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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月 12 日晚 6院30袁校学术报告厅热闹非凡袁由物流和电子商务学院演讲
与辩论协会主办尧校辩论协会协办的 2016 年在甬高校八校辩论邀请赛隆重举
行遥 比赛特邀杭州师范大学辩论队指导教师肖晟尧宁波辩论协会余冰老师尧第
三届全国辩论赛浙江赛区冠军选手戴泽宇老师尧物流和电子商务学院副院长
程言清教授担任评委遥

大赛决赛的烽火在浙江万里学院辩论队与浙江大学宁波理工学院点燃遥
继正方慷慨激昂尧反方充满理性色彩的自我介绍后袁比赛进入开篇立论环节遥
正方浙江大学理工学院的一辩从人们的衣尧食尧住尧行四方面的改善为切入
点袁用通俗幽默的快板式语言陈述己方野当今社会应尽如人意冶的观点遥 反方
浙江万里学院则从人与自然尧人与社会的矛盾出发袁进行层层剖析袁论证己方
野当今社会应尽如人意冶的观点遥 在随后的攻辩环节中袁双方更是争锋相对尧步
步紧逼袁现场气氛迅速升温袁达到白热化阶段遥

本次大赛在自由辩论环节袁现场气氛迅速升温遥 双方引用野水浒传李逵冶尧
野葛朗台冶等例子袁展开激烈争辩遥 正方浙江大学理工学院认为院人生短暂袁要
由自己来为自己的人生掌舵袁我们无法去令所有人满意袁但我们可以让自己
无愧于心遥 反方认为院秉承着尽如人意的态度做事袁这才是对自己的一种高标
准尧严要求袁心中有更多的责任袁看得到别人的期待袁我们才能发挥自己的最
大潜能袁拼尽全力去追求更好的结果遥 最后的野总结陈词冶环节袁反方四辩韩纯
感情丰富袁言辞恳切袁感人至深遥 以医生为例证明人不能只对自己讲一句野我
尽力了冶就好袁更应当追求一种尽如人意袁超越自我的极限袁拯救更多的生命遥
而后结辩的正方四辩徐嘉禾逻辑缜密袁同样赢得了全场的掌声

比赛最后袁来自浙江大学理工学院的毛浩宇?摘得最佳辩手的称号遥 ?大赛
嘉宾程言清教授对本场辩论赛作出点评袁肯定双方辩手的风度袁并且希望各
辩手再接再厉争取更进一个台阶遥

2016 年 5 月 24 日下午袁学术报告厅座无虚席袁500 多名师生汇聚一堂袁参
加本年度 野学子故事袁励志访谈录野第九期要要要我与考研人物面对面活动遥

野学子故事冶励志访谈录由学生事务与发展中心主办袁物流与电子商务学
院鸿志社发起的学生社团品牌活动遥袁它选取的每一位主人公都是学校最具代
表的励志人物典型袁通过访谈万里学子自己的故事袁在全校范围内弘扬尧推广
励志教育袁激励更多万里人以更饱满积极的心态面对人生挑战遥

本期励志访谈录主题野我与考研人物面对面冶的女主角邵佳蓉袁她于 2010
年考入浙江万里学院生物与环境学院食品质量与安全专业袁 出于对自身专业
的热爱袁她通过不断的实践锻炼尧探索创新袁勤奋刻苦了 4 年袁在 2014 年以笔
试与面试成绩第一的名次考入浙江万里学院研究生遥在万里的六年袁她先后获
得了校二等奖学金尧校国家奖学金以及 2015 年宁波市研究生学术节上获野学
术之星铜奖冶遥对于考研这事袁她说院野选择考研就选择了孤独袁但真正的失败是
不去拼搏遥 冶

邵佳蓉从大一进入学校开始袁邵佳蓉就担任了班长一职袁带领着同学参与
了班级里各类大小活动遥此后加入了生物与环境学院学生会袁助力学院完成一
系列的学生活动袁成为了该学院的团总支副书记遥 在万里读研期间袁她仍不忘
初心地继续她的学生工作袁经过一年的努力和奋斗袁她从校研究生会文艺部副
部长到如今的校研究生会主席袁都还在为学生工作忙碌着遥

邵佳蓉说袁她喜爱在实验室进行各类实验遥 在遇到实验数据出错时袁她也
从不抱以消极态度袁她积极寻求解决办法袁她说院野做实验次次成功不会有袁但
是挫败了 N 次袁就要用 N 的 N 次方去努力遥冶另外袁她也能理性协调学习与工
作的时间分配遥 她说院野无论在学习袁工作和生活中遇到什么困难袁都要拥有乐
观心态和不变的最美微笑袁并努力将这样的微笑保持下去遥 冶

