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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 表 说 明

一、本表须使用计算机如实准确填写。

二、创业作品名称应准确规范，最多不超过 40个汉字

（含标点符号）。

三、团队成员名单和指导教师一经上报，超过网上申报

截止日期后不得更改，每个团队由 3－5学生组成，指导教

师不超过 2人。

四、表格（表一除外）内所有文字均要求为仿宋、小四

号、标准字距、单倍行距，不得随意调整格式。

五、如需在表格中插入表格、图片和视频等，可将存放

表格、图片和视频的网络地址做成超链接，供网评专家点击

查阅。存放表格、图片和视频的地址原则上应在世界大学城。

六、纸质材料要求用 A3或 A4纸双面打印，左侧装订

成册，一式一份，不需特别包装设计。如有相关附件，可另

行装订成册一并报送。

七、如有其他不明事宜，请与湖南黄炎培职业教育奖创

业规划大赛组委会秘书处联系。



一、基本情况表

团
队
基
本
情
况

领衔人 穴凯 电子邮箱
441870
982@q
q.com

专业 机修 年 级 二年级

学校全称 中南工业学校

邮 编 414000

市州推荐人 苏立根

学校地址 湖南省岳阳市花板桥路樟树巷 48号 市州推荐人

电 话
15173070999

团队成员

（含领衔人）

姓 名 性别 专业 年级 任务分工 联系电话

穴凯 男 机修 二年级 总经理 13873041500

陈昌州 男 电工 一年级 技术部经理 18707300399

陈思奇 男 安装 一年级 市场部经理 15684958278

王蕾 女 机器人 二年级 销售部经理 18711217925

袁招 女 财会 一年级 财会部经理 18373000663

作品所属领域（划√） 产品（ √ ） 服务（ √ ）

指
导
教
师

姓 名 职务或职称 电子邮箱 电话或手机

彭阳 高级营销师/讲师
441870982
@qq.com 13017220260

付勇全 讲师
948895974@

qq.com 18817004207

资

格

确

认

1、本申报评审书申报者均为在校学生。

2、本申报评审书是学生独立（合作）完成或在老师指导下完成。

3、本申报评审书所提供的申报材料真实可信。

本申报评审书申报者均为中南工业学校中职在校学生，其成员在指导老

师的指导下独立完成了此申报评审书，所提供的申报材料真实可信。

特此资格确认。

学校公章：

年 月 日



二、创业点子概述

1、创业点子的基本内容介绍，包括独特性、新颖性、创新性等；

2、创业点子的产生过程介绍，是怎么想出来的？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想法？

一、创业的基本内容介绍：

创意插座产品最大的需求市场来自各种家电应用，如电视、电话、冰箱、

洗衣机各类音频/视频应用和各种消费电子产品。随着我国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断

提高，家庭现代化和办公自动化的不断发展，对可移动的排插的需求不断上升。

因国内插座产品的原材料、技术、人力等资源配置良好，产业在过去十多年得

到了飞速发展。国家插座的安全标准、节能要求等不断出台，在很大程度上推

动了产品安全性能的提升和产业技术升级。如国内企业不断引进国外设备以提

高产品的精度。制造商们正在不断研制和推出高附加值的产品，比如可提供更

多接口数量插座和安全保护的创意插座。

1、独特性：流畅圆润的结构设计，创意插座产品使接插变得轻松简单。插

槽采用紧凑线型设计，大大增加了插座数量，使用较传统排插更安全更高效。

