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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 社管委 
校级社团百花齐放，招新纳贤热闹非凡 

10 月 9 日，“百团大战”校级社团摆点招新活动在大学生活动中心门口如期举行，校内

共计近 60 家学生社团同时发声，在介绍自身社团特色活动的同时，也让新生感受到社团大家

庭一般的氛围。 
招新现场，新生们在各个组织报名点前驻足，浏览各社团的易拉宝，并通过社团精心制

作的宣传单了解社团例行事务与特色风采。招新活动持续两天，社团每一位值班成员都尽心

尽力地为来到摆点处的同学细心讲解社团的建设与发展。许多社团的社长、支书等理事会成

员也来到现场，与值班成员共同迎接每一位前来咨询的同学。面对同学们的各种疑问，各社

团成员也给出了明确而令人满意的答复。两天时间里，各大社团顺利招到了合适的委员，为

自身社团注入一股新鲜且富有活力的血液。 
社团是大学生文化生活的一个载体。此次“百团大战”摆点招新活动为众多校级社团提

供了一个展现自我的平台，助力社团招贤纳士，也让新生们提前见识到大学里精彩纷呈的社

团文化。各大社团顺利招到了新的委员，为社团注入一股新鲜且富有活力的血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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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 绿派社 
1、绿派社代表参与全国青少年生态环保组织骨干培训班 

10 月 15 日至 18 日，绿派社成员林子浩前往全国

青少年井冈山革命传统教育基地参加第六期新兴领域

青年大学习暨全国青少年生态环保组织骨干培训班。

此次活动由共青团中央社会联络部主办，共青团北京

林业大学委员会和中国青少年生态环保志愿者之家承

办，旨在引导高校生态环保社团骨干深入学习贯彻习

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大精

神，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学习领会习近平

总书记“7·2”重要讲话和团十八大精神，进一步坚定“四个自信”，积极投身生态文明建

设，踊跃建功新时代。 
培训期间，全国高校生态环保社团主要负责人们系统地学习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习

近平总书记“7·2”重要讲话和团十八大精神以及革命传统教育，并通过分享所在社团的特

色项目情况，互相交流讨论，分享经验。此次培训，绿派社成员通过系统学习，拓宽视野，

增强综合素质；通过在环保组织间的分享中吸取更多环保经验与心得，收获颇丰。 
 

2、绿派益行治黑水，环保教育入校园——绿派社环教活动 

10 月 26 日，为培养孩子们的爱水意识，传播

黑臭水体的相关知识，引起家长们乃至社会各界人

士对水资源保护的关注，绿派社分别于江西财经大

学附属中学和豫章路小学举办“消除黑臭水体，还

河流一片清洁”的环保教育活动。 

活动伊始，主讲人通过河流图片引入主题，并

播放视频《邀您直视中国最“污”的河流》，以视

频的形式展现了中国黑臭水体的现状。视频播放结束后，主讲人鼓励同学们踊跃发言，讲述

自己对家乡附近河流的了解情况，现场气氛逐渐活跃起来。同学们接连发表自己的看法。针

对同学们的分享，主讲人详细地讲解了“黑臭水体”的相关知识，加深同学们对黑臭水体的

认识。随后，志愿者带着同学们一起完成水的净化实验。同学们被分成六组，每组由一位志

愿者带领，同学们围在志愿者身边，看着浑浊的水通过简易的净水装置后变得澄清，脸上逐

渐露出了如清水般纯净而惊喜的笑容，保护水资源的小小意识也如一股清流淌入心田。 

活动最后，同学们在主讲人的带领下一起做保护水资源的宣誓，整个活动也在激昂的宣

誓中走向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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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工协会 
1、义工协会开展“军训服回收”活动 

