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院开展野旧书换新树冶传递绿色健康正能量活动
3 月 27 日下午袁我院举办的野旧书换新树活动冶顺利

结束遥活动期间同学们积极响应学院号召袁将寝室的旧书
旧报等废弃书籍整理出来拿到活动地点进行交换袁 场面
堪称火爆遥

从身边做起袁从寝室做起袁多种植绿色植物袁以一个
寝室一个单位袁 越多的废旧书籍和废电池能给换得更多

的小盆栽活动为交换标准遥交换者还需在野绿色协议冶
进行签字袁表达自己保护环境的决心遥 我院同学们主
动融入到低碳生活中袁 旧书籍经学院收集后统一处
理袁换取到的绿植又能改善寝室的生活环境袁为同学
的生活增添一抹绿色又能激发同学们栽种绿植袁绿化
生活袁保护环境的积极性遥 活动后期将交换回收的旧
书和废电池进行分类袁将保存完好的书籍转赠给大学

图书馆或者其他经济困难的地区学校袁将无法
进行知识传递的旧书和废旧电池交给专门回
收的机构处理遥

活动旨在宣传环保知识袁让大学生养成废
物利用袁保护环境的习惯遥 野旧书换新树冶的活
动还在持续袁希望将这股风潮持续下去袁让绿
色走进社区生活袁传递健康正能量袁刻不容缓遥
从小事做起袁从身边做起袁用青春双手袁将野绿
色冶传遍万里袁生生不息浴

野创意环保袁魅力校园冶墙标设计大赛获奖名单

2014 年 3 月 29 日袁
以野创意环保袁魅力校园冶
为主题的墙报设计大赛
评审结果以公布遥

活动中袁 获得一等奖
的是电商 124 班的郑丁琪
同学袁获得二等奖的是电
商 124 的黄忠和物流 125 的陈宏砚同
学袁获得三等奖的是物流 126 的潘李超尧
电商 124 的金孙燕和物流 124 的吴智杰
同学袁 获得优秀奖的是电商 122 的陈丽
丹和物流 117 的李孝奖同学遥

此次活动的目的是为改善万里 野墙
面冶卫生尧为绿色环保出一份绵薄之力袁

并且希望可以通过墙标给同学们无时无刻的
督促和提醒袁养成节约用水尧用电的习惯遥同时
还能提高同学们关心校容校貌尧美化校园环境
的意识袁树立文明张贴意识袁还校园应有的纯
净之风袁在新的学期里袁回归良好的校园氛围袁
全身心投入到学习中来遥

野环保大作战尧春雨在行动冶我院开展水系垃圾清理活动

野创意环保袁魅力校园冶旧物改造设计大赛

资源的有限性与人口不断增长的
矛盾已发展成为世界难题袁 提高资源
利用率已是社会各方面所共同奋斗的
方向遥 据此袁我院于 3 月 21 日开展了
以野创意环保袁魅力校园冶为主题的旧
物改造设计大赛遥

该活动由现代物流学院团总支学
生会主办袁 面向现代物流学院全体师
生遥 参赛者以个人为单位参照设计要求对
旧物进行改造后上交作品袁 由评委统一评
选袁获奖者将得到精美礼品遥 活动期间袁我
院学生积极参与袁 将废旧的泡沫纸板创新
成耳目一新的飞机模型曰 将空余的玻璃瓶
结合于美丽的花朵袁变成实用的花瓶曰将剩
下的旧纸盒巧妙的转变为七彩的笔筒...每
一个旧物改造袁简单袁却不失创意曰普通袁却格外
靓丽遥

活动的举办袁 不仅提醒在校大学生节约尧环
保袁宣传绿色环保知识袁引导学生绿色生活袁同时
了解合理利用资源的重要性袁 树立可持续发展
观遥又进一步提升了大学生的创新能力尧实践能力袁做到合理利用资源遥有效
借此竞争平台袁结合实际袁从自身做起袁节约资源遥

3 月 22 日袁 我院如期了开展水系垃圾清
理活动遥 由我院的志愿者们组成的一支小分
队袁 对宁波市鄞州区的大小水系进行水系垃
圾的清理遥

秉着野环保大作战尧春雨在行动冶的主题对
此次活动进行开展遥 事先与宁波市陈婆渡社
区相关负责人取得联系尧获得支持袁扩大了参
与力度以及道具支持遥 活动期间袁志愿者们跟

