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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 社管委 
社团文化底蕴深，校园生活添风采 

12月16日，第十四届校园社团文化节摆点活动在明德广场顺利举办。学院各校级社团参与

了此次摆点活动，向师生们展示出独特的社团文化。 
本次社团文化艺术节活动类型分为三种：趣味互动类、分析答题类、文章益智类。其中，

绿派社作为公益服务类社团，通过开展“动植物种类知多少”、环保知识竞答和叶拓三个趣味互

动类游戏，宣传了社团低碳环保的理念。在“叶拓”环节，同学们将沾满颜料的叶子摁在绿派社

定制的明信片上，留下叶子的轮廓。给一片又一片腐朽的落叶赋予新的生命。宏远人力资源社

的活动则属于文学益智类，要求参与游戏的同学先听一小段与宏远文化相关的话，再逆向复述

一遍，基本无误即通过挑战。营销达人社的“营销达人”游戏也吸引了许多同学，游戏要求参与

者将一些物品以一定价格推销给陌生人。游戏过程生动有趣而富有挑战性，有力地推动了现场

气氛，展现了营销达人社的社团文化。 
在这寒冷的冬季，社团文化艺术节无疑给同学们的生活增添了一丝温暖与欢乐，工商校级

社团也在此次文化节中积极展现出自身的文化与风采，营造出富有活力的社团活动氛围与浓

郁、鲜明的校园文化氛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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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 绿派社 
1、青春为帆，实践做桨——2018 年绿派社“三下乡”总结大会 

为让更多同学了解三下乡社会实践活动，11
月 26 日晚，由青协举办的“三下乡”总结大会在

英孚大楼顺利进行。学院党委书记黄文德、党委

副书记周海燕、分团委副书记张天元作为嘉宾应

邀出席。 
此次三下乡分享会共有九支队伍进行分享，

第一支为绿派社的队伍。分享过程中，绿派社代

表以介绍加情景模拟的方式向大家阐述 2018 年

绿派社暑期三下乡实践活动的内容与意义。今年夏天，绿派社成员用七天时间走访江西省上饶

市鄱阳县、南昌市进贤县的十一个村落，对农村垃圾处理方式进行实地考察。此次实践中成员

们不仅对当地垃圾处理情况有了实际了解，更加深了对环保的理解。 
各队伍分享结束后，学院党委书记黄文德向各位同学发表寄语：“希望各位同学多参加此

类活动，将学与用结合起来，将温暖带给更多的人。”最后，三下乡分享会在校歌中圆满落下

帷幕。 
 

2、喜报: 绿派社荣获第四届中国青年志愿者服务项目大赛铜奖 

在第 33 个“国际志愿者日”来临之际，第四

届中国青年志愿服务项目大赛于 11 月 30 日至 12
月 2 日在四川德阳举行。本次大赛由共青团中央、

中央文明办、民政部、水利部、国家卫生健康委、

中国残疾人联合会、中国志愿服务联合会 7 家单位

与中共四川省委、四川省人民政府、中共德阳市委、

德阳市人民政府共同举办。大赛以“青春志愿行·奉

献新时代”为主题。在为期三天的赛会活动中，包

括绿派社“一滴水的约定”项目在内的来自全国的 590 个优秀志愿服务项目将通过公开路演答

辩，角逐大赛奖项。 
绿派社“一滴水的约定”项目为节水护水专项赛中第一个进行答辩的项目。在五分钟的项

目展示后，评委从志愿者服务条例、项目资金、项目团队构建三个方面提出了疑问，在得到解

答后，评委对项目进行评价，并表达对绿派社今后能够针对社区家庭进一步加大节水护水的宣

传力度，提高人们的环保意识的期望。最终，绿派社“一滴水的约定”项目荣获“第四届中国

青年志愿者服务项目大赛铜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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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 义工协会 
1、义工协会江西省儿童医院志愿服务活动圆满结束 

