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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现代物流学院李肖钢等老师指导的野汇生活冶竞赛项目袁凭借其优秀的创意和良好的经营业绩袁顺利晋级浙江省第九届野
挑战杯冶大学生创业计划竞赛决赛遥 经过 2 天的角逐袁凭着参赛团队精彩表现袁荣 获大赛一等奖遥

野中国梦袁我的创业梦冶浙江省第九届挑战杯野泰嘉冶大学生创业计划竞赛全省共有 81 所高校的 884 件作品申报参加了省级比
赛袁经过省级复赛袁共有 41 所高校的 220 件作品进入决赛遥 经过秘密答辩和公开答辩袁我校有四支队伍 2 支获一等奖袁1 支获二等奖
袁1 支获三等奖遥

我院学子参加浙江省挑战杯荣获一等奖

为互联网企业的发展以及传统
企业的转型发现尧 培养和推荐优秀
的网络商务人才袁 为深化高校的创
新实践教学袁为提升学生的就业尧创
业和实践能力袁2014 年 4 月 14 日
下午 13 时 30 分袁野邮储银行杯冶--
中国互联网协会第七届全国大学生
网络商务创新应用大赛校园公益巡
讲在校图书馆报告厅举行遥

现代物流学院信管系主任周志
丹教授为大家介绍了我校学生往届
参赛的基本情况遥 在历次参赛的过
程中袁 我校均有团队进入了全国总

决赛遥 在 2013 年第六届野邮储银行杯冶中取
得优异成绩的李莎莎同学也为大家分享了
参赛经验遥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宁波分行电子
银行部总经理林伟华先生和宁波地区企业
教官董栋先生都对本次大赛的有关方面进
行了详细的介绍遥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致力于
让金融走进微生活袁 率先推出微信银行尧微
博银行尧易信银行袁成为国内首家基于微博尧
易信社交平台袁提供金融服务的全国性商业
银行遥 董栋教官也从中国邮政储蓄银行简介
尧邮储银行电子银行业务尧邮储银行专项活
动和邮储银行选题介绍 4 个方面为大家讲
解了参赛的内容和要求遥

面对日益激烈的就业形势和社会发展
对人才提出的新要求袁大学生的创新尧实践
操作和团队协作能力显得尤为重要遥 而作为
一家具有社会责任感的企业袁 邮储银行高度
关注大学生就业和创业情况袁 并对此推出了
两项政策服务袁 一是对于大赛中表现优异的
获奖学生袁将建立优秀人才资源库袁以备在邮
储银行校园招聘中优先录取曰 二是专门推出
大学生创业贷款产品袁 全国总决赛的获奖团
队有机会获得邮储银行提供的 50 万利率优
惠的贷款以支持大学生创业遥

周志丹教授充分肯定了我校学生在 野邮
储银行杯冶中取得的成绩以及有利之处袁并对
此次参赛学生给予了殷切的期望和良好的祝
愿遥

野创意改变生活袁邮储惠聚你我冶
要要要现代物流学院携手中国邮政储蓄银行校园公益巡讲

4 月 11 日上午 9 时 30 分袁按照
学院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的安排袁
现代物流学院在 62-312 会议室召
开了教职工座谈会遥现代物流学院院
长楼百均等领导班子成员出席座谈
会广泛听取意见遥 各系渊办尧中心冤教
职工代表 15 人参加了座谈会遥

本次座谈会的目的是围绕保持
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袁在全体党员当
中深入开展以野为民尧务实尧清廉冶为
主要内容的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
活动袁结合学院实际袁开门听取意见袁
认真查找在形式主义尧 官僚主义尧享
乐主义和奢靡之风等野四风冶方面存
在的突出问题袁听取加强和改进学院

各方面建设尧促进学院科学发展的意见和
建议遥

座谈会气氛热烈袁参加座谈会的代表
们结合各自工作尧学习尧生活的实际袁踊跃
发言袁大家本着对学院事业高度负责的态
度袁就我院改革发展尧教学尧科研尧管理尧社
会服务袁教风尧学风尧作风建设等方面的工
作提出了有针对性的真意见尧 真建议袁为
学院领导班子尧领导干部听到真话尧了解
实情尧查准问题袁为下阶段查摆问题袁开好
民主生活会打下了坚实的基础遥

