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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院举办 2013年下半年
野软考冶总结表彰会暨

第三届野软考集中班冶动员会

为深
化 野课证
融 合 冶 教
学 改 革 袁
提升学生
的实践操
作 能 力 袁
2014 年 3
月 18 日袁
我院在校
图书馆报告厅举行了 2013 年下半年野软考冶总结表彰
会暨第三次野软考集中班冶动员会遥

信管系主任周志丹教授为大家讲解了野计算机软
件技术资格考试冶渊即野软考冶冤对信管尧电商专业学生
未来职业生涯带来的影响遥 面对日益激烈的就业竞
争袁同学们必须扭转就业观念袁掌握本专业知识并拥
有与本专业相关的高端资格证书袁让自己在今后的工
作中拥有更多的选择权遥 在 2013 年下半年野软考冶中
取得优异成绩的徐慧同学为大家分享备考经验袁野软
考集中班冶指导老师周志英老师为在场的备考同学讲
解了复习的计划和方法袁并对 2014 年上半年野软考冶
的同学提出备考要求遥

近年来袁现代物流学院不断推进野课证融合冶教学
改革活动袁将电子商务设计师尧网络工程师尧系统集成
项目管理工程师等考证知识体系纳入课堂教学袁并建
立野考证班冶袁指定专人负责袁安排教师值班辅导袁该项
活动开展以来袁从资料尧辅导尧场地等方面为备考的同
学们提供服务袁并取得了良好的效果袁通过率较前几
年大大提高袁大大提升教师教学水平的同时袁有力促
进了学生学风的改善遥

学位论文是研究生学业中最重要的环节袁为把好
研究生毕业论文质量关袁 培养学生的研究应用能力袁
我校物流工程硕士研究生毕业论文制定了严格的质
量把关制定袁 需要经历 6 个环节院 学生选题-开题答
辩-校外专家评审-校内评审-校外专家盲审-论文答
辩袁每个环节都有严格的要求袁学生必须经过大量调
研和实践才能完成遥

2014年3月1日上午8时30分袁 我校 2012级物流工
程硕士研究在经过学生选题尧开题答辩尧校外专家评审 3个
环节后袁进入校内评审阶段袁学生先对自己的毕业论文在
前一段时间做的完善修改工作进行汇报袁各位专家对
每位学生的论文在论文写作规范尧 论文核心内容写
作尧论文汇报要求等方面进行了详细的评审遥 接下来袁
学生将根
据评审意
见进一步
完善和修
改袁 为校
外专家盲
审和毕业
论文答辩
做准备遥

野注重过程袁严把质量冶
要要要我校举行2012级物流工程硕士

研究生毕业论文校内评审会
为贯彻落实中央尧 省委关

于深入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
育实践活动的要求袁根据浙万
院党 渊2014冤3 号的文件精神袁
2014 年 3 月 11 日下午 2 时 30
分,现代物流学院在 62-312 会
议室召开全院深入开展党的
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动员
大会遥 会议的主要任务是院深
入学习贯彻中央尧省委及学校
教育实践活动工作会议精神袁
对我院教育实践活动进行动
员部署遥现代物流学院党总支书记尧
现代物流学院党的群众路线领导小
组组长谢荣光主持会议遥

在动员大会前袁 学院党总支在
学校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领
导小组的指导帮助下袁 成立了教育
实践活动领导小组袁 制定了活动方
案遥

谢书记在大会上作了深入开展
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动员报
告袁报告紧扣学校会议精神袁贴近学

院实际袁从野统一思想尧提高认识袁深
刻领会开展教育实践活动的重要意
义冶尧野重点突出袁措施有力袁确保教
育实践活动取得扎实成效冶尧野环环
相扣尧层次落实袁使得教育实践活动
方法步骤到位冶 三个方面对学院党
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进行具体
部署袁即明确了野规定动作冶又确定
了野自选动作冶遥 谢书记特别强调袁要
通过本次教育实践活动查摆出来的
问题转化为推进学院改革发展的动

力袁 把教育实践活动中激发出来
的工作热情和进取精神转化为做
好工作的源动力袁 为创建特色鲜
明的一流强院而努力奋斗遥

校党委委员尧 校长助理张勇
敏在动员大会上作了讲话袁 谈了
野三个要求一个目的冶袁 即一要按
照野照镜子尧正衣冠尧洗洗澡尧治治
病冶 的总要求来开展党的群众路
线教育实践活动袁 二要有明确的
问题导向袁 要把学院发展存在的
问题与个人的岗位职责有机结合

