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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第二工业大学简介 

上海第二工业大学成立于1960年，是一所工科见长，管经文理艺

多学科协调发展的市属普通高等学校。 

学校先后入选教育部“卓越工程师培养计划”、教育部“本科教

学工程”地方高校第一批本科专业综合改革试点、国家级一流本科专

业建设点、上海市“高水平地方高校建设”培育单位、上海“一流本

科建设引领计划”、上海市一流本科专业建设点、上海“一流研究生

教育引领计划”，建有全国首家省级劳模学院“上海劳模学院”。拥

有“上海先进热功能材料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上海电子废弃物资

源化协同创新中心”、“上海市逆向物流与供应链协同创新中心（培

育）”、“上海市劳模文化研究中心”、“中国自行车智能制造示范

基地”、“中国自行车智能制造中心”等省部级基地平台。“智能制

造工厂实训基地”被教育部学校规划建设发展中心授予“智能制造智

慧学习工场（2020）”称号，并入选“产教融合实训基地”案例。 

学校有2个专业硕士研究生学位点（资源与环境、电子信息专业

学位）、45个本科专业、21个高职专业。在校全日制学生共计13401

人（其中普通本科生10576人、专科生2300人，预科生49人，硕士生

369人，留学生107人），夜大（业余）学生数7752人。现有教职工1125

名，其中专任教师839名，副高级及以上专业技术职务的教师335人，

具有博士学位教师337人。教师队伍中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者2

人。上海高校教学名师4人。 

学校人才培养覆盖工学、管理学、经济学、文学、理学、艺术学



6个学科门类、24个专业类别。“材料科学与工程”学科获批上海高

校一流学科建设B类（培育）并曾参与上海高校Ⅳ类高峰学科建设，

“环境科学与工程（资源循环科学与工程）”学科获批上海高校II

类高原学科建设。“十四五”期间，学校结合高水平地方高校建设目

标，依据规划安排建设“机械工程（智能制造工程）”、“材料科学

与工程（节能与新能源材料）”两个高原学科。有国家级特色专业3

个，国家级一流本科专业建设点2个，教育部卓越工程师培养计划专

业2个，教育部“本科教学工程”地方高校第一批本科专业综合改革

试点1个，上海市属高校应用型本科试点专业10个，上海市一流本科

专业建设点8个，上海市本科教育高地建设项目8个，上海高校全英语

规划专业备案项目2个。有中本贯通专业4个，中高贯通专业6个，高

本贯通专业1个。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环境工程专业认证申请被中国

工程教育专业认证协会受理。有国家级一流本科课程1门，国家级精

品课程3门，上海市精品课程28门，上海高校市级教学团队16个，上

海市教委重点课程104门，上海高校优质在线课程3门，上海高校优质

混合式在线课程示范案例3门，国家级新工科研究与实践项目1项，上

海市新工科研究与实践项目2项，上海高校本科重点教学改革项目26

项。上海计算机课程教学改革项目1项。近三年，学生参加省部级及

以上各类学科技能竞赛213项，共获得奖项739项，其中国家级奖项325

项。年均1500余名学生参与市级及校级大学生创新项目。在2020年首

届全国职业技能大赛中，2名学生分别荣获金牌、铜牌。 

学校承担国家“863”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大项目、国家



重点研发计划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基金

项目等国家级项目百余项。曾入选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计划1项、

东方学者特聘教授5项（含青年）、浦江计划3项、曙光计划7项、扬

帆计划12项、启明星计划1项、阳光计划8项、晨光计划17项等人才类

项目。作为第一单位获上海市科学技术奖二等奖3项，三等奖4项。学

校与上海材料研究所联合共建“上海市工程材料应用与评价重点实验

室”，与国家无线电监测中心检测中心合作共建“工信部重点实验室

上海第二工业大学分实验室”。学校科技园获批成为国家级大学科技

