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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领会习总书记治国理政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袁 把握蕴含
其中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袁对于我们顺利实现野十三五冶规划袁全面建成
小康社会具有重大现实意义遥2016 年 10 月 25 日上午袁学院党委召开
学习习总书记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专题会议遥 学院党委书记谢荣
光组织学习会遥

学习会的主要内容是习近平总书记治国理政的新思想尧新理念尧
新战略袁具有完整的逻辑体系袁包含着丰富的思想内容袁蕴含着深刻
的马克思主义世界观方法论基础袁 开辟了我们党治国理政实践的全
新境界袁提供了破解中国发展难题的科学指南袁展现了中国驾驭世界
大势尧谋求自身的宏大战略视野遥

通过学习袁 我们对习近平总书记治国理政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战
略的基本内容尧 世界观和方法论以及贯彻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的实
践要求这三个方面有了更加全面的理解和认识袁 对今后的工作具有
指导意义遥

为总结我院校企合作班野顺丰
班冶的前期开展情况袁协商布置双
十一野顺丰班冶实践教学内容遥 2016
年 10 月 10 日上午袁第二届野顺丰
班冶中期总结及双十一实践教学交
流会在 53103 多媒体教室举行遥 宁
波顺丰速运校招主管朱丽丽老师袁
物流系副主任李肖钢老师及全体
野顺丰班冶学员参加遥

首先袁野顺丰班冶学员对上学期
及暑期开展的培训和实践实习活
动进行了总结发言袁 学员们表示袁
通过培训和实习提升了对企业的
认知尧对业务的了解袁对未来职业

发展有了更为清晰的认识遥 并对客
服实习岗位上的轮岗袁仓储岗位上
的工作安排等方面提出了建议遥 其
次袁结合大四学生叶顶岗实习曳课程
的教学目的和要求袁及双十一宁波
速运物流各岗位的设置尧能力需求
和实施计划袁野顺丰班冶学生在宁波
速运物流前期实践中展现的能力
特长袁对野顺丰班冶学生的实践内容
进行了规划和安排遥 最后袁对后期
野顺丰班冶毕业实习和就业安排袁及
优才计划的申请等内容进行交流
和工作安排遥

2016 年 10 月 12 日上午袁工
商管理专业 2016 级全体 202 名
学生在回龙校区 3201 教室开始
了专业导论教育袁 第一课由浙江
飞达物流有限公司总裁助理胡胜
鹏先生主讲遥 学院副院长兼工商
与营销系主任程言清教授主持讲
座遥

胡胜鹏先生以 野思维成就梦

想冶 为题袁 提出了 野思维要要要行
为要要要习惯要要要目标冶 的人生发
展逻辑袁以丰富的实例袁分析了团
队尧责任尧心态尧沟通尧包容尧感恩尧
学习等行为习惯及其产生的不同
结果遥丰富的职场经验袁深刻的人
生感悟袁碰撞出思想的火花袁引发
了大一新生对自己四年学习计
划尧职业规划的思考遥

演讲精彩尧听讲认真尧互动积
极袁 历时 3 个小时讲座袁 精彩纷
呈尧气氛热烈遥

会上袁 程言清副院长向工商
管理专业 2016 级新生介绍了学
院基本情况尧 并就学业警示与留
级制度做了解释遥 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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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绕学校出台的二级学院科研业绩评价办法指导意见中对科研为人才培

养服务的具体要求袁学院首先在制度层面对学院的科研提升尧教学业绩奖励办

法进行了修订袁鼓励老师积极开展科教育人工作袁各项工作取得了较好的成绩遥
本学年在学院教师的指导下袁学生获得软件著作权 35 项袁公开发表学术论文 7
篇袁6 个项目获得 2015 年度浙江省大学生创新创业项目袁3 个项目获得 2015 年

度全国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项目袁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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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我院老师指

导的团队获得一等奖 1 项尧三等奖 1 项遥 在第八届全国大学生网络商务创新应

用大赛中袁获全国总决赛的一等奖和二等奖各 1 项袁华东区特等奖 1 项袁一等奖

7 项袁二等奖 3 项遥 组织电子商务专业同学参加浙江省第九届电子商务竞赛暨

中国助理电子商务师尧电子商务师认证 165 人袁并在创新创业精英赛中获得三

等奖 1 个遥 在首届野互联网+冶大学生创新创业竞赛中获得浙江省铜奖 1 项遥 获

得 2016 年野甬商所杯冶全国高校大宗商品电子商务交易及创新大赛渊交易类冤比
赛一等奖 1 项袁二等奖 3 项遥在学生科研尧创新创业项目和学科竞赛方面取得突

出成绩遥在校学生创业意愿强烈袁本学年大二信管专业学生胡加一路尧余子恬等

2 人注册成立宁波乐鑫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尧2013 级电子商务学生郑晓冬等 5 人