随社区负责人到规定的水系中打捞垃圾袁活动的过程
中袁清理了河道垃圾的同时袁志愿者们更是能体会到
团队力量的魅力袁一双双充满正能量的手创造了大自
然最美丽的风景遥 同时袁活动期间袁我院还组织了野环
保冶主题宣仪式袁并展览诸多相关的主题海报袁向当地
居民普及水系垃圾清理的重要性袁进行垃圾分类的实
际意义袁众多社区居民对此次活动大力支持袁并在宣

传横幅上纷纷签上了自己的名字遥
此次活动的开展袁 也可以与同样的成为现代物流学

院青协的传承活动袁每月组织大学生参与节护水的行动
中去袁 坚持和贯彻了我院青年志愿者协会的服务宗旨遥
用我们小小的力量勾勒自然中靓丽的风景线遥 营造了温
馨和谐尧安定有序的校园工作尧生活环境的同时袁更是聚

合了社会各界的正能量袁从小事做起袁从身边做起袁宣传环保知识袁弘扬生态文明袁保护生
态平衡袁珍爱碧水蓝天遥 我们深信袁在全体莘莘学子的共同努力下袁野绿色冶将传遍万里袁传
向社会袁生生不息浴

gni动活列系冶里万色绿野

野我能做什么冶 绿色校园环保金点子征集大赛

我院成功开展野我的空间你做主冶空间交换活动

为积极响应校团委提出的关于
开展 2013 年度野绿色万里冶主题活动
的号召袁进一步提升野绿色万里冶的活
动理念袁 提高万里人绿色环保意识袁
我院于 3 月开展围绕春暖万里这个
主题的特色绿色系列活动要要要野我的
空间你做主冶空间交换活动遥

活动以寝室为单位袁原则上以一
个内务较差渊被整改)寝室和一个内
务较优秀渊整改)寝室为一队遥 互换寝

室进行内务整理及打扫袁 并且被整
改寝室按照此要求进行保持遥

此次活动为期 2 周袁 于此期间袁
对寝室进行统一改造袁 寝管阿姨和
社区管理会进行不定期检查并打
分袁 被评为优秀或者寝室内务有明
显改善的寝室及其结对寝室为获奖
寝室遥 奖项分别设为一个优秀寝室
奖尧一个进步寝室奖袁并予以奖励遥

宿舍袁可以说是我们大学生活的
基本单位遥一个和谐的寝室总蕴含着
无穷的潜力遥 空间交换的活动袁旨在
加强同学们的交流袁增进友谊袁激发
大家的动手能力和创造性思维袁增强
室友和同学间的合作意识和团队精
神袁 让同学们发现身边美好之处袁为
春季的校园演奏一曲绿意温情遥

为进一步促进创新绿色校园环保活
动在各大高校的开展袁激发广大青年学生
适应时代要求袁勇于创新袁勤奋学习袁奋发
成才袁2014 年 3 月 14 日, 我院积极开展以
野过低碳生活袁建绿色校园冶为宗旨的绿色
校园环保金点子征集大赛遥

此次活动由浙江万里学院现代物流
学院团总支学生会主办袁面向现代物流学
院全体师生遥 秉承野过低碳生活袁建绿色校
园冶的活动宗旨袁要求参赛人员以个人为
单位袁编写金点子并附上照片袁由组织相

关人员进行公正的评定后公布获奖名单袁并
颁发奖品遥 活动共评出一尧二尧三等奖和优胜
奖若干名遥

活动的开展袁 使更多的人了解到了 野低
碳冶得从自身做起袁做一个懂得低碳经济尧会
过低碳生活的人遥 同时使大学校园创新意识尧
实践能力的教育与培训工作得到了进一步发
展袁 成为广大学生参与素质教育的新载体和
科技活动的新形式袁 也成为高校之间竞显办
学水平尧 教育质量和学生综合素质的一个重
要窗口遥

住守慧智的们我用运将们我袁台舞小个一是学大袁台舞大个一是会社
教题主冶台擂慧智野院学流物代现袁时81日9月4年4102遥天片一的们我

首行举袁幕开庭法拟模楼号35校我于赛大展采风级班届三第动活列系育

遥赛级晋轮
牌品类智益队团型大的出推心精院学流物代现由是赛大展采风级班
轮首遥赛出伍队出派班每袁主为班政行个61院我以赛大展采风级班遥动活
是谁野尧冶台擂大慧智野尧冶拼比大字汉野尧冶现重典经野为节环的要主袁赛级晋
队的己自出派都级班个每遥等冶战答抢速火野尧冶猜来我袁划比来你野尧冶底卧
剧的给所对学同的演表由级班个每袁节环冶现重典经野在袁动活上以加参伍