园。 

学校与36个国家和地区的150余个高校和机构建立稳定的合作关

系。与澳大利亚昆士兰州TAFE教育集团合作举办昆士兰学院，与美国

布劳沃德学院合作举办2个中外合作办学项目，与香港蒙妮坦国际集

团合作成立蒙妮坦学院，联合开展人才培养活动。与北京联合大学、

深圳职业技术学院和台北科技大学等两岸多所高校轮流举办“海峡两

岸应用性（技术与职业）高等教育学术研讨会”，在两岸职业教育领

域具有较大影响。 

学校主校区位于上海浦东金海路，建筑面积近30万平方米，其中

实验实训中心4万多平方米，工程训练中心2万多平方米。拥有标准实

验室47个，实验用房面积6.6万平方米，教学科研仪器设备固定资产

总值5.53亿元，馆藏纸质图书147万余册，电子书273万余种。学校实

行校部（院）二级管理体制，设有智能制造与控制工程学院、计算机

与信息工程学院、资源与环境工程学院、能源与材料学院、文理学部



（下设理学院、外国语学院、公共关系学系、通识教育中心）、经济

与管理学院、应用艺术设计学院、高等职业技术（国际）学院、国际

交流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体育部、工程训练中心、艺术教育中心、

继续教育学院、上海劳模学院、职业技术教师教育学院等16个二级教

学单位。 

学校是“上海市依法治校示范校”，连续8次获评“上海市文明

单位（文明校园）”。学校为“全国职业教育先进单位”、“中国应

用技术大学联盟”成员、“上海市职业教育协会”副会长单位、“上

海市金桥出口加工区企业协会”常务理事单位、“浦东职业教育集团”

理事单位。 

在新的起点上，学校将紧扣时代脉搏，全面贯彻落实校第五次党

代会确定的目标任务，传承和发扬“勤奋、自强、求实、创新”的校

风，“厚生、厚德、厚技”的校训和“艰苦奋斗、自强不息、务实创

新、追求卓越”的学校精神，以立德树人为根本，培养精技术、重责

任、国际化的应用型创新人才，为把学校建成以工科见长，多学科交

叉融合、协调发展，产学研紧密结合的高水平应用技术大学而努力奋

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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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组织机构 

1.指导单位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绿色物流分会 

中国运筹学会 

全国物流标准化技术委员会逆向物流标准化工作组 

上海市学位委员会 

中国物资再生协会 

2.主办单位 

上海市学生事务中心 

上海市就业促进中心 

上海市物流协会 

上海市物流学会 

上海市运筹学会 

上海第二工业大学 

3.承办单位 

上海第二工业大学研究生部 

上海第二工业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 

上海大学管理学院 

4.冠名赞助 

云丰国际物流（上海）有限公司 

5.秘 书 处 

上海第二工业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 

  



二、第五届“云丰杯”全国绿色供应链与逆向物流设

计大赛决赛评委、观察员信息 

1、15 位评委，分 3 组 

组别 评审专家 单位 

1 

束金龙 上海市学位委员会 

刘建国 清华大学 

杨斌 上海海事大学 

白延琴 上海市运筹学会 

陈铭 上海交通大学 

2 

镇璐 上海大学 

石小法 同济大学 

刘建林 复旦大学 

刘伟华 天津大学 

傅培华 浙江工商大学 

3 

殷飞 上海市粮食和物资储备局 

胡斌 上海工程技术大学 

刘晓虹 中央财经大学 

程永宏 安徽工程大学 

卓武扬 上海第二工业大学 

 

2、9 位观察员，分 3 组 

组别 观察员 单位 

1 

周勤 上海市市场监督局 

陆飞凤 上海瑰丽酒店管理有限公司 

马云 飞蚂蚁 

余长君 上海市运筹学会 

2 

肖刚 上海市商务委员会 

赵洁玉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 

卓宏毅 上海德雷威汽车工业有限公司 

李伽宁 
Huntsman Chemistry R&D 

Center(Shanghi)Co.,Ltd. 