励志访谈现场袁 邵佳蓉还与在场同学就考研进行了交流互动遥

为推进国际化办学袁促进中外教师的交流与合作袁提升我院教职工
国际化视野袁2016 年 5 月 22 日袁 物流与电子商务学院分工会举行了中
外教师户外交流活动遥

全体教师和外教来到象山皇城沙滩尧 白玉湾生态观光园和象山东门
海等地方举行沙滩踏浪尧沙滩排球袁生态观光园游戏活动袁东门海登山等
活动袁教师们通过活动加强了沟通交流袁了解了国外先进的教学方式方
法袁对自身的教育教学工作有一定的启发和帮助遥

物流与电子商务学院分工会
举行中外教师户外交流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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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学子故事袁励志访谈录冶
第九期要要要我与考研人物面对面

野以学心听尧以公心辩冶 2016 年
宁波 8 所高校辩论邀请赛在我校顺利举行

为让外教和国外留学生了解中国传统节日端午节袁体验传统节日文化的
巨大魅力袁2016 年 6 月 8 日袁 我校物流与电子商务学院在教工餐厅为举行中
外学子端午节包粽子活动遥

外教和留学生们十分喜欢本次活动袁他们非常认真地观察和学习粽子的
制作过程并亲自动手体验袁随后外教和留学生们在中国老师和学生讲解下一
起学习了有关端午节的习俗文化遥
本次活动不仅丰富了外教与留学生的课外生活袁也增加了他们了解中国文化
的机会袁让外教和留学生们真正的体会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魅力所在袁他们
对此表现出浓厚的兴趣袁也促进了中外学子的交流与沟通袁对中西文化交融
起到了推动作用遥

中西文化交融 体验传统节日
-物流与电子商务学院举行中外学子包粽子活动

6 月 4 号下午袁 宁波首场跨境电商企业人力资源服务供需对接会在宁波进
口商品展示交易中心隆重开幕遥 本次活动是根据宁波市人民政府关于加快推进
宁波市跨境电子商务发展的指导意见和宁波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加快发展人
力资源服务业的实施意见袁围绕市委尧市政府建设野国家电子商务强市冶尧野国际电
子商务中心城市冶等目标袁深化实施跨境电商企业人才优先发展战略遥 本次对接
会共有全市 49 家企业尧16 家人力资源服务机构尧8 所宁波市内外高校以及近 500
名电商专业学生参会遥我校选派了 52 名第二届跨境电商特色班的学生参加了本
次对接会遥

本次对接会不仅拥有专业性的招聘活动袁而且有深层次的对接洽谈袁在活动
前期对跨境电商企业需求做市场调研袁并实现了人才与岗位尧项目与需求尧园区
与高校的供需匹配遥参会对象是跨境电商企业尧提供跨境电商专业化服务的机构
和跨境电商相关专业的高校尧学生遥

在本次对接会上袁我校物流与电子商务学院周志丹教授代表我校作了野2.5+
1.5冶跨专业特色班校政企协同培养跨境电子商务人才的主题发言袁并代表浙江
万里学院与宁波渊国际冤电子商务产业园管理中心签订区校人才培养合作协议遥
渊物流与电子商务学院冤

我校物流与电子商务学院周志丹教授
在宁波首场跨境电商企业人力资源
服务供需对接会上作主题发言

2016 年 4 月 19 日下午袁我院召开了新一年的野计算机软件技术资格考试冶动员
和表彰会袁电子商务系主任周志丹教授主持了本次会议遥 周老师先是对通过软考的
同学表示祝贺袁尤其是 2 位通过高级证书的同学袁接着王清同学为软考的备考与在
座的同学做了分享袁卢梦霞同学代表新一年的参加软考的同学表达了考试的想法与
决心遥 最后学院教学院长程言清教授做了总结袁并对通过本次软考的同学进行了表
彰袁预祝同学们在新一年的软考中取得更好的成绩遥

日前袁2015 年下半年野计算机软件技术资格考试冶渊中级尧高级冤成绩揭晓袁我院信
管尧电商专业共有 20 余名同学获得中级证书袁尤其可喜的是信管系 2 名同学此次获
得了高级资格证书袁这实现了我院在校学生取得高级证书零的突破袁意义非凡袁也说
明了电子商务系近三年来推行野课证融合冶教学改革的成效越来越凸显遥 计算机软件
技术资格考试渊简称野软考冶冤袁既职业资格考试袁又是职称资格考试袁该项考试证书在
社会中具有较高的含金量袁对于促进信管专业和电子商务专业学生的就业具有重要
的作用遥