2、新颖性：大大的提升了插座使用效率，使插座标准化、智能化。

3、创新性：此产品可用于家庭场所，也可用于工业作业场所。

排插产品效果图

二、创业点子产生过程：

（一）创意插座项目简介

可能很多消费者都没有注意到，目前市面上的插座其实跟前几年相比有了

很大的变化。2010年 6月 1日，国家相关部门颁布了新国标，明确禁止生产万

用孔插座，要求生产两孔和三孔分开组合形式的插座。这种插座的插头与插座

的接触面积更大、接触更为紧密，能够最大程度降低触电隐患。而之前的万用

插座由于插孔太大，插座接片与电器插头接触面积过小，容易使接触片过热导



致火灾事故的发生。小孩子将手指放入有触电危险，金属碎屑掉入也可能导致

短路。

我们公司创意插座一改一插头一插孔的传统作法，将两孔或三孔沿插座纵

向开槽，这样可将所有两孔或三孔插座分别放在同一个插槽上，这样合理布局，

可以让相同孔数的插头同时插在对应插座上。

（二）、项目市场保护措施

1、此产品为我公司最新研发的产品，符合国家大政方针，具有广泛的市场

前景。国家“十三五”规划中明确指出以产业升级和提高效率为导向，大力发

展工业设计和创意产业，加快推动产业升级。

2、随着消费升级和制造业产业升级，于此同时中国制造 2025提出了将着

重提高创新设计能力的战略目标，《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

（2006-2020年）》指出了建设若干具有世界影响力的创新设计集群，培育一批

专业化、开放型的工业设计企业，鼓励企业建立研究设计中心，向设计和出口

自主品牌产品转变。设立国家工业设计奖，激发全社会创新设计的积极性和主

动性。

3、本公司下一步将逐步着手向国家专利部门递交公司产品专利申请书。

（三）、产品工作原理和技术水平

我们家中常见的插座都是五孔的，上面两孔，下面三孔。本来是一个可以

支持不同电器工作的好设计，但很多人在使用过程中都发现，由于两孔与三孔

之间间隔太小，同时插上两种电器的成功率几乎为零。不管是自己装修自购插

座，还是市场上精装房里统一安装的插座，不同的只是面板的材质，上述使用

问题始终没有被很好地解决。

我们公司创意插座产品将以上问题完美解决，即将插座两孔和三孔分别设

计在相应对称的位置，将插槽变为平行的两排或三排，两孔位置可以将所有两

孔插头兼容，三孔位置可以将所有三孔插头兼容，这很好的解决了二孔和三孔

同时插上不兼容的情况。

（四）、产品应用前景

近年来，电器使用日益普遍，为创意插座的推广和普及提供了广阔的市场，

预计 3至 5年内，产品销量可达 100万只。且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和能源紧缺

问题的日趋严峻，将导致需求量的大幅度增加，从而推动市场较快增长。综上

所述，本产品具有强大的市场竞争力，利润高，市场空间广阔。

墙插产品效果图



三、市场调查与预测

1、对创业点子是否做过可靠的市场调查？请阐述市场调查的内容与结果；

2、在市场调查的基础上预测该创业点子的可行性及潜在的消费者市场；

3、分析做这个创业点子的优劣势。

一、国内外创意插座行业市场调查

SAM是一款功能集成性很强的智能插座，这是一款带传感器的国外生产的

创意智能插座，可以感知外部环境的某些参数进而实现自主控制。产品内置了

包括温度传感器、动作传感器等在内的多个传感器，可以检测室内温度、亮度

等参数，然后自主控制空调、灯光等相关器件以调节至合适的情景。

二、可行性分析

近年来，电器使用日益普遍，为创意插座的推广和普及提供了广阔的市场，

预计 3至 5年内，产品销量可达 1000万只以上。且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和能源