起来袁查找差距袁改正不足袁三要坚
持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的基本方
法袁既帮助别人袁又改正自己袁达到
野团结-批评-团结冶的目的遥 目的是
通过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全
面落实为民务实清廉要求袁 教育引
导党员干部树立群众观点袁 弘扬优
良作风袁解决突出问题袁保持清廉本
色遥 校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
督导组成员王伟忠主任对教育实践
活动相关要求作了说明遥

现代物流学院召开
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动员大会

近日袁 宁波市软考办对在 2013 年
下半年全国计算机技术与软件专业技
术资格渊水平冤考试中获得全国前 50 名
的五位考生进行了表彰袁并颁发了荣誉
证书遥 值得欣喜的是这 5 位考生中有 3
位是我校 2011 级电子商务专业徐慧尧
南佳妮尧贾姗姗等同学袁他们在电子商
务设计师资格认证考试中取得了优异
的成绩遥

我校电子商务专业为宁波市特色
专业袁 电子商务专业自 2006 年设立以
来袁一直致力于应用型人才培养及对提
升学生职业能力的探索袁大幅度提升实
践创新内容袁推行野课证融合冶综合教学
改革袁将电子商务设计师尧网络工程师尧系统集成项目
管理工程师等考证知识体系纳入课堂教学袁并建立野考
证班冶袁指定专人负责袁安排教师值班辅导遥该项活动开
展以来袁在大大提升教师教学水平的同时袁有力促进了
学生学风的改善遥

全国计算机技术与软件专业技术
资格渊水平冤考试渊简称计算机与软件
考试冤 是由原国家人事部和信息产业
部组织领导的国家级考试袁 目的是科
学尧 公正地对全国计算机与软件专业
技术人员进行专业技术资格尧 职业资
格认定和专业技术水平测试遥 根据人
事部尧 信息产业部文件 渊国人部发
[2003]39 号冤袁计算机与软件考试纳入
全国专业技术人员职业资格证书制度
的统一规划袁 通过考试获得证书的人
员袁 表明其已具备从事相应专业岗位
工作的水平和能力袁 用人单位可根据
工作需要从获得证书的人员中择优聘

任相应专业技术职务渊技术员尧助理工程师尧工程师尧高
级工程师冤袁专业技术资格渊水平冤实施全国统一考试
后袁 不再进行相应专业和级别的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
格评审工作遥 因此袁这种考试既是职业资格考试袁又是
职称资格考试遥

软考成绩宁波市进全国前 50名的 5位考生我院占 3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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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月 28 日上午袁钱国英副校长
率领教务部相关人员到现代物流学院就专业综合改造教育思想大
讨论进行了专题调研遥

钱副校长开宗明义袁调研就是听取专业建设还存在哪些困难钥
尚有哪些难题亟需解决钥需要学校为学院提供哪些好的服务钥学院
教学发展有哪些意见和建议钥

楼百均院长对现代物流学院的近期工作进行了汇报袁接着袁程
言清副院长汇报了学院专业综合改造教育思想大讨论组织安排院
教师动员尧分析教学中存在问题及解决方法尧修订教学方案尧完善

教学计划尧 借鉴外院外校经验尧 形成优化的专业建设方案等五步
骤曰并且提出了学生体量大尧实践教学难深入尧研究性教学参与度
不足尧教学质量整体提高不够尧校内教师实务教学能力不强等当前
专业改造中遇到的问题曰并对进一步整合课程尧实行方向课程延迟
制度尧建设网络教学平台尧打造校企合作协同育人平台尧建立四年
一贯专业教师导师制尧 形成人才培养质量社会反馈机制等专业综
合改造发展思路进行了汇报遥

钱副校长充分肯定了学院教学中取得的成绩和专业改造的思
路并介绍了宁波诺丁汉大学学生培养中的社团活动尧义工等特色袁
对专业改造的方向进行了指示遥

专业综合改造进行时

中文学名院油菜花
拉丁学名院Blassikakapestris
别称院芸苔
界院植物界
门院被子植物门
纲院双子叶植物纲
目院白花菜目
科院十字花科
属院芸苔属

桃花坞里桃花庵袁桃花庵下桃花仙遥 桃花仙人种桃树袁又摘桃花换酒钱遥
要要要唐伯虎叶桃花庵歌曳

桃花一簇开无主袁可爱深红爱浅红钥 要要要杜甫 叶江畔独步寻花曳

中文学名院 桃花
界院 植物界
门院 被子植物门(Magnoliophyta)
纲院 双子叶植物纲(Magnoliopsida)
又称木兰纲遥
目院 蔷薇目(Rosales)
科院 蔷薇科(Rosaceae)
属院 李属(Prunus)
种院 桃 (P. persica)