不格风的默幽谐诙个各袁挥发由自以予情
环戏游的面下在遥声掌的众观下场得博断
智的己自用运袁应响极积组小个每袁中节
将是更冶拼比大字汉野遥誉荣得赢级班为慧
学同赛参对是单单不这袁潮高了向推动活
的深精大博化文华中是更袁验考的识学考

遥现体
赛大展采风级班了开拉赛级晋轮首
的我自示展正真来带子学院我给袁幕帷的

为力能的己自袁慧智的己自用运袁台舞
展断不袁间期赛比遥瓦加砖添彩光级班
团尧情热的有应生学大代当为作出现
走战迎极积生学校我为是更袁慧智尧结

遥石基定奠展发的会社向走袁门校出

报时时冶台擂慧智野

日22月4袁冶流物慧智窑台擂慧智野
举期如庭法拟模楼号35于院我袁时81
三第之动活列系题主冶台擂慧智野行

遥赛级晋轮二第展采风级班届
的级晋中赛轮首以赛级晋轮二第
参伍队出派次依各袁主为班政行个21

尧冶台擂大慧智野尧冶现重典经野为别分袁节环个4为共样同赛级晋轮二第遥赛
角视的同不以冶现重典经野的演上班各先首遥冶战答抢速火野尧冶拼比大字汉野
风番一有别是更冶拼比大字汉野尧冶台擂大慧智野袁彩精的样一不释诠众观为
袁台舞的慧智袁慧智的春青遥潮高向推氛气的上场将终最冶战答抢速火野袁味

遥慧智的春青次次一着绎演们我为上台舞的慧智在子学院我
浴待以目拭家大请袁道报行进此对将也们我袁行进日8月5在赛决半

冶现重典经野赛级晋轮首

冶分亮委评野赛级晋轮二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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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物流成本管理曳研究性教学课程观摩报道

现代物流学院研究性教学观摩课
程要要要叶物流成本管理曳 于 4 月 8 日下午
在 3226 教室开课袁 主讲人是现代物流学
院吴向南老师遥 现代物流学院领导尧教师
同行尧兄弟二级学院部分教师及物流管理
专业 2011 级 50 多人参加了本次教学观

摩活动遥
本次课程是一堂以学生为主的讨论

课遥 讨论的主题是探讨企业如何站在消费
者的立场上做到产品与服务的辩证统一袁
每个小组以案例剖析的方式袁组织大家讨
论服务型企业如何像做产品一样去做服
务袁将服务的流程标准化尧合理化尧以及系
统软件化渊固化冤袁或者产品制造型的企业
如何像做服务一样去做好自己的产品袁在
产品的全生命周期里时时处处面向最终
消费者的需要与需求来设计尧生产尧配套
服务好产品市场遥 讨论之前袁吴向南老师
做了思路与理论的铺垫遥 吴老师首先从中
性成本观入手袁提出不能机械地认为成本
与投入越低越好袁而要看性价比袁看消费
者的市场认可度与美誉度曰而从消费者的

角度看袁从来就没有什么纯粹的产品或者
纯粹的服务袁而是兼而有之袁产品中有服
务袁服务中有产品袁为此吴老师启发大家
提出了野价值单元冶概念袁把产品和服务的
概念统一起来遥

讨论阶段袁首先由梁建建所在小组组
织大家讨论与发言袁 该小组以肯德基为
例袁认为肯德基卖的不仅仅是汉堡鸡翅等
快餐食品袁 同时还卖优质的服务态度尧舒
适的就餐环境尧严格的规范化尧标准化流
程袁卖的是肯德基的 SOP遥对此袁其他同学
纷纷发言表示认同遥 接着另外一个小组举
例宝供物流袁宝供物流作为一家典型的第
三方物流企业袁通过为宝洁公司提供第三
方物流配套服务起家袁不断提升自身的物
流服务水平袁 建立科学合理的物流服务

SOP, 并使其用信息技术和软件固化下来
作为供应链解决方案的系统软件来销售袁
进而使自己成为一家专业的第三方同时
兼具第四方物流业务的典型物流企业遥 从
宝供物流身上得到启发袁通过服务的标准
化或者用信息系统将服务标准与流程固
化下来袁能推进服务的质量提升袁使服务
管理更规范合理袁有利于服务的规模化推
广渊这一点类似于产品的大规模生产冤遥 同
学们对此也进行了热切讨论袁通过讨论加
深了对该问题的认识袁有不同观点在交锋
与碰撞袁有新的思想火花在流溢袁融洽了
课堂气氛袁增强了教学效果遥