紧缺问题的日趋严峻，将导致需求量的大幅度增加，从而推动市场较快增长。

综上所述，本产品具有强大的市场竞争力，利润高，市场空间广阔。

三、潜在消费者市场

截止 2014年 12月，与去年同期相比，创意插座搜索指数环比上涨 218.8%，

对创意插座感性的网友不在少数，根据搜索指数排名得出，上海、北京、广东、

浙江、江苏这五个城市的朋友对智能插座关注度最高，其中 25-29岁是主要人

群，占比 29.7%；30-34岁人群其次，占比 24.2%。

四、项目的 SWOT分析

外部因素 内部因素

机会（Opportunity） 优势（Strength）

市场：创意插座市场刚刚启动，处

于生长期，市场容量很大，竞争还

不太激烈，利于在市场占有一席之

地。

产品：提供高中低三种价格可供选

择，针对企业、装饰设计业、家庭等

开发相对应的产品投放市场。

市场：创意插座市场刚开始启动，客

户对产品有一定的熟悉度，接受度有

所提高。

威胁（Threat） 劣势（Weakness）

运营：目前大部分潜在插座企业都

有在全国建立销售网点趋势，实力

比较强；

生产商：部分插座厂商都在设计和

开发新型插座产品，他们更有品质

保障和规模优势。

品牌：刚起步，有待宣传提高知名度；

产品：产品系列少，还无法满足用户

不同需求，需加强系列产品开发；

运营：需要比较强的资金实力；

组织：营销团队有待建立。



四、实施计划

1、创业点子未来的整体实施方案；

2、重点介绍营销计划；

3、经营目标。

一、创业项目未来整体实施方案

（一）、营销目标

公司的营销目标是要在两年内成为创意插座湖南省第一或第二品牌、国内一

线品牌。

因此，我们制定了近期的营销目标：

年度 区域 营销目标

第一年
湖南省各

市级城市

建立样板市场（家庭、政府、企事业）并研发产品和量

产，自己投入并运营，或交给其他公司提供代工生产。

第二年 全国一线城市
在全国一线 20 强城市招商（代理商或运营商），至少

进入 5 个城市，并寻求与当经销商合作。

第三年 全国二线城市
在全国二线城市 20 强招商（代理商或运营商），至少

进入 20 个城市，并寻求与当地代理商合作。

1、市场细分：分为创意插座生产商（自有品牌、OEM）、运营商；而创意

插座的产品又分普及、中端、高端。

2、目标市场：做普及型创意插座生产商（自有品牌、OEM）。

3、市场定位：普及型、中档型消费市场产品生产商。

（二）、营销组合策略

1、产品

我们认为，在各类创意插座行业中，对于那些在质量与性能上与传统产品有

竞争优势的品种，应提高自己的市场定位，使消费者对产品形成正确、正面的认

识，由此引领同一产品行业获得更广泛的市场。

2、价格

建议公司定价参考竞争对手价格进行定价：比竞争对手略低的价格。

① 制定产品出货价：

价格包含：厂家的供应价+运输费用+市场宣传费用+经销商返利+公司利润

② 制定销售政策：

A、采取多让利经销商的原则。即：供给经销商价格高，但返利也高。

B、对经销商的返利，实现阶梯政策，最大限度的刺激销售。

3、渠道

经销商最根本的特质和优势在于其经销网络和渠道，因此，生产商只需要按

照地区而不是具体的批发市场来划分经销商的授权范围，并选择在特定地区内具

有较为广泛和成熟经销网络的经销商，组织起较为宏观的经销商网络。通过生产

商和经销商的共同努力，则可以在各地区内获得发展。在此期间，也应该建立经

销商的激励和淘汰机制,并在同一地区通过考察选择更有实力的销售商。

4、促销

广告：



建立创意插座直销（淘宝、天猫）网站，并进行网上宣传。

并通过岳阳样板市场的建立，利用传统媒体记者，帮忙写新闻稿发布（投放

快递和邮政行业的媒体）。

人员推销:成立项目事业部，并在计划开拓的 20强一线城市，招商开拓市场，

营业推广：对各地建立的第一个样板网点给予价格支持。

公关：建立与社区之间的关系，开展创意插座科普日活动。

