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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检查 2015 级物流工程领域国内研究生的毕业论文写作质量

并考查 2015 级物流工程领域国外研究生对本专业知识掌握的深度

和广度袁物流与电子商务学院于 2017 年 5 月 14 日在 62-312 会议室

举行了 2015 级物流工程领域国内研究生学位论文第二次预答辩会

和 2015 级物流工程领域国外研究生毕业论文开题答辩遥
出席本次预答辩会的专家分别是周昌林尧 俞海宏和胡敏雁三位

外校评审专家遥
预答辩会上袁15 级 27 位国内研究生依次通过 ppt 向专家们展示

并介绍论文的选题尧研究方法尧研究目的尧研究意义等论文研究的思

路和主要内容袁 专家们一一针对研究生们当前的论文情况给出修改

意见以帮助其更好地完善论文的撰写遥 此次预答辩会的开展让研究

生们思路清晰明确袁为下一阶段学位论文的修改及撰写做好准备遥
开题答辩中袁15 级 6 位国外研究生依次通过 ppt 向专家们展示

并介绍论文开题情况袁专家们就论文的选题范围尧可行性及基本框架

等方面提出建议袁为下一步论文的正式撰写打下良好的基础遥

2017 年 5 月 9 日上午袁随着课程的深入袁叶国际航运管理曳课程的全体同学在赵

娜老师带领下再次外出实践袁前往宁波市国际航运服务中心参观学习袁了解国际航

运相关职能部门职能与野大通关冶流程遥在讲解员的带领下袁从一楼的综合服务大厅袁
到二楼的报检报验尧危险品申报大厅袁再到三楼的报关大厅袁每一层都分别由海关尧
国检和海事人员给同学们深入浅出地讲解海关尧国检尧海事的工作性质尧工作流程以

