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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年 7 月 2 日,宁波市跨境电子商务学院在浙江万里学院成立袁宁波市副市长王剑
侯为宁波市跨境电子商务学院授牌曰宁波市教育局局长沈剑光尧宁波市人民政府口岸与打
击走私办公室主任丁海滨袁 浙江省万里教育集团总裁应雄尧 宁波市商务委员会主任陈秀
忠尧中基宁波股份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应秀珍尧五所在甬高校相关负责人等参加成立大
会遥 宁波市教育局副局长胡赤弟主持大会遥

执行校长应敏在会上作了表态发言袁对市委市政府的信任袁对市口岸打私办尧市商务
委尧市教育局等部门的厚爱袁表示由衷的敬意袁对兄弟高校尧行业企业的支持袁表示真诚的
感谢遥 应敏指出袁学校将切实做好组织尧沟通尧协调等服务与管理工作袁主动接受宁波市跨
境电子商务职业教育行业指导委员会指导袁主动聚合在甬高校的学科专业资源尧跨境电商
的行业资源袁聚好力尧建好院尧服好务尧育好人袁进一步促进我市跨境电子商务转型发展尧服
务宁波市国家跨境电子商务综合试验区建设遥学校作为牵头单位袁在推进浙江省应用型示
范校建设的同时袁将举全校之力袁在学科专业尧教研团队尧实验实训等内涵建设方面给予宁
波市跨境电商学院全方位扶持袁充分发挥我校体制机制再创新的优势遥

王剑侯副市长作了重要讲话袁他对跨境电商学院的正式成立表示祝贺袁对筹建工作中
付出辛勤努力的宁波市口岸打私办尧市教育局尧市商务委尧万里学院等学校的各位老师与
领导表示感谢遥 王剑侯表示袁宁波是外贸大市袁对外经济贸易在宁波经济社会发展中占有
相当重的地位袁跨境电商作为互联网+外贸融合的新业态也是创新经济尧绿色经济和开放
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袁已经成为新常态下经济社会发展的新引擎袁产业转型的新业态和对
外开放的新窗口遥

王剑侯在讲话中指出袁宁波市跨境电子商务发展虽然很快袁但跨境电商领域存在的专业人才缺乏袁仍是制约宁波跨境电商发展的主要瓶颈遥 宁波 2015 人才紧缺指数显示袁
电子商务为 0.9袁系红色预警岗位遥宁波有 2 万多家外贸企业袁其中 40%的外贸企业正在转型从事跨境电商袁由此带来了跨境电商领域的人才缺口很大遥因此袁成立宁波跨境电商
学院有重要意义:首先袁成立跨境电商学院是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袁推动双创工作的题中之义遥 其次袁成立跨境电商学院是补齐宁波跨境电商人短板袁加快推动宁波跨境电商
综实区建设的重要举措遥 其三袁成立跨境电商学院强化理论研究和智力支撑袁推动高校更好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途径遥 他要求袁浙江万里学院作为牵头单位袁要充分发挥自
身的体制机制优势袁整合在甬相关院校教学教育资源袁与各级跨境电商产业园区建立紧密联系袁加大与相关龙头企业合作袁校政企紧密联合协同袁共同制定跨境电商人才培养规
格与标准袁共同完善跨境电商人才培养方案袁共建校内外实训实习基地袁创新跨境电商人才培养模式遥

最后袁王剑侯对跨境电商的建设给出建议院一是要以学术研究为导向袁敢于发出不同声音袁把握政府客观准确把握跨境电商发展动态遥 二是要立足宁波服务地方发展为根
基袁善于结合我市口岸开放等优势特点袁走既专又精的特色办学道路遥 三是海纳百川袁主动借助于海内外高校智库的智力资源为我所用袁促进提升学校产学研水平遥 四是充分发
挥各地区尧各部门尧各企业和园区积极性袁为学院创造良好的环境袁同时也要利用好这个平台为我市跨境电商发展做出更大贡献遥五是希望各位同学好好学习袁珍惜当前袁充分发
挥年纪轻袁对经济社会发展敏感袁吸收新鲜事物能力强的优势袁克服钻研跨境电商方面的知识袁主动投身于社会实践袁真正成为社会有用之才袁真正成为我市跨境电商行业的栋
梁之才遥

