各位老师的工作
和当前信息管理系电子商务专业快速发
展的前景袁从跨境电子商务和电子商务校
企合作实施实践等多个角度对专业改造撰
写论文袁 并要求全系教师深入考虑信息管
理与信息系统专业改造方向袁 同时在毕业
论文渊设计冤的改造上袁老师们对具体课程
的改革方向提出了意见和建议遥

我院院物流系组织开展物流管理专业
综合改造教育思想大讨论
为落实学校关于专业综合改造
的各项要求袁推进叶现代物流学院专
业综合改造教育思想大讨论实施计
划曳袁物流系于 4 月 29 日下午 2 时在
62-317 办公室召开了野物流管理专业
综合改造教育思想大讨论冶会议遥 物
流系全体老师出席了会议遥
李秋正主任首先强调了物流系
进行专业综合改造的必要性和紧迫
性袁并针对专业特征袁指出物流管理

学生对"顺丰班"表现出了非常高的热情袁宣讲活
动结束后袁近 30 名
学生主动加入 野顺
丰班冶遥
野顺丰班冶成立
后袁 将陆续组织顺
丰各级管理人员尧
专业讲师进校给班
内学生培训袁 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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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行示范建设课程袁提升教学质量

2014 年 5 月 29 日下午尧30 日上
午袁学校教务处尧学院督导组在 3526
及 53304 教室对现代物流学院的两
门示范建设课程进行了教学质量问
卷调查并组织学生开展了座谈会遥
为了深化教学改革袁我校一直在
探索改革方法与形式袁示范建设课程

建设作为我校教学改革的一项重要举
措袁在教学实践中取得了良好的效果遥
现代物流学院的两门示范建设课程分
别是叶素文老师的叶供应链管理曳和王
艳玲老师的叶国际航运管理曳遥 教务部
首先针对示范建设课程的教学满意度
做了问卷调查袁 内容涉及老师课前准
备尧课堂情景评判尧作业布置和批改情
况尧 讨论任务的引导和跟踪及本课程
的总体满意情况遥 问卷之后由学院督
导组组长李劲东老师主持了学生座谈
会袁 座谈会随机抽取 20 名学生参加袁
学校设置了 12 个引导性问题供同学
们思考遥 座谈会上同学们大多数对该
门课程的组织形式尧师资队伍尧课堂氛
围比较认可袁 同时同学们对专业课程
设置是否合理袁 理论与实践如何更好
结合等问题谈了自己的想法遥
教学改革是一项长期举措袁 如何
在改革中不断提升教学质量是教学改
革的目标遥 通过本次问卷调查及学生
座谈会袁 学校及学院及时掌握了最真
实的学生需求袁 为开展下一步的教学
改革指明了方向遥

打破传统课堂的界限袁把课堂延伸到企业袁邀请企业专家进课堂是企业资源计划ERP 课程课堂教学改革的重要内容袁并已经固化在课程的教学方案和教学日历中遥 在
本学期课程开始之初袁邀请了汇金大通有色金属储备交易中心 PMP 专家尧高级物流师
周益副总经理为同学们讲授了物流企业对 ERP 的需求及物流企业信息化的发展趋
势袁站在行业专家的角度为同学们剖析了物流行业信息化及对人才的需求袁让同学们
对 ERP 课程的价值有了感性的认识遥 在接下来的理论教学尧课程研讨和实验环节中袁
通过案例剖析尧理论分析尧互动交流尧软件系统操作使同学们对 ERP 理论和软件有了
系统的了解和掌握袁最后通过企业的现场学习和体验袁使理论的原理尧案例转化成鲜活
的知识和技能袁从而达到知识尧技术和能力多个层面的锻炼和培养遥

内容袁总结指出野二十一世纪的竞争是供应链的竞争曰构
建一个合理有效的供应链结构是前提基础袁 合作关系是
精髓曰企业构建供应链要培育核心竞争力袁建立适宜企业
自身发展的供应链体系冶袁而后通过全球化的视角袁围绕
21 世纪企业市场竞争的供应链环境的 野合作尧 协同尧共
赢冶六字方针与特征袁采取案例教学的方法袁以综合案例
野小米手机供应链隐患冶尧野国美构建开放供应链冶为主线袁
重点讲述了供应链如何构成核心竞争力引领企业快速健
康发展袁以及供应链如何与产业链尧价值链互动发展袁推
动企业发展的巨大市场环境变化袁 分析了新经济下市场
竞争的特点和竞争要素等内容袁 详细阐述了供应链竞争
与管理在现代社会与企业竞争中的重要作用与地位遥
整场课以讲授为主袁采取野问题式导入尧案例教学冶等
方式调动学习热情袁使得课堂生动活泼袁笑声不断遥 学生