及报关报检企业从业人员必备的素质和能力等等遥 工作人员专业性讲解尧标准化服

务给同学们留下了深刻印象袁电子化尧无纸化尧可视化的港航服务发展趋势引起了同

学们的极大兴趣遥 互动提问过程气氛活跃袁同学们收获颇丰遥
良好的工作环境袁优秀的同事伙伴袁专业的职业技能处处吸引着同学们的目光曰

野同学们要学得精袁做得实冶的谆谆教导落到了每个同学的心坎里遥 整个参观活动不

仅让同学们实践体验了国际航运通关的流程与要求袁加深了同学们对所学专业知识

的融会贯通袁更是增强了他们对于未来职业的期待和规划遥

为帮助新卖家更快更有效地发展和掌握 eBay 业务袁 也让教

师和学生准确了解并适应即将来临的跨境电商大潮袁宁波市跨境

电子商务学院于 2017 年 4 月 27 日在 53202 教室举办了 2017 年

eBay 新卖家宁波线下交流会遥 参加交流会的有宁波 eBay 卖家 80
余人以及我校跨境电商创业团队的 20 余名师生遥

此次交流会有幸邀请了现负责浙江地区企业卖家管理的 e鄄
Bay 资深客户经理 StellaRuan渊阮烨枫冤和拥有 3 年 eBay 实操经验

的宁波瑞元利亨贸易有限公司资深运营凌琦佩以及万邑通销售

经理程世海到场遥 研讨会上袁StellaRuan 和凌琦佩尧程世海分别介

绍了 eBay 基础刊登尧 客户服务的注意事项和海外仓跨境发展新

趋势遥 此外袁除了满满的干货袁还有客户经理和卖家互动交流环

节遥
为有效落实宁波市政府与 ebay 签订的战略框架协议袁更好服

务宁波市跨境电子商务人才培养袁宁波市跨境电子商务学院特别

举办了这场别开生面的交流会袁交流会不仅让来自宁波企业的 e鄄
Bay 新卖家们得到了更多的操作技巧袁 也让我校师生对 2017 年

eBay 的新形势有了更深层次的了解遥

2017 年 5 月 12 日袁我院在 62-312 会议室顺利举行了第四届野顺丰班冶开
班仪式袁顺丰速运宁波分公司校招负责人朱丽丽袁物流与电子商务学院物流系

副主任李肖钢袁及本届顺丰班学生参加了会议遥
李肖钢老师首先对于创立野顺丰班冶的初衷简单进行讲解袁并对顺丰班的柔

性实训机制袁及与专业实习实训课程的融合进行了介绍遥 希望顺丰班同学能够

充分利用顺丰班项目的学习袁提高自身的实践能力和理论应用能力袁并把握毕

业的就业机会遥 朱老师代表顺丰公司表达对于野顺丰班冶的大力支持袁同时详细

讲解顺丰公司对于 6-8 月份学生培训内容的安排遥 同时袁朱老师介绍了顺丰的

优才计划的相关内容遥 据悉袁今年顺丰优才计划向全国招收 10 名应届毕业生袁
顺丰班有三位同学经过层层面试袁经过与来自全国高校众多学生的竞争袁其中

还包括一名来自香港高校的学生袁顺利进入了今年的顺丰优才计划遥 据朱老师

的介绍袁顺丰班学生在顺丰近一年的学习经历和实习部门领导对学生的强力推

荐袁给顺丰班学生在优才计划的招聘胜出中起到了重要作用遥
最后袁朱老师和李老师对同学们提出对于野顺丰班冶暑期实践培训袁及后续

的学习计划和安排的疑虑袁进行了详细的解答遥 相信这一届学生同样能够从顺

丰班项目的学习中获益匪浅遥

为了向同学们展示中国各地的风土人情袁展现祖国的地大物博尧秀丽山川以及多彩的
民族文化袁 浙江万里学院物流与电子商务学院于 5 月 10 日晚在钱湖校区生活广场举办了
2017 年度野月是故乡明袁千里寄相思要要要远方的家冶主题宣讲达人赛遥陈彩祥老师尧章丽萍老
师莅临现场担任评委遥

经过初赛的激烈角逐袁最终有 10 位选手进入总决赛遥 参赛选手根据事先顺序依次上台
演讲袁各位选手在 8 分钟内进行家乡宣讲和才艺展示遥 来自内蒙古的同学为大家带来了内
蒙舞蹈野鸿雁冶袁台下的观众仿佛置身于内蒙古的大草原袁挥舞着荧光棒袁欣赏舞蹈遥 浙江本
地的同学带来了传统蜡盘刻纸,在短短时间内一幅栩栩如生的作品就呈现在观众的面前袁着
实让人惊叹遥 还有同学给我们带来的才艺是诗朗诵袁用她饱满的声音将乡愁缓缓道来袁让场
下的观众不禁放下了手中的手机袁静静的聆听遥 比赛现场气氛热烈袁同学们热情高涨袁以饱
满的激情袁激昂的语言袁大方得体的举止来展现自己的实力袁把对家乡的感情表现得淋漓尽
致遥

此次活动的成功举办袁不仅为同学搭建了一个展示自我才华的舞台袁展现家乡风貌的
平台袁而且活跃了校园气氛袁而且极大丰富了同学们的课余文化生活袁使同学们更好地了解
中国各地风景人文袁为自己是中国人而骄傲自豪遥

在农村有这么一群人袁一些因素让
他们成了农民工子女尧低收入农户青少
年渊困难青少年冤尧留守儿童袁其实他们
也是家庭的宝贝袁是社会的宝贝袁更是
大家的宝贝遥

4 月 21 日上午袁 我院微蚁社在鄞
州区志愿者协会的推动下袁联合宁波理
工学院青协尧宁波职业技术学院青志尧
浙江纺织服装职业技术学院青协一同
前往鄞州区五乡镇开展助学活动遥 据
悉袁本项目按照野爱心家访尧公益结对尧
生活体验冶等方式开展野宝贝计划冶遥 计
划分别是野爱心家访冶要要要宝贝志愿者

们通过爱心家访确定服务对象袁让志愿
服务更有爱曰野公益结对冶要要要让社会公
众共同参与圆梦助学曰野生活体验冶要要要
结合公益性社会组织袁定期开展城市感
受尧亲情爱护尧学业辅导尧素质拓展尧结
对互动等多方面体验式公益服务遥