浙江万里学院共有涉及跨境电商领域的专业有 27 个袁其中有国家特殊需求人
才培养专业硕士领域 1 个尧国家级特色专业 2 个尧省新兴特色专业 3 个尧省重点专
业 5 个尧市重点特色专业 3 个袁人才培养规模达 12800 余人遥 其中袁电子商务专业是
宁波市本科院校中惟一的特色专业尧 也是浙江省新兴特色专业仅有的 3 个高校之
一袁其中省新兴特色专业的特色方向是跨境电商与电商创业遥2014 年 9 月电子商务
专业率先在省内开展留学生教育工作渊招收四年制本科生冤曰物联网工程专业是宁
波惟一培养物联网人才的专业遥 在跨境电子商务领域拥有 11 个省市级科研平台袁
服务地方经济和创新能力不断增强遥

宁波跨境电子商务学院依托浙江万里学院袁 面向跨境电商领域的电商运营与
管理尧电商 IT尧电商 UID尧电商创业等袁整合有关部门和企业资源袁建成集野跨境电
子商务特色人才培养尧跨境电子商务培训尧大学生跨境电子商务创业孵化尧跨境电
子商务发展研究冶为一体虚实结合的特色行业学院遥

宁波跨境电子商务学院实行理事会领导下的院长负责制袁 理事会由宁波市口
岸办尧浙江万里学院尧宁波部分跨境电商龙头企业等负责人组成遥 致力于跨境电子
商务特色人才培养尧跨境电子商务培训尧大学生跨境电子商务创业孵化尧跨境电子
商务发展研究遥开展野2.5+1.5冶校内跨专业二次招生的跨专业特色班尧校政企协同的
专项培训尧智库建设等重点工作遥

秋天已悄悄到来袁许多人也准备趁着秋天来养生袁可秋养应该怎么养您知道么钥
揖秋季润燥养肺首选百合铱秋季养生重点在防燥润肺袁而百合为滋阴润燥上品遥 百合的主要功能为清心

安神尧养阴润肺袁用于虚烦惊悸尧失眠多梦尧精神恍惚等症袁尤适于神经衰竭尧癔症尧支气管炎尧支气管扩张
咯血尧肺结核等遥 百合既可去皮鲜用袁也可干用曰既可炒食袁也可蒸尧炖或煮食遥

揖秋季养生朝喝盐水晚喝蜜铱入秋后会经常觉得口渴袁光喝白开水袁不能抵御秋燥遥 人体水分袁很快会
被蒸发或排泄出体外袁所以袁应该野朝盐水袁晚蜜汤冶遥 就是白天喝点盐水袁晚上喝点蜜水袁这既是补充人体
水分的好方法袁又是秋季养生尧抗拒衰老的饮食良方袁同时还可以防止因秋燥而引起的便秘袁一举三得遥

揖秋养之贵铱秋季养生贵在养阴防燥袁这一原则应贯彻到起居尧精神尧饮食尧运动等各方面袁早睡早起袁
保持乐观情绪袁多吃山楂尧猕猴桃等酸性食物袁少吃葱尧姜等辛辣物袁常吃润肺的银耳尧百合袁适当喝些鸡
汤尧骨汤袁择以适当运动袁这些润养行为一定可以助您安然度过干燥的秋季遥

揖入秋后可用薯类代替部分精白米面铱秋季正是薯类出产旺季袁经常吃一些山药尧芋头尧土豆尧红薯等
替代精白米面袁是非常好的选择遥 一方面袁薯类食物中富含 B 族维生素和钾尧镁等矿物质袁膳食纤维也较丰
富袁有助于人们获取更多营养遥 另一方面袁它们作为主食食用有利于预防高血压等慢性病遥

揖秋季干燥袁鼻子易出血铱尤其北方的秋冬季节比较干燥袁人体鼻黏膜分泌的液体挥发较快袁鼻内容易
结痂袁引起干涩尧发痒等不适感袁因天气干燥致鼻咽出血的患者会迅速增加遥 由于人的鼻黏膜中的毛细血
管丰富尧细小而又脆弱袁倘若抠去结痂或挖伤黏膜袁毛细血管就会破裂出血遥