义工协会从今年 11 月 17 日起举办前往江西儿童医院风湿免疫科的志愿服务活动，历时六

周。此次的志愿服务活动目的在于号召志愿者积极参与志愿服务活动，践行公益精神，为社会

做出力所能及的贡献，为所服务医院的患病儿童送去温暖。 
此次活动中的志愿者们每周都会经过长达一小时的车程，抵达江西儿童医院风湿免疫科进

行志愿者服务活动。这次活动的开展形式多样，主要以陪同病房中的小孩玩耍、学习、画画以

及同家长聊天来为患者及其家属带来心灵上的慰藉。在活动的最后，志愿者们完成了总时长达

135 小时的公益服务，及总直接服务人数达 28 人之多的良好出勤状况。 
尽管本次活动在 12 月 16 日正式结束了，但志愿者们在公益路上的脚步却永不会停息，他

们将会继续以更加积极昂扬的态度去迎接下一次的志愿者服务活动。 
 

2、寒冬送暖，爱在桑榆——义工协会顺利开展敬老院走访活动 

12 月 18 日上午，义工协会社服部的志愿者准

时到达南昌市前洲陶家的以诺老人之家慰问老人。

社服部共计 20 名同学参与本次活动，给孤寡老人

送去一份爱与温暖。 
清晨，志愿者们怀揣着激动的心情来到以诺

老人之家。与老人进行基本的问候后，志愿者们开

始与老人们交流谈心，关心老人们最近的身体状

况，逗老人们开心，那声声话语随即冲散了老人之

家的寂静冷清，温暖了老人们的内心。听着老人亲

切的话语，看着老人慈祥的笑容，志愿者感触颇深。那些本想留给身边血亲的话语，都倾诉给

了志愿者们；那份本想留给后辈的慈祥，都给予了志愿者们。美好的时光总是短暂的，离别之

际，志愿者向老人们送去了手套和棉袜并合影留

念。能为孤寡老人带来欢乐与温暖，志愿者深感荣

光，不虚此行。 
此次活动既丰富了老人们的精神世界，也发扬

中华民族的“敬老、爱老、助老”的传统美德。一名

志愿者的力量并不大，但一群志愿者汇聚到一起

时，志愿服务所传递的温暖与力量便会逐渐被众人

感知。愿更多的人来壮大志愿者的队伍，将爱在桑

榆奉行到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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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 宏远人力资源社 

宏远人力资源社全社大会顺利开展 

12 月 15 日，宏远人力资源社第二次全体大

会在英孚大楼 416 室举行。 

在此次大会中，社团各部门分别展示了工作

情况。人力部以情景模拟的方式生动形象地展现

了部门日常的工作内容。宣传部部长王姝瑾用

PPT 讲解呈现了宣传部的工作成果。其他部门也

以各自的方式上台进行了展示。各部门展示结束

后，支书王阳晴上台讲话。她介绍了社团的管理

制度，并对所有成员的付出表示感谢。社长程慧玲也对本学期各部门的工作进行了点评，并提

出了社团未来发展的规划，鼓励所有宏远人再接再厉。 

最后，全体成员合影留念，宏远人力资源社第二次全体大会到此圆满结束。此次大会促进

了各部门的交流，增强了社团凝聚力，为社团未来的发展注入了新动力。 

 

 

u 物流学会	

1、“易招标”杯江西财经大学“互联网＋采购”大赛圆满结束 

12 月 2 日，“易招标”杯江西财经大学“互联

网＋采购”大赛决赛圆满结束。本次比赛由上海汇招

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与物流学会联合主办，旨在深入推

进校企合作，实现产教结合。上海汇招信息技术有限

公司咨询服务部总经理范振华、高级咨询顾问吕冰

瑶、学院党委书记黄文德、物流系教师刘浩华、程永

生、刘志华以及杨文俊等人出席本次活动。 
当天上午，参赛队伍于大学生活动中心进行知识

竞答。该环节中各参赛队伍的表现获得了评委老师的一致好评。评委老师们对参赛队伍饱满的

参赛热情以及扎实的招投标知识给予了表扬。当天下午，在参赛队伍于英孚大楼进行了团队展

示之后，评委老师们通过提问对各队伍的招投标知识进行了又一次考验，并以此为依据确定了

队伍最终名次。上海汇招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与我校领导老师都对本次比赛给予了极高的评价。 
本次比赛是上海汇招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与我校校企合作路程的进一步推进，有利于学校和