参加观摩的教师同行普遍反映课堂
教学良好袁研讨式教学活动值得加以不断
引导与推广遥

5 月 9 日周五上午袁在现代物流学院赵娜
老师尧 谭卫平老师尧 吴桥老师带领下袁 物流
111-118 班尧创新班尧物流专升本 130 国际物
流模块的本科生和 13 级研究生共计 180 人袁
来到位于江东区的国际航运服务中心参观实

践遥
通关检验流程讲解遥 首先师生来到航运中

心四楼 1 号会议室袁 市口岸打私办尧 海关尧国
检尧海事相关人员人各 1 人袁报关报检企业代
表各 1 人来为学生讲解各种海关主要职能和
中心窗口服务功能袁国检主要职能和中心窗口
服务功能袁海事主要职能和中心窗口服务功能
介绍袁其中还有一位我们学校毕业 9 年的学生
来为同学们讲解一些关于职业生涯的的比较
实际的事情袁例如你需要哪些证袁英语在以后
职业生涯中的重要性和一些关于物流专业职
业的薪酬问题等等袁大家都度过了很有意义的
一个小时时间袁 在大家的掌声中讲解会结束袁
进入到下一个流程--海关尧国检尧海事指定位
置交替体验遥 海关尧国检尧海事通关交替体验遥
在讲解员的带领下袁学生们分组来到进出口货
物海关通关窗口尧国检中心服务窗口尧海事窗
口袁实践体验各个窗口的单证和流程遥 学生们
都很积极热情的提出问题袁航运中心的工作人
员也都很详细的为学生解答袁还积极的鼓励同
学们袁希望大家以后在自己的职业生涯中获得
好的岗位遥

野今天万里学子袁明日口岸达人冶遥 整个参
观活动不仅让学生实践体验了国际航运通关
的流程与要求袁也增强了对未来职业发展的期
待遥学生们纷纷表示袁收获很大袁期待更多课程
课外实践活动的开展遥

宁波国际航运服务中心参观实践活动

由现代物流学院承办的 2014 年度研究性
教学观摩课程--叶企业资源计划 ERP曳于 5 月
4 日上午在钱湖校区 53302 教室准时拉开序
幕袁主讲人是现代物流学院王琦峰老师遥 现代
物流学院领导尧教师及其他二级学院教师及电
子商务 2011 级 70 多人参加了本次观摩活动遥

本次课程讲授主题是大数据环境下企业
资源计划 ERP 的发展与应用袁 王老师以沃尔
玛的野啤酒和尿布冶及塔吉特的野怀孕预测指数
模型冶 两个数据分析经典的案例作为切入袁提
出问题袁 点燃和激发了同学们探究学习的热
情遥 结合案例袁王老师引导同学们从零售行业
的特点分析入手袁 对零售行业的 ERP 应用需
求进行了剖析袁 同学们结合 ERP 的基本原理
和零售行业的特点袁通过互动与讨论系统地总
结出了零售行业 ERP 应用的主要功能和特
点曰接着通过对两个案例的异同分析袁在指出
数据分析已经成为 ERP 系统的重要扩展功能
基础上袁引导同学对两个案例在数据采集和分

析上的差异的思考和讨论袁 对 ERP 如何支持
企业的数据分析与决策支持尧 传统 ERP 应用
下的数据分析与大数据环境下数据分析的差
异进行了互动和探讨遥在此基础上引出了企业
运营的大数据背景袁对大数据的概念尧特点以
及大数据对传统 ERP 带来的挑战进行了深入
的讲解遥 随后袁以 SAP 公司为例袁对 SAP 应对
大数据环境的智慧企业信息化解决方案进行
了介绍袁 并以农湖山泉 SAP ERP 系统应用升
级为例对该公司基于大数据的 ERP 应用案例
进行了研讨遥 在整个授课过程袁王老师采用案
例引入寅启发学生思考寅课堂研讨寅知识总
结寅知识应用的授课逻辑袁将枯燥的概念和深
奥的理论通过鲜活的案例反映出来袁引发同学
们的好奇心袁促使积极融入课堂教学以增强学
习兴趣和提高学习效率遥

在企业资源计划 ERP 课程设计和教学过
程中袁ERP 课程组始终贯彻与行业需求紧密
结合和密切关注新技术对 ERP 技术和应用的
影响袁通过邀请企业专家进课堂和到企业应用
现场参观使同学们与 ERP 的应用实际有面对
面接触的机会曰在课堂教学中贯彻案例驱动的
研讨式教学袁通过实际的行业应用案例引导学
生去思考和挖掘行业对 ERP 的需求以及 ERP
对企业管理带来的变革遥 同时袁在理论授课和
研讨课题设计中对 ERP 的新技术和新的应用
模式进行探讨和思考袁 使同学们在掌握 ERP
基本理论和软件操作的基础上能够从战略的
高度去审视新兴信息技术和管理理念对企业
ERP 应用可能到来的革命性变化袁 在基本技
能训练的基础上培养同学们的创新意识遥