揖秋季辛辣食物少吃铱秋天应当少吃一些刺激性强尧辛辣尧燥热的食品袁如尖辣椒尧胡椒等等袁应当多吃
一些蔬菜尧瓜果袁如冬瓜尧萝卜尧西葫芦尧茄子尧绿叶菜尧苹果尧香蕉等遥 另外袁还要避免各种湿热之气积蓄袁因
为凡是带有辛香气味的食物袁都有散发的功用袁因此提倡吃一些辛香气味的食物如芹菜遥

揖秋天到院饮食养肺很重要铱如果秋日没有适当保暖尧避风寒袁或者经常吃喝冰冷食物饮料袁则容易损
伤肺部机能而出现疾病遥 因此饮食养肺应多滋润的食物为主等袁但要结合个人体质尧肠胃功能酌量选用遥
白木耳有补肺润燥之功能袁胡桃有补肾安神之效袁是比较适合秋季食用的食物遥

揖秋季可以练练瑜伽铱秋冬季里袁干冷的空气会让呼吸系统备受考验遥 此时袁我们要更加关注肺部的保
养袁通过打开胸部区域的瑜伽练习袁加强肺部的机能曰随着气候的转凉袁下肢关节可能会感觉有些僵硬袁选
择能够将身体野打开冶的瑜伽动作袁消除身体僵硬感的同时袁给身体创造更多的稳定感遥

揖秋天别忘护好肩和背铱凉爽的秋季若不注意保护袁背部迎风受寒袁可能会导致背疼尧部分肌肉痉挛尧
僵硬等遥长期反复如此袁还可能造成韧带炎或肌膜炎等病症遥所以袁秋天早晚出门最好穿件外套袁体质弱或
年纪大的女士可披件披风袁以起到挡风和保暖的作用遥

揖秋季注意防鼻炎铱肺开窍于鼻袁鼻是气体出入之信道袁与肺直接相连遥 肺气正常袁则鼻窍通利袁嗅觉灵
敏遥若肺有病则可出现鼻塞尧流涕尧嗅觉异常遥特别是有过敏体质的人群袁在秋季由于很难适应这一气候的
变化遥 如果出现有频频打喷嚏直打得头疼尧胸疼尧肚子疼等情况袁应特别注意保暖避免受凉遥

秋季养生防感冒小常识
秋季袁天气转凉袁是易患感冒的时节遥 平时袁我们的鼻腔尧口腔黏膜周围袁都附着各种各样的细

菌袁如葡萄球菌尧链球菌等袁但因身体有一定的抵抗力袁这些细菌便无机可乘袁不能危害身体遥 但着
凉时袁身体的抵抗力大大下降袁它们便乘机而入袁侵犯我们的身体而致病遥

感冒一般分为两种袁一种是普通感冒袁也叫伤风曰另一种是流行性感冒袁其发病原因袁除了因
身体受到寒凉的侵袭外袁还由于一种或几种病毒所引起遥 病毒主要侵犯呼吸道黏膜袁使它发炎袁从
而出现种种症状遥很多人对感冒不大重视袁其实袁感冒对人的健康影响很大遥一次感冒会大大削弱
人体的抵抗力袁极容易诱发其他疾病遥 因此袁在日常生活中应当注意下面几个方面院一尧冷水洗脸
热水泡足法遥 每日晨尧晚养成用冷水浴面尧热水泡足的习惯袁这有助于提高身体抗病能力袁野御感冒
于肌肤之外冶便是这个道理遥 二尧体育健身法遥 秋冬时节应在室外适度散步尧打球尧做操尧练拳尧习
剑袁这样可提高身体御寒能力袁防止感冒的发生遥??三尧饮用姜茶法遥以生姜尧红糖适量煮水代茶饮袁
能有效地防治感冒遥 ??四尧饮食疗法遥 秋季饮食有原则袁中医认为袁五味各有不同的作用袁与五脏有
着密切的关系袁有五味归五脏之说遥 四季气候变化袁对人体生理尧病理变化均产生一定的影响袁因
此袁因症尧因人尧因地尧因时施膳是保证科学进膳的根本遥