高端职业资格证书在目前就业中的重要性日渐凸显袁从课证融合也是当今教改
大趋势袁我院电商尧信管专业将教学和高端职业证书有机结合袁借野计算机软件技术
资格考试冶大力推行课证融合袁依托考试大纲来拓展与深化相关课程的改革尧整合袁
将信管和电子商务专业的大部分专业课程连贯融合起来袁包括项目管理尧信息系统
开发实务渊电子商务平台开发冤尧管理信息系统尧ERP尧信息资源管理尧数据库尧电子商
务安全尧计算机网络尧企业信息化战略尧网络营销尧面向对象程序设计等课程袁剔除多
门课之间的重复部分袁注重实际问题解决方案袁提升实际应用能力袁使专业课程更加
紧凑袁更加适应企业发展的需要遥 培养学生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袁提升就业竞争力遥 ?
为了使野课证融合冶的教学改革更有效的推进袁我院从 2012 年下半年开办了野软考
班冶袁3 年来袁共有 70 余名同学通过了该项考试袁通过率相比以前袁大幅度提高袁同时
在宁波市高校中袁通过率也居于领先地位遥

我院 2名同学获得野软考冶高级证书

为了解研究生在学习尧生活尧专业实践尧毕业论文撰写等方面的情况袁更好地
推进研究生培养工作袁2016 年 4 月 26 日下午 3:00袁 学院在 62-312 会议室召开
了 14尧15 级研究生座谈会遥 楼百均院长主持座谈会遥

在座谈会上袁14 级研究生同学主要交流了毕业论文撰写尧 毕业实践及职业
规划安排等方面的内容袁15 级研究生主要交流了在学习尧生活等方面的情况遥

在听完大家发言后袁 楼百均院长非常高兴听到大家在各方面取得的点滴进
步袁他要求同学们继续努力袁学院将为学生的成长成才提供坚强保障袁将全力按
照学校研究生培养特色方案推进研究生教育袁 让每个来学校学习的研究生都能
插上梦想的翅膀在人生的发展道路上起飞遥

我院召开研究生座谈会

为提升留学生办学质量袁加强过程管理袁5 月 10 日下午 3:00,学院在 62-312 会
议室召开了留学生期中教学座谈会遥 楼百均院长主持座谈会袁20 余名留学生和相关
教师参加了座谈会遥

座谈会上袁物流系主任李秋正强调召开此次留学生座谈会的目的和意义遥 他指
出袁学院各项工作的根本目的是人才培养袁本次召开的留学生座谈会是学校教学检
查的一个重要环节袁目的是听取留学生对学院教学尧管理等方面的意见和建议袁同时
表示会根据留学生的实际情况袁制定符合其特点的培养方案和教学计划袁为进一步
优化学习进程袁进一步提高管理水平袁奠定良好的基础曰并鼓励留学生们继续努力袁
尽快克服语言障碍袁在学习上取得更大的进步遥

座谈会中袁留学生结合当前的学习尧生活提出了很多建设性的意见和建议曰到场
的领导和相关人员针对留学生提出的问题一一进行详细解答遥
楼院长最后就 G20 峰会的相关事宜进行了宣讲袁希望留学生发挥自身优势袁参与峰
会的志愿者活动中去遥 另外就留学生相关规章制度做了要求袁强调留学生要按照相
关规定完成好学习任务袁遵守教学管理规章制度袁最终在留学期间取得良好成绩袁为
自己将来发展打下坚实基础遥

本次座谈会为进一步规范留学生工作打下良好的基础遥

物流与电子商务学院举办
留学生期中教学座谈会

2016 年 4 月 28 日下午物流与电子商务学院在图书馆报告厅举办了野展职规
蓝图袁秀精彩人生冶职业规划大赛动员大会遥本期主讲嘉宾为我校校友尧宁波东海
航运保险有限公司林佳俊总经理遥 学院副院长程言清及相关老师和学生参加了
动员会遥

本次动员大会共两项议程袁 首先由程言清副院长阐述了职业规划大赛的重
要性袁并对本次大赛的流程及参赛要求作出了详细说明遥 接着袁林佳俊总经理以
野职业规划冶为主题给同学们开展了一堂精彩的讲座遥 林总从四个方面分享了自
己的经验院一是如何规划人生曰二是用人单位希望什么样的人曰三是职业需要有
备而来曰四是做个积极向上位尧正能量的人遥

本次大赛以野科学规划 圆梦人生冶为主题袁通过大赛让学生亲身实践系统科
学的职业规划方法袁帮助学生认清自我尧完善自我袁合理规划袁提高素质袁选择理
想的个人发展路径遥

物流与电子商务学院举行职业规划大赛动员大
会要暨职业规划培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