企业双方的交流互动，促进校企双方良性战略关系。此外，此次比赛也极大提高了同学对招标

采购知识的兴趣，对培养电子信息化时代的优秀招标采购人才起到了极大的促进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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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018-2019 学年第一学期物流学会总结大会圆满结束 

12 月 22 日下午，2018-2019 学年上学期物流学会社团总结大会于大学生活动中心 211 教

室圆满结束。 
大会伊始，物流学会办公室、外联部、组织部以及网宣部四部门的大一成员们进行了发言

分享。其中大部分成员都谈到很高兴加入物流学会，在这里遇见了很多优秀的人。并且都认为

虽然在工作中遇到了许多困难和挑战，但自身的成长也是十分明显的，同时也希望今后自己可

以做得更好，朝更远的方向前进。随后的游戏活动环节可谓是欢笑与“烧脑”并存。人文地理、

生物化学齐齐上阵，整个过程笑料满满。在年度总结环节中，社长邹承君对这一学期各位成员

们的努力进行了肯定，鼓励成员们再接再厉做更好的自己，同时强调到下一学期将会更好地完

善社团规章，建立更全面的社团团建制度，也将会举办物流大讲堂和物流论坛等与物流知识相

关的活动，帮助同学们更加全面地了解物流这一专业。 
此次大会总结了本学期中举办的主要活动以及其中的闪光点和不足，敦促了社团成员认真

吸取工作中的经验与不足，同时也对下一学期的工作进行了初步规划。社团大会的举办不仅促

进了全体成员对物流学会的了解，增进成员之间的感情，而且增强了社团成员的使命感，促使

成员今后积极工作，为物流学会发展献计献策，共筑物流学会美好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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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 企业管理协会 
1、第八届案例分析大赛校内决赛圆满结束 

11 月 25 日下午，由企业管理协会主办的第八

届案例分析大赛决赛于英孚大楼圆满落幕。学院教

授、博士生导师胡大立老师，副教授、硕士生导师

周林老师，经济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刘劲松老

师及学院讲师查伟晨老师作为此次决赛的评委。 
比赛伊始，各模拟公司对此次比赛的主题“平

衡车中的动态竞争”进行精要独到的分析。随后评

委们一一对参赛队伍进行提问。从临场表现中可以

看出各队伍反应能力的不同，如 DCT 集团队伍便对答如流、有理有据，得到了评委的肯定。 
最终，DCT 集团获得一等奖。七彩锦鲤有限责任公司与创艺有限责任公司获二等奖。诚

帆股份有限责任公司、艾迪尔有限责任公司与雏鹰股份有限责任公司获三等奖。UAC 有限责

任公司、猫头鹰有限责任公司、景行股份有限责任公司与蛙行股份有限责任公司获优胜奖。 
本次大赛充分挖掘了参赛选手的潜能，为他们提供了一个展示自我的机会和交流学习的平