建议院秋季气候干燥袁因此秋末冬初可适当服用白木耳袁芝麻尧蜂蜜尧冰糖尧梨等食品袁以滋阴
润燥遥 老年人脾胃虚弱者袁宜食温热熟软的食物遥

养成每天用冷水洗脸尧晚上热水泡脚的习惯袁这有助于提高身体抗病能力袁对预防感冒很有帮助遥 还要养成勤洗手的习惯袁这是因为有些病毒可以在患者手摸过的地
方存活 3 小时袁因此袁经常洗手的人能远离感冒遥 另外袁不要养成揉鼻子尧抠鼻孔的坏习惯遥

感冒不是大病袁但一旦染上袁就会影响工作和生活袁还可能导致其他疾病的发生袁秋季袁气温逐渐降低袁人体在受凉尧抵抗力下降的情况下袁更容易野中招冶遥 由
于引起感冒的病毒种类很多袁病毒相互之间没有交叉免疫力袁容易使人反复患病遥 以下几招袁可有效预防感冒遥

1.与患者保持 1 米以上距离患者咳嗽尧打喷嚏时袁带病毒的唾液可飞溅到约 1 米远袁当你发现有人要打喷嚏或咳嗽时袁应马上退到 1 米之外遥如果是在电梯或
公共汽车上遇到这种情况袁可马上转过身去袁因为人的眼睛和鼻子是最容易被传染的遥

2.勤洗手有些病毒可以在患者手摸过的地方存活 3 小时袁因此袁经常洗手的人能远离感冒遥 另外袁不要养成
揉鼻子尧抠鼻孔的坏习惯袁这样很容易把手上的病毒带到最易被传染的部位遥

3.不要在封闭的空间久留空气不流通的地方容易滋生感冒病毒遥 办公室是易传染感冒的地方袁如果避不开
这些地方袁可以用淡盐水使鼻子经常保持湿润遥

4.多喝水袁大量的水可以将病毒从身体中带走袁防止脱水症(脱水症是感冒的并发症之一)遥
5.有氧运动袁每天进行 30耀45 分钟的有氧锻炼袁如散步尧骑车尧跳舞等袁可极大增强人体抵御感冒的能力袁避

免患上呼吸道传染病遥
5.厨具常消毒厨房里的海绵和抹布里藏有大量病菌遥 如果家中有病人袁要常用消毒液擦洗他们触摸的东西

(如水龙头尧门把手尧冰箱拉手等)遥
6.服用维 C 和维 E 适量口服维生素 C袁能减轻感冒症状遥 维生素 E 在人的免疫系统中占有重要地位袁它广

泛存在于动物脂肪和植物油当中遥
7.睡眠充足美国研究者曾进行过一项试验袁让志愿者只睡后半夜袁第二天袁他们的免疫力下降了 30%遥 接

着袁又让他们睡足 8 小时袁结果发现袁他们的免疫力完全恢复了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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曰 王雯倩

金风送爽袁丹桂飘香袁在这收获的季

节里袁 我院迎来了 2016 级研究生新生袁9
月 12 日是 2016 级研究生报到的日子袁物
流与电子商务学院院长楼百均及相关学

院研究生工作负责人到迎新报道点看望

前来报到的新生及家长袁检查迎新工作开

展情况遥
在学校图书馆报到处袁领导们仔细询

问了迎新工作的开展情况袁并对新生报到

的每个环节都进行了检查袁嘱咐工作人员

一定要耐心细致地为新生提供优质的服

务遥 晚上 6:00袁楼院长一行又走访了研究

生新生宿舍看望新生袁 每到一间寝室袁就
与新生们亲切交谈袁 询问他们来自哪里钥
寝室感觉如何钥 食堂的菜是否可口钥 并勉

励同学们要和睦相处尧互相学习袁珍惜在

研究生学习期间室友之间的珍贵友谊曰尽
早适应研究生期间的生活袁把握好学习时

光袁认真规划未来袁争做一名优秀的万里

学子遥 走访中袁新生们对领导的关心表示

感谢袁他们纷纷表示袁将牢记领导和老师

们的谆谆教诲袁尽快适应生活袁认真学习袁
早日成才袁不辜负学校和父母的期望遥

据悉袁 为切实保障 2016 级研究生顺

利入校袁 学院领导高度重视迎新工作袁专
门成立迎新工作领导小组袁并召开迎新工

作会议袁研究部署迎新工作事宜袁制定了

迎新工作方案袁 全力为 2016 级研究生提

供优质服务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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