参观尧实习尧实训遥

牵手万里学子袁创新口岸经济
5 月 25 日下
午 2 时袁 在图书
馆二楼报告厅邀

上 6 时 30 分袁 顺丰公司余姚仓
储部经理代瑞袁受邀来到浙江万
里学院袁走进叶仓储与配送管理曳
课程授课袁讲述关于顺丰仓储与
配送方面实际运营案例遥
代经理首先介绍了顺丰的
概况袁然后具体讲解了顺丰的姜
山仓库和余姚仓库与客户的实
际合作模式袁及运作流程和核心
功能袁代经理提到快递公司设立
仓库是以后快递业发展一体化
物流的必然趋势袁在帮助客户提
高运营效率和降低整体物流成
本方面起到非常明显的价值遥 并
结合"双十一"的运作高峰袁详细

和听课老师在课堂上与叶老师进行了气氛相当活跃的互
动袁并在不知不觉中度过了愉快的 45 分钟遥 任课教师在
课堂上的调控能力袁 充分显示了其扎实的教学功底和高
超的教学艺术遥 听课的老师们对他的课堂教学的熟练与
掌控能力给予了充分肯定袁他们认为叶供应链管理曳这节
课准备充分袁讲授过程清新自然袁教学目标明确袁教学内
容设计合理袁重点突出袁以启发式尧提问式教学方法适时
提出研讨主题袁引导学生思考袁激发学习兴趣遥
该课程激情生动袁师生互动气氛良好袁教学内容和方
法设计合理袁讲解深入浅出袁引人入胜遥 说课目标明确袁内
容全面袁方法创新袁特色明显袁是一次生动活泼袁严谨高效
的示范课堂袁 能够有效引领学生珍惜学习机会尧 学以致
用尧主动思考尧主动学习尧主动创造袁积极提高学习能力尧
实践能力和创新能力遥

介绍了 2013 年的运作方案及运作方

讲座受到了同学们的一致好评遥

案的规划过程遥 最后代经理献身说法袁

这是顺丰公司第三次与浙江万

从自身的经历向同学们介绍了进入仓

里学院进行了交流合作袁相信未来

储管理相关岗位的工作心态袁 努力方

还有很多的机会可以让顺丰公司

向袁 及晋升历程等学生比较关心的职

的优秀员工和管理人员与浙江万

业发展方面的问题遥

里学院进行更好地交流袁实现顺丰

同学们认真地听取了代经理给大

公司与学校合作的目的袁培养出许

家讲授的仓储管理案例和管理经验袁

多优秀袁综合素质高袁应用能力强

积极主动与代经理进行了互动遥 整场

的袁为企业所用的实用型人才遥

我院举行野顺丰班冶与顺丰企业对接会
2014 年 5 月 6 日下午 3 点袁野顺丰班冶 与顺丰企业首次对接会在
53301 召开袁物流系副主任李肖钢主持会议袁宁波顺丰速运校招主管罗
丹及野顺丰班冶成员参加了会议遥
此次对接会主要三个主题院一是野顺丰班冶成员入职顺丰速运的手
续介绍曰罗主管首先介绍了野顺丰班冶成员进入顺丰后可以选择的岗
位袁及详细介绍了入职顺丰需要上交的材料和填写的表格袁并指出入
职后每位成员将获得一个终身的顺丰企业编号遥 二是野顺丰班冶成员入
班期望调研曰班级成员积极发表了当初加入野顺丰班冶的期望袁希望能
够从中得到更多的学习和提高袁并提出了很多班级建设的建议遥 三是
野顺丰班冶管理团队的竞聘曰通过学生自荐演说的方式确定了管理团队
成员遥
通过此次对接会确定了野顺丰班冶将于下周二首次参观顺丰区部尧仓储中心尧转运中心和营业点的活动袁顺
丰相关管理人员将于近两周进课堂给物流管理专业的大二大三学生授课遥