本次活动不仅激发了大家奉献爱
心的热情袁扩大了志愿精神的影响力和
感染力,更提升了大家的文明素养,营造
了良好的人文环境遥此次活动不仅使中
小学生在学习和生活上得到了引导和
帮助袁又使大学生增强了服务社会的责
任感袁提升了自己的思想境界遥

2017 年 5 月 10 日晚袁 物流与电子商务学院社理会主办的第一届创业美
食街以及创业交易市场活动于小广场举办成功遥 不少万里学子慕名前来袁共
同品尝美食袁感受创业魅力遥

此次创业美食街以及创业交易市场袁火爆程度可谓有过之而无不及遥此次
活动筹划时间长袁活动组织周密完善袁涉及服务范围广泛遥其中袁参与人员包括
物流与电子商务学院各类社团尧跨学院社团袁以及各班级学生等在内的人员都
参与到盛况空前的交易市场与美食街的活动当中遥

活动之始袁同学们开始陆陆续续地进入小广场袁并参与其中活动遥 各摊位
独具特色的风采袁无不让人眼前一亮遥 其中袁微蚁社的摊位向大家展示出了新
疆甜枣尧满天星花束尧多肉植物等遥看着令人眼花缭乱的各类特色产品袁激发了
大家参与创业活动的热情遥创业美食街与创业交易市场的成功袁是工作人员的
积极努力与协调配合的结果袁是校方的支持尧各社团的协调合作袁最重要的是
同学们的积极参与袁让万里学子在大学四年里留下挥之不去的美好记忆遥

本届创业美食街以及创业交易市场就此圆满落幕袁通过此次活动袁工作人
员们从中吸取的经验教训袁以争在今后的各项活动中创造更辉煌的成绩袁让万
里学院的各项活动得以长足发展遥

1919 年野五四冶运动的熊熊火炬袁点燃了青年朋友奋发的激情袁一代又一代
的先进青年人袁追寻着野五四冶的脚步袁谱写自己的青春赞歌遥 为弘扬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和爱国主义精神遥 2017 年 5 月 4 日下午袁共青团浙江万里学院五届
四次全委渊扩大冤会议尧浙江万里学院学生会四届四次全委渊扩大冤会议暨野五
四冶表彰大会在学术报告厅隆重举行遥 校党委书记蒋建军尧副书记王伟忠尧姜羡
萍尧各二级学院分党委党总支书记尧校团委领导以及各学院代表团莅临此次会
议遥

五四大会在庄严的国歌声中拉开帷幕袁全体宣读入团誓词袁铿锵有力的宣
誓声振奋人心遥 紧接着校党委书记蒋建军代表学校党委发表重要讲话袁会议上
高度肯定过去一年的团学工作袁并提出了新时期共青团工作面临的三大挑战袁
以野变与不变尧公转与自转尧少数与多数冶的正确认识袁为万里指明前进方向遥

在表彰过程中袁物流与电子商务学院荣获 2017 年野挑战杯冶大学生课外学
术作品竞赛优秀组织尧2016 年度浙江省优秀学生会尧2016 年度最具影响力野班
团建设活动品牌冶之野学以励志袁严以修身冶班团风采大赛的奖项袁工商管理
153-154 班团支部获得野五四红旗冶团支部奖尧黄思佳及周钢荣获优秀学生会干
部奖尧 十佳团支部书记奖获得者要要要工商 160 班李鑫以及信管 141-142 班陈
鼎豪获得十佳班长奖遥 此次表彰大会袁不仅是对工作给予肯定袁更是树立模范
标杆袁进一步推进万里共青团事业发展袁鼓舞万里学子凝心聚力尧攻坚克难遥

穿岁月峰头袁伴历史云烟袁我们点燃了野五四冶之光袁高举野五四冶火炬遥通过此次会议袁让万里青年不忘过去尧凝心聚力尧砥砺拼搏袁传承和弘扬五四精神袁将爱
国落实在行动上袁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做出贡献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