3 

戴纯刚 小松鼠（上海）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崔燕 中国物资再生协会 

余佳 上海玲珑科技有限公司 

董重青 见实（上海）教育科技有限公司 

马宏博 上海学为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三、决赛日程安排 

时间：2021 年 10 月 23 日（周六） 

地点：上海浦东新区金海路2360号图书馆 

时间节点 内容 要求及负责人 

8：30-8：45 
嘉宾、专家评委报到 

参赛选手报到 
图书馆 1 楼大厅 

8：50-9：00 评委说明会 图书馆 327 

9：00-9：30 

开幕式主持：二工大徐玉芳副校长 

⚫ 二工大校长谢华清致开幕辞 

⚫ 上海市学位办束金龙主任致辞 

⚫ 上海市学生事务中心赵猛主任致辞 

⚫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绿色物流分会

执行副会长蒋浩致辞 

⚫ 上海市四个委办代表发改委产业处朱

思民处长致辞           

⚫ 云丰物流总裁董彬先生致辞 

⚫ 评委代表宣誓（复旦大学刘建林教授） 

⚫ 选手代表宣誓（浙江大学代表） 

图书馆 400 人大厅 

现场出席人员： 

15 位专家评委、9

位观察员、嘉宾及领

导 

注：致辞每人 4 分

钟，1 分钟主持人串

词、领导上下主席

台；宣誓 2 分钟 

9：35-9：50 领导与大赛组委会成员合影 图书馆 1 楼 

10：00-12：00 A/B/C 三组分赛场按顺序答辩 

图书馆 221，223，

227 

研究生：30分钟/组； 

本科：20 分钟/组  

12：00-12：30 午餐 19 号楼一楼餐厅 

12：40-15：40 A/B/C 三组分赛场答辩 

图书馆 221，223，

227 

研究生：30 分/组； 

本科：20 分钟/组 

16：20-17：00 

 

颁奖典礼主持： 

二工大经管学院卓武扬院长 

⚫ 上海海事大学研究生院院长杨斌教授

对研究生组做赛事点评和总结 

⚫ 上海市粮食局局长殷飞对本科生组做

赛事点评和总结 

⚫ 上海市学生事务中心姚栋华部长对本

图书馆 400 人大厅 

 



届赛事总结，并颁发优秀组织奖 

⚫ 上海市运筹学会白延琴会长宣布获得

优胜奖名单 

⚫ 上海市物流协会陈震会长宣布获得三

等奖名单 

⚫ 上海市就业促进中心领导宣布获得二

等奖名单（待定） 

⚫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绿色物流分会

执行副会长蒋浩与上海市学生事务中

心王涛副主任宣布获得一等奖名单 

⚫ 上海市学位办束金龙主任与云丰国际

物流（上海）有限公司董事长董平先

生共同宣布获得特等奖名单 

⚫ 所有获奖选手与评委和嘉宾合影 

⚫ 主持人宣布大赛圆满结束 

 

 

  



四、决赛学校分组 

        研究生组 本科 1 组     本科 2 组 

编号 学校 编号 学校 编号 学校 

10014 上海海事大学 10004 上海第二工业大学 10061 五邑大学 

10047 上海大学 10012 河北农业大学渤海校区 10063 五邑大学 

10073 福州大学 10065 五邑大学 10023 同济大学 

10135 上海工程技术大学 10033 上海海事大学 10203 广东工业大学 

10169 澳门科技大学 10036 华南理工大学广州学院 10205 上海海关学院 

10193 成都理工大学 10046 同济大学 10229 安徽工程大学 

10201 上海第二工业大学 10060 五邑大学 10230 重庆邮电大学 

10204 上海海事大学 10115 中国海洋大学 10242 浙江大学 

10208 上海大学 10127 上海工程技术大学 10261 东华大学 

10222 上海大学 10153 浙江万里学院 10288 上海海事大学 

10270 上海大学 10163 安徽工程大学 10300 广东工业大学 

10312 上海第二工业大学 10171 华东理工大学 10305 广州华商学院 

  10187 安徽工程大学 10308 岭南师范学院 

  10290 安徽工程大学 10111 
江西经济管理干部

学院 

  



五、上海第二工业大学金海路校区示意图 

  