注册成立宁波微枢电子商务有限公司袁电子商务专业的苏长莹等同学开展跨境

电商创业袁月营业额达 1 万余美元遥

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尧电子商务专业在教学计划中将专业资格认证与课程

教学相融合袁 本学年有 8 人获得系统集成项目管理师袁6 人获得电子商务设计

师尧2 人获得网络工程师尧尤其是 2 位同学通过了信息系统项目管理师渊高级冤袁
实现了我院在校学生取得高级证书零的突破袁表明我院电子商务系近三年来推

行野课证融合冶教学改革的成效越来越凸显遥物流管理专业通过设立专门的考证

模块袁 与 ILT尧CIPS 进行课程对接和考试科目豁免遥 对物流专业在校生开展 2
期物流师尧2 期的 ILT尧2 期 CIPS 职业资格证书培训和考证尧1 期的外贸物流师

培训和考证袁共有 247 名大二大三学生参加职业证书培训遥 通过把考证内容融

合进入教学计划增加学生职业技能知识袁培养自己教师成为培训师资使培训常

态化袁聘请校外培训讲师提高职业技能实务操作能力袁向学生发放职业资格证

书获得者奖励基金的办法袁把学历教育与职业能力教育相结合袁促进职业资格

证书培训工作袁鼓励学生参加职业资格证书培训和考试遥 2016 届物流管理专业

毕业生双证书持有率达到 93.1%遥

为提高学生考研复习的效率和考研成功率袁带动全体学生的考研积极性和

学习氛围袁组织第三届考研基础课学习班遥 这届考研班有来自物流与电子商务

学院尧电子信息学院尧计算机与信息学院尧创新学院四个学院的 20 名学生参加袁
主要学习数学尧英语和政治遥 考研班采用数学课程由基础部的数学老师进行长

期培训和辅导袁英语和政治课程采用专业培训机构培训的组合方式袁取得了良

好的效果袁去年考研班有 3 名学生成功考取研究生袁其中 1 名报考我校袁1 名被

浙江工业大学录取遥

与美国纽约州立大学普拉茨堡分校合作项目不断推进袁本学年邀请美国纽

约州立大学普拉茨堡分校全球供应链管理专业 Brain 教授来校全程讲授叶全球

供应链管理曳课程袁从物流管理 2014 级各班选取 40 名国内学生袁与 12 名留学

生混合编班袁并进行野4+1冶混合编组袁中外学生合作学习袁充分发挥中国学生的

专业优势和国际学生的语言优势袁课堂质量显著提高遥学院选派吕红波尧刘利民

两位老师到美国纽约州立大学普拉茨堡分校进行了访学袁两校的教师访学交流

进入常态化遥 2015 年招收物流工程研究生 6 名袁 物流管理专业招收本科生 6
名袁学院教师通过外出访学和语言培训袁已经能够完整开展了物流工程专业硕

士外籍研究生及本科生的全英文教学袁学院的留学生培养成为常态遥

围绕学校提出的科技服务地方和科教融合的总体要求袁学院深入推进了二

级管理改革和推进学院硕士点建设工作袁推进物流与电子商务学院学科建设和

提升学院的科研能力遥 我院今年在科研项目立项方面取得了较好的成绩袁本学

年新立项各级各类纵向项目 16 项遥 其中省部级项目立项 6 项袁其中包括袁省科

技厅项目 1 项袁省哲社规划课题 4 项尧国家其他部委项目 1 项遥 另外本院

今年新增市厅级课题 10 项遥 承担政府主管部门及企业横向课题 8 项袁为鄞州区培训

电子商务人才 150 多人遥 学院的科研成果转化和服务地方的能力不断加强遥 教师获浙

江省档案局优秀科技成果三等奖 1 项尧宁波市第十四次渊2012-2013冤哲学社会科学优

秀成果二等奖奖 1 项遥 2015-2016 学年物流与电子商务学院教师共发表科研论文 25
篇袁其中 SCI 收录 2 篇袁国外期刊 5 篇曰出版著作 5 部遥 教师科研成果获省部级采纳 1
项袁厅级采纳 1 项袁局级及相关部门采纳 3 项遥