叶企业资源计划 ERP曳研究性教学课程观摩报道

2014 年 4 月 17 日袁嘉兴学院
平湖校区经管系主任戴晋一行来
我院调研交流物流管理人才培养
经验遥 现代物流学院副院长程言
清及相关老师接待了戴主任一
行遥

物流系主任李秋正介绍了我
院物流管理专业本科教学计划及

研究生教学情况袁并从国际化野2+
2冶特色班袁国内国际考证培训等
方面介绍了物流管理专业人才培
养特色遥

程副院长具体介绍了物流管
理专业模块设置袁实验室建设袁师
资队伍建设尧 学生就业创业等方
面的特点遥 并带领戴主任一行参
观了学院商贸物流实验室和港口
物流实验室遥

在调研交流会中袁 戴主任一
行表示我院在物流管理人才培养
方面所做的特色对其后续办学将
受益匪浅袁 就物流管理专业人才
培养尧师资队伍建设尧实践平台建
设尧 学生就业等方面进行了深入
交流遥

嘉兴学院经管系主任戴晋一行 3人
到我院考察交流

叶网上创业实战曳研究性教学观摩课程

由 现 代 物 流 学 院 承 办 的
2014 年 度 研 究 性 教 学 观 摩 课
程--叶网上创业实战曳 于 5 月 13
日上午在钱湖校区 62230 实验室
准时拉开序幕袁 主讲人是现代物
流学院吕红波老师遥 现代物流学
院领导尧 教师及其他二级学院教
师及电子商务 2011 级 70 多人参
加了本次观摩活动遥

本次课程讲授主题是淘宝店
铺推广--让你的网店人尽皆知袁
吕老师首先以其个人实战过程中
所推广和运营的产品介绍作为切
入袁 引导同学们分析不同产品在
运营过程中不同的方法与手段遥
接着在课程 Moodle 平台中做了
简单的调查袁 了解同学们对未来
职业的取向袁 调查结果表明对店
铺 运 营 同 学 们 关 心 度 达 到 近
50%袁吕老师同时指出袁虽然同学
们期望很高袁 但是真正到企业后
能实际有运营机会的同学却是很
少袁 因为这需要有一定的店铺运
营运作基础袁 同时分享哲理故
事--自然的规律袁希望同学们都
野奔跑起来冶袁 不要在学习过程中
停滞不前袁 尤其是实战产品缺失
的情况下袁如何进行破解遥进而从
电商同学们的随堂作业延伸开
来袁 指出店铺运营过程的一些基
本问题袁 引导同学们思考网店推
广的本质袁 树立基本的概念和明
确的实施目标袁 对买家购买的基
本步骤袁 买家可能的信息接触点
进行了剖析袁 并要求同学们掌握

如何利用这些信息点进行有效推
广及促销遥 通过问题互动得出推
广入门的最基础的三个环节院图
片尧标题尧描述遥 对利用标题推广之
巧用关键字尧 使用关键词的误区尧热
门关键字如何选取等问题袁通过万堂
书院和淘宝的大数据开放平台 shu.
taobao.com 如何进行有效选用展开
分析遥 对利用图片推广之视觉感
受尧多方位展示尧以及如何让你在
经营过程中的图片更有竞争力等
几个方面展开分析袁 并以淘宝店
铺实际运营的店铺的图片的选用
为案例深入分析袁 引导同学们在
视觉差异上引流的思考与讨论遥
在整个授课过程袁 吕老师采用店
铺实际案例引入寅同学们作业对
照寅课堂问题互动寅实战案例提炼袁
将实际运营的内容反映出来袁引导同
学们分析自己运营过程的差异性袁促
使后续实际动手环节同学们改进和
优化自己产品遥

在网上创业实战课程设计和
教学过程中袁 网上创业实战课程
组始终贯彻与社会应用和需求紧
密结合的原则袁 以实际应用为导
向袁 通过邀请企业专家进课堂和
带领同学们去本地知名电商企业
实训以及提供岗位实践的机会曰
在课堂教学中贯彻做中学和学中
做的实战教学模式袁 引导同学们
将实战环节在课程中一步步体验
与感悟袁 培养同学们对电子商务
职业所需的基本技能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