台。在锻炼同学们专业知识的运用能力的同时，模拟了市场环境，为学院培养了实践型人才。 
 

2、缔四校之谊，察案例之理——第八届案例分析大赛四校联赛总决赛圆满结束 

12 月 16 日上午，由企业管理协会主办的第

八届案例分析大赛四校联赛总决赛于英孚大楼

圆满落幕。学院讲师王鑫、余焕新、饶文军以

及何小兰担任本次比赛的评委嘉宾。 
本次总决赛将来自四校的八支队伍两两分

组，每个小组进行两回合的比拼，各支队伍对

“乐行天下与小米平衡车的发展”都进行了独

到的分析，讲解十分精彩。在问答环节中可以

看出各支队伍应变能力各不相同，对于对手及

评委老师的各种问题，参赛选手镇定自若，对答如流，如七彩锦鲤对于“作为消费者该如何选

择购买平衡车”的回答得到了评委老师的肯定。 
本次四校联赛为参赛选手提供了一个展示自我的机会与交流学习的平台，增进了四所高校

间的情谊。最终，创艺有限责任公司获得一等奖；雏鹰股份有限公司和艾迪尔有限公司获得二

等奖，七彩锦鲤、诚帆有限责任公司、四朵金花和海棠有限公司获得三等奖，嘉世和我们队获

得优胜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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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 IM 商业智能社 
2018 学年 SAP ERPsim 校内选拔赛决赛圆满结束 

12 月 9 日上午，由 IM 商业智能社承办的 SAP ERPsim 企业沙盘模拟大赛校内选拔赛决赛

顺利落下帷幕。排名靠前的四支队伍将获得参加国赛选拔的资格。 
当天上午 10 点 20 分，决赛正式开始。比赛分为三轮，每轮时长为 20 分钟。三轮结束后

以各组公司的总估值作为比赛排名的评判标准。比赛前有十分钟的准备时间，各组要进行策略

讨论，并分配市场评估、原料预购和产能调整等多项操作。而比赛期间，各队伍要同时完成原

料采购、投产、修改价格、投放广告、分析市场报告等操作。 
荣获校内选拔赛决赛第一名的成绩的“iπ”队队长薛志荣在谈到此次比赛时说道：“其

实 SAP 沙盘模拟比赛最重要的是团队学习与总结改进的过程。比赛涉及的范围比较广，我们

不应该只停留在操作的层面，更应该理解其中蕴含的各种知识，进行深入学习。” 
随着后台时间归零，本次比赛划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IM 商业智能社相信，SAP 沙盘模

拟比赛的意义所在是让参加比赛的每一个人感受到 SAP 沙盘模拟的乐趣，让参赛者沉浸在企

业管理的氛围中，并从中有所收获。合作、学习和成长是比赛缺一不可的三要素。期望并祝愿

排名前四的队伍在接下来的国赛中有更加精彩的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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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 经验总结 
志愿服务，喜结硕果；寒冬送暖，爱在义工。绿派社“一滴水的约定”项目在第四届中国青

年志愿服务项目大赛中荣获铜奖。义工协会的志愿者们不忘初心，践行公益精神，前往江西儿

童医院风湿免疫科以及南昌市前洲陶家，为儿童医院的患者与老人之家的孤寡老人送去温暖。 
社团文化，底蕴深厚；校园生活，增添风采。12 月 16 日，第十四届校园社团文化节摆点

活动在明德广场顺利举办。学院各校级社团参与了摆点活动，以不同的活动类型向师生们展示

独特的社团文化，营造出富有活力的社团活动氛围与浓郁、鲜明的校园文化氛围。 
随着学期步入尾声，社团举办的各大赛事也陆续结束。12 月 2 日，物流学会招标采购大

赛圆满落幕；12 月 9 日，IM 商业智能社 SAP ERPsim 校内选拔赛决赛顺利结束，选拔出的四

支队伍将代表学校参加国赛。12 月 16 日，由企业管理协会主办的案例分析大赛四校联赛总决

赛也在英孚大楼落下帷幕。在社团工作迎来收官之际，宏远人力资源社与物流学会相继召开社

团总结大会，总结一学期以来各项工作吸收的经验教训，并对下一学期的工作进行了初步规划。 
总结过去，展望未来，期望工商七大社团在新学期里，制度建设上开创新局面，活动开展

中实现新突破，社管委将与各大社团携手共进，力求在今后的工作中再创佳绩。 



	