请了宁波市政府

野顺丰班冶举行首次参观顺丰企业活动

副秘书长张延作
题为 野牵手万里
学子袁 创新口岸

2014 年 5 月 13 日下午袁在李肖钢
老师的组织下袁野顺丰班冶35 名学员由
班级负责人赵均校尧邱航明尧王哲莉尧
陈小娜带队到顺丰企业的姜山仓库尧
宁波鄞州中转场尧万达分点部尧顺丰区
部-和邦大厦了进行了参观活动遥
顺丰公司人力资源部主管罗丹带
领顺丰班学员参观了顺丰企业袁 并由
每个分部主管向顺丰班学员详细的介

经济冶的学术报告遥 现代物流学院全体教师尧全体物流工
程研究生及部分本科生共 200 多人参加了本次讲座遥
张副秘书长首先以汽车进口为案例形象的告诉我
们袁一辆汽车的进口就包括了国检的三个部门院卫生检
疫尧动植物检验检疫和商检曰出口同样如此袁由此看来国
家在这方面承担了非常重大的责任袁这就是一个国家为
什么要设立口岸的缘由遥 接着为我们讲述了宁波如何利
用口岸发展经济曰发展口岸我们应该做些什么曰如何让
口岸效益更高袁成本更低等问题遥 整个讲座过程中以其
个人实际工作经历生动形象地让我们了解了口岸与物

绍了各部门具体的运营情况袁并详细认真回答了学员的问题遥
通过这次参观让顺丰班学员充分了解了顺丰公司在卸货尧分拣尧装货等各个环节的操作步骤尧操作技术和
采用的操作设施袁也让学员了解了顺丰的工作情况和工作环境袁让学员对进入顺丰公司勤工助学尧实习尧甚至
工作充满了期待袁并为即将进入顺丰工作做好准备遥

流的关系遥 最后张副秘书长希望通过宁波市口岸办与浙
江万里学院共建的宁波口岸研究中心要充分发挥浙江
万里学院的智囊团作用袁为宁波的口岸经济尧物流业发
展做出更大的贡献遥

宁波港铃与物流有限公司总经理方奕为物流学院学子授课

在互动环节袁 张副秘书长与师生间的交流十分热

2014 年 5 月

甩挂的物流运输模式代替了传统模式袁 方总经理给我

27 日 晚 上 6 时 30

们概述了甩挂运输的概念与其业务运输流程遥 而在实

分袁 我院邀请了宁

施这个项目期间袁 铃与物流有限公司又遇到了金融危

波港铃与物流有限

机袁但是他们巧妙地化危机为机遇袁建立无水港遥 这一

公司方奕总经理在

举措响应了现代物流发展的要求袁绿色低碳环保袁达到

图书馆二楼报告厅

了节能减排的效果袁碳排放量比传统模式下降了 33%遥

学院与宁波顺丰速

为物流学院学生作

然后方奕总经理又为我们介绍了他关于高效运输物流

运有限公司校企合

题为叶共享信息袁整合资源袁构筑高效运输物流体系曳

体系的构想袁即建立物流联盟平台袁应用这个平台将服

作活动之一企业进

的学术讲座遥

务尧交易尧数据和金融有效结合起来达到共赢的局面遥

烈袁对于师生提出的问题一一作了精彩详细的解答遥

顺丰野嘿客店冶走进课堂
作为 现 代物 流

叶供应链管理曳研究性教学观摩报道
3 月 25 日
下 午 13 时 30
分袁由现代物流
学院承办的叶供
应链管理曳研究
性教学观摩活
动在 3526 教室袁
采取随堂听课
的方式进行遥 参
加本次观摩活动的教学班级为物流管理 125-128 班尧创
新班尧专升本 130 班的学生 166 人袁以及有学校行政部门
领导尧全校各个学院的 50 多位专业教师遥
讲课中袁 叶素文老师将其丰富多样的教学经验以及
扎实的专业理论知识相结合袁 首先回顾了上讲课的主要

通道袁为学生展示了走进顺丰后的职业蓝图遥

专业综合改造的总体思路和方向袁重
点要抓住课程改革袁提升课堂质量遥
会上老师们介绍了各自在课程改
革中的经验袁 及结合自身教学经验发
表了对专业综合改革看法袁 并在课程
整合建设尧教学方法完善尧校企合作推
进尧 专业改革激励等方面提出了一些
具体意见和建议袁 为物流管理专业开
展综合改造贡献了非常有益的思路和
措施遥