楼百均院长等领导认真听取了代表发
言袁同时感谢各位代表就学院改革发展提
出了很好的意见和建议袁并回答了代表关
心的相关问题遥

俯身倾听吐真言 集思广益谋发展
要要要我院召开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教职工座谈会

浙江省第九届大学生电子商务竞赛于 5 月 17-18 日在杭州电
子科技大学圆满落幕遥本次大赛由浙江省教育厅主办袁浙江工商大学
和杭州电子科技大学承办袁经过校内选拔赛尧网上初赛以及现场决赛
三个环节袁历时 8 个多月袁我校现代物流学院王琦峰老师指导的"快
通校园服务平台"项目和钟海东老师指导的"基于碎片式学习的移动
微课平台"项目袁分别获得了综合类和技术类一等奖遥由周志丹尧吕红
波尧 陈莎莎尧 徐莹等老师指导的 9 支队伍分别获得了 5 个二等奖袁4
个三等奖袁获奖总数为历年之最袁参赛总成绩在 47 个本科参赛单位
中取得全省第六袁宁波市第一遥

学科竞赛能有效促进对电子商务专业的建设袁对课程建设
与教育理念演化具有深远影响袁 同时能推动对师资队伍建设尧
教材建设以及教学模式的革新遥 我校电子商务专业为宁波市特
色专业袁同时在申报浙江省普通本科高校新兴特色专业中取得
了很好的成绩袁该专业始终强调对应用型人才的培养袁积极推
进课证融合综合教学改革以及校企协同育人的实践袁十分注重
对学生创新创业能力的培养袁多年来袁电子商务竞赛成绩一直
位于全省前列遥

我院学子喜获浙江省第九届大学生电子商务竞赛佳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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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读大学袁究竟读什么曳是覃彪喜的著作之一袁书的内容是关于一名 25 岁的董事长给大学生的 18 条忠告袁出版后持续畅销袁在高校师
生中广为传播遥 叶读大学袁究竟读什么曳以一名成功的创业者袁同时也是一个大学毕业不久的过来人身份袁结合自己在求学尧求职和创业过
程中的经历袁跟大学生深入尧全面地谈论了大学生在学习尧生活尧考研尧留学尧求职尧创业等方面要注意的问题袁观点野新颖尧全面尧深刻尧实
用冶遥

书中的很多观点跟一些主流的观点完全背道而驰袁对于那些信奉金科玉律的人来说袁作者完全就是一个颠覆传统的另类遥比如说袁大
家都认为逃课是不思进取的表现袁作者却说不逃课的学生不是好学生曰很多人都认为考研是大学生最好的袁甚至是唯一的出路袁作者却把
考研比喻成了痛苦的安乐死遥 如果你在看目录的时候对作者这些观点无法接受袁请不要因此而搁下这本书遥 作者写这本书无非是以一个
过来人的身份跟你平等地交流一些想法遥

叶呼啸山庄曳是英国文坛著名的勃朗特三姐妹
中的二姐艾米莉窑勃朗特的一部震撼人心的 野奇特
的小说冶袁 也是她毕生的惟一力作遥 弃儿希克厉被
野呼啸山庄冶的主人欧肖收养袁欧肖的女儿卡瑟琳与
他从小友爱袁产生了炽烈的爱情遥 而庄主的儿子亨
德莱却仇恨他袁老欧肖死后袁把他降为奴仆袁百般凌
辱遥卡瑟琳为了得到野画眉田庄冶主人林敦的财产资
助希克厉而嫁给了林敦遥 希克厉得知后愤然出走遥
几年后袁希克厉致富归来袁使亨德莱倾家荡产袁并诱
骗林敦之妹与他成婚袁恣意虐待遥 卡瑟琳终因不能
同希克厉结合而凄然病逝遥