江西财经大学工商管理学院社管委 

12 月社团大事记 

★11 月 25 日：

由企业管理协会主办的第八届案例分析大赛决赛于英孚大楼圆满落幕。最

终，DCT 集团获得一等奖；七彩锦鲤有限责任公司与创艺有限责任公司获得二等奖；诚帆股

份有限责任公司、艾迪尔有限责任公司与雏鹰股份有限责任公司获得三等奖。 

★11 月 26 日

：由青协举办的“三下乡”总结大会在英孚大楼顺利进行，学院党委书记黄

文德、党委副书记周海燕、分团委副书记张天元出席此次大会。绿派社作为分享团队，以介绍

加情景模拟的方式向大家阐述 2018 年绿派社暑期三下乡实践活动的内容与意义。 
 
★11 月 30 日至 12 月 2 日：

第四届中国青年志愿服务项目大赛于四川德阳开展。在为期

三天的赛会活动中，包括绿派社“一滴水的约定”项目在内的来自全国的 590 个优秀志愿服务

项目通过公开路演答辩，角逐大赛奖项。最终，绿派社“一滴水的约定”志愿服务项目在大赛

中荣获铜奖。 

★12 月 2 日：

招标采购大赛决赛圆满落幕，共有九十余人参加了本次比赛。比赛促进了

校企双方资源共享和优势互补并形成校企双方良性战略关系。同时也极大提高了同学对招标采

购知识的兴趣，对培养电子信息化时代的优秀招标采购人才起到了促进作用。 
 
★12 月 9 日

：由 M 商业智能社承办的 SAP ERPsim 企业沙盘模拟大赛校内选拔赛决赛顺

利落下帷幕。排名靠前的四支队伍将获得参加国赛选拔的资格。沙盘模拟比赛的意义在于让参

赛者融入企业管理的氛围，并从中有所收获与成长。 

★12 月 15 日：

宏远人力资源社在英孚大楼 416 室召开本学期第二次全社大会，各部门在

大会中对本学期工作内容进行了汇报。此次大会促进了各部门之间的交流，增强了社团凝聚力，

为社团未来的发展注入了新动力。 

 

★12 月 16 日

：第十四届校园社团文化节摆点活动在明德广场成功举办。学院各校级社团

参与了摆点活动，营造出富有活力的社团活动氛围以及浓郁、鲜明的校园文化氛围，向师生们

展示出独特的社团文化，在寒冷的冬季里为校园增添了一丝温暖与欢乐。 

 
★12 月 16 日

：义工协会前往江西儿童医院风湿免疫科进行志愿服务活动，历时六周。此

次志愿服务活动目的在于号召志愿者积极参与志愿服务活动，为所服务医院的患病儿童送去温

暖，践行公益精神，为社会做出力所能及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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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月 16 日：

第八届案例分析大赛四校联赛总决赛于英孚大楼圆满落幕。学院老师王鑫、

余焕新、饶文军及何小兰担任本次比赛的评委嘉宾。最终，创艺有限责任公司荣获一等奖；雏

鹰股份有限公司与艾迪尔有限公司荣获二等奖；七彩锦鲤、诚帆有限责任公司、四朵金花与海

棠有限公司荣获三等奖；嘉世与我们队荣获优胜奖。 

★12 月 18 日：

义工协会社服部共计 20 名志愿者前往南昌市前洲陶家的以诺老人之家慰

问老人，发扬中华民族“敬老、爱老、助老”的传统美德，在寒冷的冬日为孤寡老人送去一丝温

暖与动容。志愿者们在活动中将爱在桑榆奉行到底，丰富了老人们的精神世界。 

★12 月 22 日：2018-2019 第一学期物流学会总结大会圆满结束。此次大会分析总结了本

学期举办的主要活动的闪光点与不足之处，敦促各社团成员认真吸取经验教训，同时也对下一

学期的工作寄予期望并进行了初步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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