解不开的桃花劫

情迷油菜花海

1.东钱湖十里四香景区绿野岙村袁位于东钱湖

镇下水袁十里四香是很多人的开心农场袁三四月间袁大片油菜花
盛开袁一直铺到山脚下遥

2.鄞州鄞江镇它山堰袁是古代甬江支流鄞江上修建的

引水灌溉枢纽工程袁春季袁一畦畦的油菜攒着劲地生长袁不消几
日袁淡黄色的油菜花蕾便从枝丫处生发出来噎噎

3.慈城传统体验区花海袁江北区旅游部门在慈城镇

杨陈村专门种植了一批油菜花田供市民春日踏青玩耍袁 共 1600
多亩袁这里油菜花开花较晚袁预计清明后才能达到开花高峰期遥
慈城油菜花片区周边有丰富的旅游资源袁看油菜花之余袁还可以
去采茶或钓龙虾袁体验春日乐趣遥

4.宁海桑洲镇南岭村袁位于宁海县西南部袁特色在于

梯田油菜花遥 花开的季节袁一块块金黄色的梯田袁有的似金蛇狂
舞袁有的似金鹏展翅袁还有的层层叠叠袁黄绿相间袁煞是好看遥

5.奉化大堰也同样有着一片梯田油菜花袁大堰境内碧水盈

盈袁千峰竞秀袁满目青翠袁风光宜人遥 阳春三月袁1500 多亩的油菜
花尧紫云英尧桃花尧杜鹃花尽情绽放袁更有横山尧柏坑两大湖泊与千
年古镇相融相映遥

6.象山西周油菜花观赏区袁西周镇的油菜花主要分

布在一级公路附近的莲花尧文岙区片以及乌沙区片遥赏花之余袁还
可以到西周的儒雅洋去挖一些新鲜的春笋遥

黄萼裳裳绿叶稠袁千村欣卜榨新油遥 爱他生计资民用袁不是闲花野草流遥
要要要清窑乾隆叶菜花曳

野春心冶萌动
小伙伴袁我们去春游吧~

赏桃花地点推荐
1.奉化萧王庙王家山天下第一桃园渊5000 亩冤
2.慈溪掌起镇古窑浦村渊约 3000 亩冤
3.宁海陈乡东山桃园渊千余亩冤
4.东钱湖
5.宁波桃花岛

每逢花开时节袁这里是春的世界袁花的海洋袁登高极目袁殷红的桃花延伸到每一个山谷袁场面令人叹为观止遥
如果您正想离开都市的喧嚣袁放飞心情袁就请停下脚步袁漫步桃花丛中袁赏花品茶袁领略乡土风情袁与大自然来一
次亲密拥抱遥

景点简介院
四明山森林公园位于浙东四明腹地的余姚四明山镇袁为省级

森林公园遥 公园占地面积 6.9 万亩袁林区内古木参天袁千峰竞翠袁
湖泊连绵袁奇岩众多袁生态旅游独呈风采遥

主要景点有院 以中国水帘洞之最著称的鹁鸪岩袁 有山中明
珠--仰天湖尧东谷湖和下坑湖袁有三面环壁尧泉水叮咚的白龙潭袁
有横贯深崖中间的石梁--仙人桥袁 还有第二庐山之称的商量岗
等遥 商量岗主峰奶部山海拔 915 米袁是全市海拔最高点袁登临顶
峰袁纵目四望袁林海茫茫袁松涛万顷遥

在炎热的夏季袁这里是人们避暑的好去处袁可与江西庐山相
媲美遥1935 年袁蒋介石返乡曾与夫人宋美龄在这里避暑袁并建造了
消夏别墅--中洋房袁别墅旁边还有一个人工湖袁幽雅恬静尧水平
如镜曰1937 年夏季袁 蒋经国夫妇和被幽禁中的张学良亦先后来此
游览遥

如今袁中洋房依然兀立袁残阶颓垣记载着逝去的沧桑岁月遥 游
人们在游览之余袁可到林场开设的野四明山庄冶小憩几日袁当属避
暑休闲良策遥
门票 &开放时间院

50元 8院30―17院00
交通概况院

1尧宁波南站 7 点左右有一辆开往四明山的大客车曰下午 13院
35 有辆中巴袁终点站是甘竹林袁其实就是四明山国家森林公园遥

2尧宁波南站坐开往余姚的中巴到余姚南站下袁再直接换乘四
明山方向的中巴到四明山下即可遥 余姚南站开往四明山的发车时
间依次为 6院40袁7院00袁7院30袁8院30袁10院30袁11院00噎噎末班是 14院
30遥 四明山返回宁波的末班是 15院00袁返回余姚的是 14院30遥