活动正式开始前，义工协会爱积部通过线上宣传的方

式，让同学们了解到军训服回收的意义，扩大此次活动的

知名度。9 月 27 日至 30 日，学院青协组织各班级新生自愿

捐赠军训服，并将军训服分类清洁整理，于 30 日交接给义

工协会爱积部。10 月 1 日至 6 日，义工协会爱积部对军训

服进行再次筛选，统计有破损的军训服另做处理，并将剩

余的军训服进行分类和整理。据统计，最后可捐赠的军训

服共计 6000 余件，近 60 袋。10 月 7 日下午，义工协会与

南昌市红十字会成功对接，军训服将在红十字会中心进行

后续处理。 
传承公益精神，奉献志愿力量。军训服回收活动在大

学生群体中起着十分积极的作用。此次“军训服回收”活

动传递着一份社会责任感，不仅帮助了社会上需要帮助的

人，还有利于大学生身心的健康发展。 
 

2、初秋生凉意，旧衣暖人心 

10 月 18 日至 22 日，义工协会在麦庐、蛟桥校区开展

旧衣回收活动，此次活动联合全校 15 个学院举办，得到了

广大师生的大力支持并取得了良好的社会反响。 
活动旨在为需要处理旧衣的在校同学和需要旧衣捐助

的社会群体搭建一个中转站，回收具有使用价值的衣物，用

以捐赠给社会公益组织，再转手献给那些有需要的人。当

前，义工协会正在积极组织社团内部志愿者整理清点，并计

划于 11 月初将所收旧衣全数捐赠给社会慈善组织——南昌市红十字会公益组织，实现回收资

源，回报社会的目标。义工协会全体社员将用身体践行，不断地向这句话靠近。  
本次活动提高了资源利用率，极大地减少了浪费，成功地帮助了有需要的人，让他们在凉

意渐生的初秋里感到一丝丝温暖。此外，在校园里举行旧衣回收活动，积极响应了新时代的号

召，鼓励大学生培养节约意识，关心社会弱势群体，勇于承担社会责任，加入到慈善公益的队

伍中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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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义工协会正式开启小学支教之旅 

10 月 17 日下午，义工协会支教部新一届委员来

到新建县溪头小学，开启了他们的支教之旅。此次支

教活动旨在培养志愿者的奉献意识，增强大学生服务

社会的责任感。 
活动前，支教部部长陶恬恬，副部长陶彤欣，夏

云星给新一届支教队伍讲解了基本的支教技巧及应注

意的相关事项。活动当天下午，志愿者们怀着激动的

心情抵达南昌市新建县流湖乡对门村的溪头小学。此前，志愿者张鑫与溪头小学校长成功对接，

在相关老师的帮助下，志愿者们被分配到各个班级开始了他们的支教工作。面对一张张稚嫩的

面孔，志愿者们从容有序地开展教学。在教学中，溪头小学的小朋友们表现出极大的兴趣与热

情，认真学习“小老师”们带来的新鲜知识。伴着阳光与微风，支教队伍组织学生们进行了富有

趣味的唱儿歌活动。在一片欢声笑语中，支教部志愿者与孩子们增进了感情，志愿者的教学能

力也得到了校领导老师的认可。 
通过此次活动，支教部的志愿者们不仅丰富了自身的教学经验，还认识到了作为一名教师

应有的责任与担当。青年强，则国强，学院的优秀学子正用他们的行动诠释着责任与奉献！ 
 
 

u 宏远人力资源社 

生涯人物访谈分享会圆满落幕

 

10 月 16 日，宏远人力资源社特邀荣获第五届生

涯人物访谈大赛校二等奖的队伍——特别六小组为

新生们带来分享。周海燕书记出席了本次活动。 

下午 5时，分享会在大学生活动中心正式开始。，

别六小组成员中的两名同学作为主讲人代表发言。张

洁同学对采访对象的选取、采访前的准备、采访中的

技巧等有关环节进行了详细的介绍。另一位主讲人买

杨洋则对比赛中的现场展示、PPT 制作等环节进行了分享。 

本次分享会不仅为在生涯人物访谈中处于迷茫的新生们指引了前进的方向，也让新生们对

职业生涯规划的重要性有了更深层次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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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 营销达人社 

营销达人社——营销达人社项目团队招新工作圆满结束 

10 月 24 日，营销达人社进行了项目团队的面

试工作，本次面试共招新 20 人，进展较为顺利。 
项目团队是一个提高社团专业性的组织，主要

负责省赛、国赛和课题研究等，关注赛事一览表以

挑选合适的比赛鼓励大家积极参与。项目团队不仅

欢迎有经验的大二、大三学生参加，更鼓励有热情

和信心的大一新生们。营销达人社致力于打造一个

不断成长的高效团队，着重大一同学兴趣的培养和

习惯的养成，帮助其学习成长；此外，社团将大二同学作为后备力量进行培养，同时全面提升

大三同学的综合素质，锻炼其比赛实战能力。 
本次招新工作圆满落幕。新鲜血液的加入，提高了市场营销系的影响力，促进了其新一学

年的学术发展，意义非凡。 
 
 

u 物流学会 
1、“易招标”杯初赛顺利举行 

10 月 21 日，由物流学会主办的“易招标”杯江西

财经大学招标采购大赛初赛于麦庐园校区大学生活

动中心如期举行。比赛分三个考场，总计 48 支队伍

参赛。初赛主要考察参赛队伍对招投标知识、相关法

律法规等的了解与熟悉程度，增强学生对招标采购大

赛的理解与认识。 
21 日下午，各参赛队伍准时到达大学生活动中

心，在工作人员的引导下进入各自考场。在甄别试卷、确保试卷卷面完整、印刷清晰后，监考

人员依次向参赛队伍分发试卷，考试正式开始。答题过程中，所有参赛队伍严格遵守考试纪律，

认真答题。监考人员也一丝不苟，时刻注意考试情况，以处理突发事件。 
此次比赛，以“贴近学生、简单易懂”的招标采购项目为主，通过企业招投标的情景模拟赛

题让同学们更加了解招标与采购的相关知识，提高同学们的素养和能力，促进了学院浓厚学术

氛围的发展，为同学们更好适应新的社会招标采购模式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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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招标采购大赛赛前培训暨决赛开幕式成功举办 