六、赛事服务指南 

1、联系方式 

上海第二工业大学会务组 

联系人：林老师（15316520626） 

    尉老师（15133535312） 

2、报到注册（线下） 

1. 报到时间：2021年10月23日（周五）13:00—19:00，23日（周六）

6:30-7:30。 

2. 报到地点：上海第二工业大学浦东新区金海路2360号图文信息中

心1楼大厅报到处。 

3. 报到时，请确认领队和队员的姓名和联系方式，在沪期间务必保

持电话畅通。 

4. 各参赛队在报到处注册后，派代表前往决赛现场并进行电脑测试。 

3、决赛现场注意事项（线下） 

1. 决赛现场设在上海第二工业大学图文信息中心楼221（A组）、223

（B组）和227（C组），赛场配有投影、音响、电脑、激光笔。 

2. 参赛队伍的所有参赛作品打印版材料需带到答辩现场，交给工作

人员。 

3. 答辩时不得使用自备电脑。 

4. 候赛室。大赛候赛室设在图文信息中心三楼400人报告厅，现场配

有茶叶、纸杯。 

5. 研究生参赛队自述和答辩的时间共计30分钟，本科生参赛队自述



和答辩的时间共计20分钟。请在规定时间内完成答辩，在赛场后方有

比赛时间提示。 

6. 本次大赛为现场直播，答辩现场欢迎各位老师、同学旁听，旁听

时请保持安静，将手机调到振动或静音状态，有参赛队答辩期间禁止

出入。 

7. 比赛结束后，请各参赛队全体成员参加10月23日下午4点的颁奖典

礼。 

4、决赛注意事项（线上） 

(1) 比赛前期举办方将提供一个微信群聊的二维码，作为前期沟通和

问题反馈渠道。 

(2) 比赛全程通过电脑端登入腾讯会议，前期请各位选手的检查电脑

网络、麦克风、摄像头、PPT等答辩资料。 

(3) 举办方会准备一张jpg格式图片作为虚拟背景，请各位选手提前

测试抠像效果（建议使用纯色背景）。 

(4) 选手参赛只用一个账号登入腾讯会议，并将用户名字改成序号+

学校名称如“A1+上海第二工业大学” 提前需要将每一个组员召集在

一起，确保全员在摄像头画面中，由1位选手进行主讲，其他选手进

行补充。 

5、食宿安排 

本届大赛组委会安排23日中午的午餐，住宿及其他参赛队自理。 

6、交通路线 

决赛地址：上海第二工业大学浦东新区金海路2360号图书馆 



交通路线： 

到达铁路上海站：可乘坐地铁4号线（到世纪大道站）再换乘地

铁9号线（到顾唐路站3号口出），据学校北门约800米。 

到达铁路上海南站：可乘坐地铁1号线（到徐家汇站）再换乘地

铁9号线（到顾唐路站3号口出），据学校北门约800米。  

到达浦东机场、虹桥机场和虹桥火车站：可乘坐地铁2号线（到

世纪大道站），再换乘地铁9号线（到顾唐路站3号口出），据学校北

门约800米。 

其他路线：学校附近有公交车991、790、浦东20路、地铁9号线

等。 

在沪期间外出活动应提高安全和防疫意识，积极防范各类人身伤

害，确保您的安全。请留下准确的联系方式，并保持畅通，以便我们

及时联系到您。 

尽量不要携带大量现金和贵重物品，如有贵重物品请妥善保管。 

请各参赛队随时留意大赛公告。 

请各位老师、同学带好合适衣物。 

  