叶百年孤独曳袁是哥伦比亚作家加西亚窑马尔克斯的代表作袁
也是拉丁美洲魔幻现实主义文学的代表作袁被誉为野再现拉丁美
洲历史社会图景的鸿篇巨著冶遥

叶百年孤独曳的故事发生在虚构的马孔多镇袁描述了布恩迪
亚家族百年七代的兴衰尧荣辱尧爱恨尧福祸袁和文化与人性中根深
蒂固的孤独遥其内容涉及社会和家庭生活的方方面面袁可以说是
拉丁美洲历史文化的浓缩投影遥

叶百年孤独曳风格独特袁既气势恢宏又奇幻诡丽遥粗犷处寥寥
数笔勾勒出数十年内战的血腥冷酷曰 细腻处描写热恋中情欲煎
熬如慕如诉曰奇诡处人间鬼界过去未来变幻莫测遥 轻灵厚重袁兼
而有之袁被公认为魔幻现实主义最具代表性的作品遥 被称为野20
世纪用西班牙文写作的最杰出的长篇小说之一冶遥

读书 切戒在慌忙袁涵泳工夫兴味长曰
未晓不妨权放过袁切身须要急思量遥

叶谁动了我的奶酪钥 曳渊Who Moved My Cheese?冤袁生动
的阐述了野变是唯一的不变冶这一生活真谛袁作者斯宾塞窑约翰
逊博士是美国知名的思想先锋和畅销书作家袁此外袁他还是一
位医生尧心理问题专家袁也是将深刻问题简单化的高手遥 在他
清晰洞彻当代大众心理后袁 便在该书中制造了一面社会普遍
需要的镜子要要要要要怎样处理和面对信息时代的变化和危机遥

人生犹如 野迷宫冶袁 每个人都在其中寻找各自的 野奶酪冶
要要要稳定的工作尧身心的健康尧和谐的人际关系尧甜蜜美满的
爱情袁或是令人充满想象的财富噎噎

那么袁你是否正在享受你的奶酪呢钥
如果是的袁 恭喜你袁 你只需要阅读一下书中的小故事即

可袁因为它会时刻提醒你袁你的奶酪是否已经变质曰
如果不是袁欢迎你袁请你把这本书从头到尾阅读一下袁希望你
能够从中受到启发袁尽快享受你的奶酪遥
自本书出版以来袁已经有众多读者从奶酪的故事中得到启发袁从而改善了自己的事业尧婚
姻和生活袁同时也引起了广泛的讨论遥

变化总在时时发生袁我们每个人都要认真思考袁究竟是谁动了我的野奶酪冶袁我们又该
如何发现新的野奶酪冶钥

这是一本在全世界范围内影响巨大的书袁适合
任何阶层的人阅读遥 它振奋人心袁激励斗志袁改变了
许多人的命运噎噎这本书是一经问世袁英文版销量
当年突破 100 万袁迅即被译成 18 种文字袁每年销量
有增无减遥 这本书记载了一则感人肺腑的传奇故
事遥 一个名叫海菲的牧童袁从他的主人那里幸运地
得到十道神秘的羊皮卷袁遵循卷中的原则袁他执着
创业袁最终成为了一名伟大的推销员遥 建立起了一
座浩大的商业王国噎噎

叶偷影子的人曳是法国作家马克窑李维创
作的一部小说袁也是其第 10 部作品袁一部令
整个法国为之动容的温情疗愈小说遥 故事讲
述了一个老是受班上同学欺负的瘦弱小男
孩袁因为拥有一种特殊能力而强大院他能野偷
别人的影子冶袁因而能看见他人心事袁听见人
们心中不愿意说出口的秘密遥 他开始成为需
要帮助者的心灵伙伴袁为每个偷来的影子找
到点亮生命的小小光芒遥

一个老是受班上同学欺负的瘦弱小男
孩袁因为拥有一种特殊能力而强大院他能野 偷
别人的影子冶 袁因而能看见他人心事袁听见人
们心中不愿意说出口的秘密遥 他开始成为需
要帮助者的心灵伙伴袁为每个偷来的影子点
亮生命的小小光芒遥