10 月 28 日上午，招标采购大赛决赛开幕仪式于

英孚大楼成功举办。物流系教师杨芳、刘志华、杨文

俊以及上海汇招信息技术有限公司总裁张利江、高级

咨询顾问吕冰瑶等人出席了本次仪式。 
开幕式伊始，物流系教师杨芳致辞，她对进入决

赛的队伍表达了祝贺，并鼓励各参赛队伍努力学习，

做到理论与实践的融合。随后知名校友上海汇招信息

技术有限公司 CEO 张利江分享了个人经历，表达了对母校的怀念与感恩之情。在参赛队伍提

问环节，张利江为同学遇到的招标采购相关问题进行了详细解答，并以自身多年从业及创业经

历为大家今后的职业发展提出了宝贵建议。 
本次赛前培训暨决赛开幕式为参赛队伍打下了坚实的理论基础，推动了理论教学与实践活

动的深度融合，为学院的校企合作及物流人才的培养提供了巨大帮助。 
 
 
 

u 经验总结 
经过为期两天的“百团大战”校级社团招新活动，各校级社团顺利招纳部门新成员，为社

团注入一股新鲜且富有活力的血液。至此，工商七大社团招新工作圆满结束，社团新学期工

作步入正轨，各常规及特色活动进入紧锣密鼓的筹备状态。 
金秋十月凉风起，社团事业步步高。十月中旬，绿派社成员代表参加第六期新兴领域青年

大学习暨全国青少年生态环保组织骨干培训班，交流社团环保经验，扩大绿派社的知名度和影

响力。十月底，绿派社前往江西财经大学附属中学和豫章路小学举办“消除黑臭水体，还河流

一片清洁”的环保教育活动，培养学生的爱水意识。义工协会则在十月份陆续开展军训服回收、

旧衣回收与支教等社会公益活动，启发社团成员在公益劳动中有所感悟，促进大学生素质教育，

增强其社会责任感。由宏远人力资源社主办的生涯人物访谈分享会圆满落幕，荣获第五届生涯

人物访谈大赛校二等奖的队伍成员受邀前来，为处于迷茫期的新生进行指导。营销达人社项目

团队招新工作圆满结束，团队致力于为社团专业化发展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物流学会“易招

标”杯招标采购大赛初赛圆满落幕，赛前培训暨决赛开幕式随后也成功举办。 
四十年风雨同舟，九十五年光阴似箭。10 月 28 日，学校复校四十周年建校九十五周年校

庆声隆重举行并圆满落幕，社管委及各社团积极参与宣传，为学校献上祝福。传承悠久历史，

续写百年辉煌，学校即将踏上新的征程，学院也将谱写新的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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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月社团大事记 

★9 月 27 日至 10 月 7 日：

义工协会爱积部开展军训服回收活动，组织各新生班级自愿捐

赠军训服，回收的军训服最终于 10 月 6 日晚全部整理完毕。10 月 7 日下午，义工协会与南昌

市红十字会成功对接，捐赠军训服共计 6000 余件。 

★10 月 9 日至 10 日：“百团大战”校级社团摆点招新活动在大学生活动中心门口如期举

行，此次活动为众多校级社团提供了一个展现自我的平台，各大社团顺利招到了新的委员，

为社团注入了新鲜血液。 

★10 月 15 日至 18 日

：绿派社成员林子浩前往全国青少年井冈山革命传统教育基地参加

第六期新兴领域青年大学习暨全国青少年生态环保组织骨干培训班，学习生态文明思想，交流

社团环保经验。 

★10 月 16 日：

宏远人力资源社在大学生活动中心举办第一届“生涯人物访谈”分享

会，邀请荣获第五届生涯人物访谈大赛校二等奖的队伍——特别六小组为新生们带来分享，

周海燕书记出席了本次活动。 

★10 月 17 日：

义工协会支教部新一届委员来到新建县溪头小学开启他们的支教之旅。此

次支教活动旨在培养志愿者的奉献意识，增强大学生服务社会的责任感。 

★10 月 20 日：

营销达人社项目团队招新工作顺利开展。项目团队主要负责省赛，国赛

和课题研究等，同时负责关注各类赛事，挑选合适的比赛鼓励学院学生积极参与。 

★10 月 22 日：

“易招标”杯招标采购大赛初赛圆满落幕。比赛题型为企业招投标的情景

模拟，进一步促进了参赛同学对招标与采购的相关知识的了解。 

★10 月 26 日

：为培养孩子们的爱水意识，传播黑臭水体的相关知识，引起家长们乃至社

会各界人士对水资源保护的关注，绿派社分别于江西财经大学附属中学和豫章路小学举办“消

除黑臭水体，还河流一片清洁”的环保教育活动。 

★10 月 27 日至 28 日：

招标采购大赛赛前培训暨决赛开幕式成功举办。本次培训及开幕

仪式为参赛队伍打下了坚实的理论基础，推动了理论教学与实践活动的深度融合，为学院的校

企合作及物流人才的培养提供了巨大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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