七、疫情防控工作实施方案 

由上海学生事务中心主办、上海第二工业大学等单位共同承办的

“云丰杯”第五届全国绿色供应链与逆向物流设计大赛决赛将于

2021年 10 月 23 日（周六）在上海第二工业大学学术交流中心举行。

决赛当天有大赛评委、观察员、参赛选手等近百人到校。考虑当前疫

情防控的原因，经与主办方沟通，决赛拟采用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

进行。40 支队伍参赛队伍中，有 4 支队伍选择参加线上答辩，有 36

支队伍选择参加线下答辩。 

为保障全校师生员工及所有参赛人员的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保

证决赛顺利举行。根据上级最新疫情防控工作要求，经学校疫情防控

工作领导小组研究，制定本赛事疫情防控工作实施方案。具体防疫规

定如下： 

1.实施健康排查。所有进校人员应在 2021 年 10 月 22 日前完成

“随申码”、“行程码”的核验，经学校疫情防控工作领导小组审核

通过后进校。 

新冠肺炎确诊病例、无症状感染者、疑似患者、确诊病例密切接

触者，或治愈未超过一个月的病例、不能排除感染可能的发热患者，

不能参加本次决赛。决赛前 14 天内有境外或非低风险地区活动轨迹

的，或者决赛前 3天内有发热症状的，不能参加此次现场决赛，并按

本市疫情防控最新规定要求处理。 

2.实施核酸检测。决赛日前 14 天有外省市低风险地区旅居史的

参赛人员，须提供决赛当天前 48 小时内新冠病毒核酸检测阴性报告



方可申请进校参加决赛。 

3.实施进校查验。经审核批准的所有进校人员，决赛当天应配合

安保查验“随申码”、“行程码”及测温，佩戴口罩，查验合格后进校。

所有进校人员要确保决赛当天的“随申码”和“行程码”处于安全状态，

并对其真实性负法律责任。 

4.做好清洁消毒。学校在决赛主会场、分会场、休息场所及 19

号楼餐厅摆放清洁消毒用品，并在休息时间做好清洁消毒工作。比赛

现场所有人员戴好口罩，并注意做好自我保护。 

5.用餐问题。参赛学生用餐统一送到 19 号楼，在底层大厅分批

用餐。用餐完毕由专人清理消毒。评委、观察员、嘉宾及工作人员在

19 号楼餐厅分批用餐。 

6.做好应急预案。学校安排专门防疫志愿者，储备足够的防疫物

资。如有参赛人员在决赛现场出现体温≥37.3 度,将按规范立即转送

至就近发热门诊进行排查，不得继续参加活动，并做好相应场所的消

毒工作。 

学校将根据疫情发展形势以及上级要求及时调整疫情防控措施。 

 

  



八、云丰国际物流(上海)有限公司简介 

云丰国际物流（上海）有限公司总部位于上海浦东新区港城路

2008号，辖有五个物流基地及一个运输部，从事国际海上、航空、陆

路货物运输代理，仓储（除危险化学品），人工装卸，搬运，物流信

息咨询，保税港区内贸易及贸易代理，道路货物运输，从事货物和技

术的进出口业务；另拥有160多辆集卡车，主打专业港口物流运输。

公司从业人员总计800余名，其中具有中、高级物流师专业技术职称

人员近50人。近三年来，公司运营业务稳步发展，经济效益持续向好。  

云丰国际战略愿景：“做优港口物流，建造百年云丰。”“云丰”

商标获准在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注册,另有7个商标也已在国家注册。

同期，公司通过了ISO9001；2015国家质量管理体系认证，ISO14001：

2015环境管理体系认证，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OHSAS18001；2018

标准认证。2015年，企业获得国际物流综合服务型AAA级企业资质，

成为上海市物流协会会员；上海市货代协会会员；成为美国ctpat反

恐论证；上海市交通运输行业协会会员和上海市诚信企业中国物流网

会员。云丰国际先后多次获得全国先进物流企业称号，获得中国物流

与采购联合会科技进步一等奖荣誉。  

目前，公司发展迅疾，科技创新、资本运作和创设新的经济增长

点等战略同步推进。公司与上海优意士通讯中心合作研发了云丰物流

互联平台（集易通网站及集卡司机APP），通过有效整合资源，建立起

了方便快捷的业务交易。云丰通过与韩国极东物流有限公司合资，组

建上海极东靖驰物流有限公司，从而填补了危险品运输的空白。同期，



云丰国际与上海第二工业大学合作研发国内货物配送系统。  

建企18年来，云丰国际无论小微起步还是现今规模初具，从来感

恩社会，思谋回馈，坚持在传承人文精神、承担社会责任上有所作为

和体现自觉。目前，企业办有内部报纸《文化云丰》，建有“文化天

地”和职工篮球队，使得“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由此促进形成了

“文化云丰、活力云丰、发展云丰”的良好局面。 

2017年6月，跟进国家精准扶贫战略，云丰国际制定扶贫助学五

年行动计划，定点重庆万州龙沙中心小学，承担起20名贫困学子整个

小学期间教育费用。2019年为安徽省天长市石梁九年制学校捐资助学。

而且在玉树和鲁甸突发地震灾害期间，全员捐款捐物，为灾区民众热

诚送去了关爱。多年来，云丰始终是地区无偿献血的热心企业，就近

的敬老院、烈士陵园等爱国主义基地，总是云丰党团组织奉献爱心和

开展思想教育的场所和前沿阵地。 

创业18年，云丰国际一直以来，以追求卓越、追求品质为己任，

志在立足物流引领未来。着眼于未来，云丰国际自觉把可持续发展视

作打造知名公众化公司百年基业的决定性因素，与环境友好持续发展

已经成为公司的大政方针。继2017年冠名赞助全国首届逆向物流设计

大赛后，2018年，2019，2020年云丰国际再度成为第二届、第三届、

第四届设计大赛冠名赞助商，2021年“云丰杯”第五届全国绿色供应

链与逆向物流设计大赛也已起航，云丰国际呼吁全社会、全人类倡导

绿色循环可持续发展，为人类的生活更美好做出一点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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