本学年学院先后邀请了浙江大学霍宝锋教授尧 南京大学盛昭瀚教授等国内著名

专家到学院讲学袁开阔教师学术视野遥 同时袁学院内部不定期开展学术沙龙系列学术

交流活动袁以学院内部的教授尧博士为主袁围绕科学前沿尧当前热点尧研究方法尧课题申

报等方面进行研讨和交流袁活跃学院的学术氛围袁形成良好的学院学术文化遥 积极鼓

励学院教师参与国内外的学术交流活动和各类国际尧国内学术会议袁多次派出研究人

员参加各类国际学术会议尧高级电子商务师认证培训尧高级物流师培训和认证尧中国

物流与采购协会的学术年会以及各类与学院研究方向相关的学术会议和产业发展高

端论坛遥

围绕学院二级管理改革试点的总体目标袁顺应国际化师资队伍建设的需要袁利用

中央财政的叶物流管理国际化师资队伍建设曳项目和省叶物流管理国际化专业曳及国家

留学基金委经费支持袁先后派 2 名教师赴美国纽约州立大学普拉茨堡分校访学遥 1 名

教师赴德国访学袁1 人入选浙江省第三期野之江青年冶社科学者袁2 名教师获得博士学

位袁1 名教师在东华大学攻读博士学位袁1 名教师在浙江大学做访问学者遥 3 名教师晋

升副教授职称遥 资助 3 名教师参与高级物流师资格证书培训袁派遣 2 名教师分别至宁

波市发改委和宁波市口岸办挂职锻炼袁1 名教师至企业挂职锻炼遥 学院师资队伍结构

不断优化袁为学院二级管理改革和人才培养提供了扎实的基础遥

学院不断强化野产-学-研-用冶递进式培养模式袁构建四位一体尧对接认证尧工学

交替尧交叉融合尧中外合作的物流工程专业硕士培养体系袁创新物流工程研究生培养

模式和提升人才培养质量袁进一步加大了物流工程硕士研究生实习基地建设袁全方位

与企业开展合作培养物流工程硕士研究生遥 加大研究生重点课程建设力度袁以研究性

教学为核心在研究生教学中推进教学改革遥 物流工程硕士毕业生的毕业论文在 2016
年省教育厅组织的论文抽查中袁在省内 16 个硕士点授予单位中总分排名第四袁物流

工程领域排名第一袁得到了省教育厅领导和专家的高度肯定遥
2013 级物流工程硕士顺利完成毕业论文答辩袁3 人参加国内 985 及 211 高校的博

士入学考试并顺利通过初试袁其中朱丽媛同学被浙江大学录取袁2013 届毕业生大部分

留在宁波工作并实现了高质量就业遥 2016 年招收国内硕士研究生 20 人袁基本完成招

生目标遥

学院积极拓展第二课堂袁高度重视学生社团袁把人文素质学分融入到学生社团建

设中遥 学院通过大力推进社团建设袁让学生经过社团活动的锻炼袁培养学生的实践操

作能力袁提高学生的团队合作意识尧表达交流能力等遥 鸿志社获得 2015 年度野全国高

校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示范团支部冶尧野留守儿童农民工子女关爱夏令营冶 获得

2015 年度浙江省优秀志愿服务项目尧 物流与电子商务学院学生暑期社会实践队获得

2015 年度浙江省暑期优秀社会实践队袁 鸿志社获得 2015 年浙江省优秀学生社团袁
2015-2016 学年暑期学生暑期社会实践活动得到了 13 家省市媒体的广泛报道遥

学院团总支坚持以人文教育为主线袁务实创新袁凭借自身优势袁在野人文季风冶系
列活动中精心设计袁合理安排袁活动推陈出新袁得到了全院师生的广泛认同和赞许遥
2015-2016 学年承担了野国际万里冶尧野人文万里冶等学校野人文季风冶校园文化活动袁承
办了人文万里开幕式暨 2015 浙江万里学院中国传统文化节尧野绿色万里野闭幕式暨学

以励志尧严以修身冶浙江万里学院第五届班级风采大赛总决赛袁获得野人文万里冶尧野绿
色万里冶大型校园文化活动突出贡献奖遥 全院学生共参与团学活动 13500 余人次遥

学院通过各种途径袁努力为学生提供就业信息袁拓宽就业渠道遥 配合学校举办好

人才交流会袁在人才交流会举办前夕袁组织学生开展个人简历制作比赛袁通过比赛指

导学生做好个人简历遥 在人才交流会举办过程中袁最大限度地动员毕业生积极参加招

聘会袁并为有需要的学生做好推荐工作遥 充分发挥学院就业网站的作用遥 积极利用学

院网站袁将通过各种渠道收集来的就业信息及时在网上发布袁供毕业生上网查找尧参
与应聘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