3尧自驾从宁波先到溪口袁然后一直沿 33 省道浒溪线即可到
四明山遥 也可从余姚出发袁沿 33 省道溪口方向直至四明山遥 杭州
上海方向的在杭甬高速余姚道口下袁 沿 33 省道溪口方向直至四
明山遥

别名:
华夏沿海第一湖

介绍:
浙江省最大的淡水湖袁位于市区东南 15 公里遥 东西宽 6.5

公里袁南北长 8.5 公里袁面积 22 平方公里袁由谷子湖尧北湖尧南
湖组成袁是杭州西湖的四倍袁号称野华夏沿海第一湖冶遥 四周青
山环抱袁林木苍郁遥湖岸蜿蜒曲折袁溪流众多遥湖面一望无际袁烟
波浩渺遥 元尧明时期袁时有文人隐居湖山之间袁故四周山麓多有
名人遗迹遥 湖光山色尧人文景观交相辉映遥 目前袁东钱湖的主要
景点有陶公钓矶尧余相书楼尧百步耸翠尧霞屿锁岚尧双虹落彩尧二
灵夕照尧上林晓钟尧芦汀宿雁尧殷湾渔火尧白石仙枰等遥

参观线路院
芦汀渊下车冤尧岳王庙霞屿尧普陀洞天;二灵山;忠应庙;绿荷洲尧沙孟海书学院;周尧昆虫博物馆;芦汀

门票院
岳王庙 10 元袁小普陀 20 元 袁船票 20 元袁陶公岛 10 元遥

交通路线:
可搭乘 K906 前往袁票价 2 元遥 汽车东站有野莫枝线冶中巴车去东钱湖遥

四明山森林公园

东钱湖

浙 东大 峡 谷
位于浙江省宁海
县境内袁是一处以
自然山水风光为
依托袁以道家和台
岳文化精粹为内涵袁以青山绿水尧奇峰怪石尧溪流飞瀑尧原始森
林和现代游乐为特色的生态风景区遥 核心景区 30 余平方公里
原属新昌飞地袁是李太白梦游吟别的天姥山遥

天河风景区拥有 6 曲溪尧18 雄峰尧28 水涧尧72 瀑布袁以野峰
险尧谷幽尧水绝尧石奇尧根玄尧雾幻冶著称袁以其野原始尧神秘尧野性尧
雄奇冶征服所有慕名来访的中外游客遥

浙东大峡谷分为八大景区院大松溪峡谷袁双峰国家森林公
园尧飞龙湖尧梦里水乡渊水文化主题公园冤尧王家染山乡风情区尧
叶岙现代农业观光园尧山洋革命纪念区和望海岗景区遥 目前已
建成开放的有院大松溪峡谷尧双峰省级森林公园和飞龙湖三大
景区遥

浙东大峡谷

物流工程领域是学校首批硕士学位授予点袁享受学校特殊政策遥 物流管理专业是浙江省内第一个野国家级
特色专业冶尧省第一批野优势专业冶和市第一批现代物流服务型重点专业群龙头专业袁拥有省重点学科野服务管理
与工程冶袁市重点学科野企业管理冶尧野计算机应用技术冶与野通信工程冶曰省哲学社科重点研究基地野临港现代服务业
与创意文化研究中心冶尧省野港口经济冶创新研究团队等遥 学科和专业建设基础在全省居于前列渊物流管理专业排
名居于全国前 50 位冤遥

为加大我校物流工程硕士研究生招生宣传力度袁使相关院校和考生能又快又好地了解我校物流工程硕士研
究生的办学条件尧办学特色和优势袁从 3 月中旬开始袁我院物流工程硕士研究生招生宣传已经安排了 10 个外出
招生宣传组分别到浙江尧山东尧安徽尧湖北尧江西尧陕西尧江苏尧河南尧云南尧贵州等省份进行招生宣传袁走访了 80 多
所学校袁和学生尧辅导员尧学生处负责人尧书记尧招生就业中心负责人尧系主任等不同层面的人进行宣传交流遥

3 月 22 日下午 3 时袁 我院在 62-312 会议室召开了 2014 年物流工程硕士研究生招生宣传信息反馈会议袁各
外出宣传组对外出宣传的情况进行反馈遥

我院召开 2014年物流工程硕士研究生
招生宣传信息反馈会

钱国英副校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