打破传统课堂界限袁近距离体验物流 ERP 应用
5 月 9 日上午袁电子商务专业 2011 级企业资源计划-ERP 课程授课和系统实践在
宁波金洋化工物流有限公司举行袁金洋化工总经理助理陈世财和信息中心主任王斌作
为授课老师分别为同学们讲授了金洋化工的公司业务尧 信息化需求以及公司对 ERP
的需求尧现有的 ERP 建设和应用情况并对公司的物流 ERP 系统的操作进行了讲解和
演示袁在此基础上袁就物流企业 ERP 应用的关键问题尧物流企业对 ERP 人才的需求与
同学们开展了互动交流遥 授课结束后袁在培训中心工程师的指导下袁同学们现场体验了
基于公司 ERP 信息平台的模拟驾驶尧车联网技术在车辆管理和业务运作中的应用袁同
学们在惊叹该公司信息平台神奇和友好互动的同时也深刻体会到了基于新一代信息
技术在 ERP 给物流企业带来的变化与革新袁更加深刻地理解了物流企业对 ERP 的需
求和给企业管理带来的效益遥

习尧 就业机遇和就业后在顺丰的各种职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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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参与顺丰的企

叶国际航运管理曳研究性教学观摩报道
3 月 27 日上午 9 时 50 分袁 由现代物流学
院承办的叶国际航运管理曳研究性教学课程观
摩活动在 53501 教室进行遥 参加本次观摩活动
的有来自全校各个学院的专业教师以及教务
部领导尧各学院领导尧督导等遥
叶国际航运管理曳这门课程设计思路十分
新颖袁颠覆了传统的课程模式遥 整个课程由理
论教学尧四次课外参观与调研尧四次课内小班
讨论组成袁分别由最适合的五位老师主讲遥 而
本次教学活动则是由谭卫平老师分讲的课堂
理论教学野运输船舶与商港冶的部分内容遥
谭卫平老师首先由一个简单的问题袁野钢铁的船体是怎样浮于水面上的冶 来引出
所要讲解的内容袁船舶结构尧船舶管理与营运性能指标尧船舶类型等遥 然后再通过回答
一系列具体的问题袁来阐述有关船舶基础知识的重要知识点遥 比如袁野怎样防止船舶沉
没钥 冶尧野船舶在航行中为什么要打压载水钥 冶尧野什么是船舶的人格化管理钥 冶尧野什么是
便旗船钥 冶尧野船舶航行速度单位为什么叫节钥 冶尧野1 海里究竟有多长钥 冶遥 整堂课下来袁
学生基本上掌握了本章的重要知识点袁达到了一定的教学效果遥

顺丰余姚仓储部经理为物流管理专业学生授课

与宁波顺丰速运有限公司为开展校企协同人才

荫

现代物流学院专刊

窑

课堂袁宁波顺丰速运

首先袁方奕总经理为我们简单地介绍了铃与物流

有限公司市场部徐

有限公司概况袁从公司创业初期到现在经历了不少困

涛经理 5 月 20 日晚

难袁但是铃与物流创新项目的实施袁使得公司得到了

上为物流管理专业

快速的发展遥 这一创新项目就是铃与物流采用了双重

最后袁 他根据自己多年的工作经验总结怎样做现代物
流袁给同学们提供了一个参考遥
讲课结束后袁 学生们与方奕总经理进行了积极地
互动袁就物流模式构建做了深入交流遥

2011 级学生上了一堂生动的实践课遥
赵涛经理主讲的内容是 野顺丰嘿客店冶遥 顺丰嘿客
店袁专注于满足社区终端消费群体的需求袁通过 O2O 形式袁整合线上线下资源袁为顾客提供更灵活尧更便捷尧更智能化的增值服务遥 5 月 18 日袁宁波首家顺丰嘿客店--江北洪都
店袁正式开业遥顺丰速运作为民营快递的龙头企业袁在对快递业务深耕细作之外袁开始了战略转型袁进行多元化经营遥从供应链物流到电商再到海外代购袁顺丰就像一台四处觅食
的饥饿怪兽袁而今袁它的触角延伸到了便利店和社区领域遥
赵经理介绍了嘿客店的业务特色尧服务内容尧优势尧发展规划及其盈利方式遥 以野嘿客已全面侵入你的生活袁你袁准备好了吗钥 冶尧野嘿客袁将为顾客带去互联网经济时代的全新
服务体验冶等精彩语言袁赢得同学们兴趣和共鸣遥 课后袁赵经理与同学们互动袁回答了 10 多位同学的提问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