某年灿烂的夏天袁他在海边邂逅一位又
聋又哑的女孩遥 他该如何用自己的能力帮助
她钥 他将如何信守与她共许的承诺钥

不知道姓氏的克蕾儿遥
一个会用风筝写出野我想你冶的女孩啊袁

让人永远都忘不了遥
一段缠绵多年的爱恋袁一段进行中的不

完美爱情遥 故事温柔风趣袁轻盈优雅袁能让你
我真正感受到心跳的爱情疗愈小说遥

一个爱与友情盛开的美丽世界袁 在此袁

想象力超越了一切日常生活及人际关系遥
一本关于童年追忆尧关于深藏在成年人

内心深处梦想的小说遥马克援李维一贯的写作
风格袁 国外出版社定义本书为 野温柔又风
趣冶遥 容易贴近台湾女性读者的心遥 有浪漫的
爱情元素尧父母亲子课题尧朋友相挺的义气袁
迎合大众市场遥 爱情场景刻画细致袁对白浪
漫感人袁尤其结局会让女性感动遥

母子亲情的刻画很催泪遥 跟叶那些我们
没谈过的事曳写法相似袁有不美满家庭长大
的主角尧有贴心好友尧一段多年的爱恋尧一段
进行中的不完美爱情噎噎最后袁多年的情人
浪漫复合遥

叶遇见未知的自己院都市身心灵修行课曳由张德芬所著遥
一书在半年内狂销三万本以上袁位于台湾三大畅销排行榜前
十名浴读者反应热烈尧佳评如潮浴这本书让我强烈地想跟所有
我的朋友分享袁可以说袁它治疗了我袁并给我了一些启发袁我
很高兴做了一场心灵之旅袁不虚此行遥

叶遇见未知的自己院都市身心灵修行课曳故事是从院"冬天
的雨夜袁在荒郊野外的山区袁一个没有手机尧没有汽油的孤单
女人"开始遥 若菱袁自名校毕业袁拥有令人羡慕的工作袁但心中
却不时的自问院为什么我不能拥有想要的生活钥 为什么我不
快乐钥 我该如何当自己生命的主人钥 在一个下雨的冬夜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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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学校研究生毕业工作日程安排
袁按照工程硕士渊物流工程领域冤研究生
培养计划要求袁我校于 5 月 10 日上午 8:
30 在现代物流学院 62-312 会议室举行
了 2012 级研究生毕业论文答辩会遥

为这次答辩会的顺利进行袁 现代物
流学院高度重视袁前期进行了 2012 级毕
业论文预答辩会尧 组织召开了研究生毕
业论文答辩工作会议等袁 对各项工作明
确要求遥

这次答辩会袁在教学楼尧学生宿舍等

地方张贴了海报袁 为答辩会营造了良好
的学术氛围遥 让同学有机会聆听学术大
师的教诲袁这次答辩会袁特聘请了南京大
学著名的博士生指导教师盛昭瀚教授作
为答辩委员会主席袁 浙江工商大学教授
傅培华尧上海海事大学副教授胡志华尧宁
波港集团总经济师童孟达尧 宁波市发改
委副主任陈飞龙四位专家作为答辩会委
员遥 2012 级参加了答辩会袁2013 级全体
研究生同学尧 部分本科生和教师旁听了
答辩会袁会议室座无虚席遥

答辩会由盛昭瀚教授主持袁 严格按
着学校规定的答辩程序进行袁 先是答辩
人介绍论文撰写的情况袁 接下来是答辩
委员会提问及答辩人的回答问题环节袁
每个答辩人介绍须在 15 分钟内介绍完袁
回答问题要求精准袁不说废话遥

经过一天的答辩袁 专家们对论文选
题及论文实践应用性价值给予了高度评
价袁 并对论文格式及相关内容提出了相
应修改意见遥 经过答辩组热烈讨论和投
票表决袁 答辩委员会字斟句酌地形成了
答辩决议袁一致同意 15 位同学通过硕士
论文答辩袁15 位同学再次被请入答辩会
场袁答辩委员会主席盛昭瀚教授袁分别向
每位同学宣读答辩委员会决议袁5 位同
学获得优秀袁8 位同学获得良好袁2 位同
学获得合格遥 并要求按照答辩老师对论
文提出的意见进行认真修改遥

我校成功举行工程硕士渊物流工程领域冤
2012级研究生毕业论文答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