二、营销计划：

市场奠定期 市场开拓期 跨越发展期 稳定发展期

立足面向客户精确

定位服务，完善在线

网络服务，树立品牌

形象，开拓创意插座

市场。

覆盖家庭和企事业

单位，提升品牌知名

度，建立客户使用反

馈机制。

发展加盟商，开辟

全国一线城市地区

市场；提供品牌认

可度；制定全方位

的产品服务策略。

丰富和完善销售渠

道；维持扩大一线城

市市场份额；同时打

开二、三线城市市场；

实现利润持续稳定增

长。

三、项目市场三年预期发展形势：

1、公司基本发展规划

A.针对本公司产品开发易于模仿，市场竞争压力大，容易遭遇设计瓶颈致使

与多元化的个性化消费市场不相适应，在公司发展的几年时间内，本公司将引进

高新技术人才，加强自主开发研究，创新出更多符合智能化、人性化的技术与产

品。同时加大对其的经济投入。

B.吸取现代企业销售的经验，采取灵活多变的营销策略，采用多种不同平台

的销售渠道、宣传方式，并加强自身员工与生产管理，树立良好的口碑，从而达

到扩大自身产品的影响力与覆盖人群、消费人群。

C.积极探寻新技术，新方法，面对不同的消费人群的经济水平、生活习惯，

找出产品所存在的缺陷进行改良，推出面向特定人群具有特定功能的产品。另外

按照市场需求、优势互补、互利互惠的原则，实行多领域、多项目的联合，加快

市场开发，并着眼于一些新空白的开发领域，以此丰富公司产品，壮大企业经营

能力。

D.进一步完善、健全公司内部的各项管理制度和管理程序，以制度管人，按

程序办事，使企业管理进一步走向规范化。一方面建立一套完整的员工培训体系，

坚持基础教育培训与岗位培训相结合。建立出一套完整的员工培训体系。另一方

面调整公司内部机构设置，充分突出公司的技术独家的优势，灵活应对市场变化。

2.、总体发展规划

本公司注重短期目标与中长期战略的结合。

导入期(1-3年)：
第 1年：

A.产品导入市场，拓展市场容量，树立品牌形象，积累无形资产； 加强有

效宣传的力度，实现多样化、立体式宣传战略；

B. 初步将产品迅速销售到对于创意插座有需求的人群手中，挤占零售市场的

份额，为以后扩大销售对象、范围作准备；加大资金流通，为扩大服务规模和服



务种类做准备。

第 2-3年：

A.通过扩大公司规模，根据消费者的需求继续开发新的产品，丰富产品类型，

扩展一些空白领域，增加市场占有率，提升品牌形象，扩大公司影响力，增加无

形资产；

B.公司服务基本成熟，拓展市场，形成优质低价的品牌印象，增加投入，重

点开发销售、服务的新方式，扩大服务网络，吸收 1-2合作连锁店，并开启网上

商店。

发展期(4-5年)：
A.建立地区管理网络,整合优秀资源，努力争取在主要的市、县区开设一家以

上的售后服务中心，树立出知名度；并能与 1-2家当地施工企业合作，将自身产

品用到其预算当中；

B.调查、研究适合本产品和当前市场状况的销售网络；完善、建立自身高效

的管理、运营模式，提升管理水平，准备开发与本公司产品有关联的周边产品，

扩大销售种类。

中后期(6-10年)：
A.全力开拓全国创意插座市场，争取 10 年内实现在全国各主要大中城市市

场建立销售实体店或进驻各大主要销售创意插座平台网络，让人们认可本公司品

牌,提高管理运营体制，努力建成全国创意插座应用的领先企业，并有针对性开发

创意插座个性化服务产品。

B.利用本公司在创意插座应用开发的理论和技术优势，开发研制相关类服务

和产品，实现服务多元化，拓展市场空间，扩大市场占有率，成为创意插座行业

应用的领先者。

3、创业目标：

鉴于我们在校学生创业所存在的多种情况，我们要在创意插座生产和销售行

业占有一定的市场份额，那我们就要塑造属于我们的公司品牌。而我们公司主要

是以做好服务为宗旨，以生产技术为基础，以尽我们最大的可能去解决顾客设备

操作上的便利为目标，以此来打造属于我们的品牌。

主要发展目标：

1）、前期目标

通过与企业合作的方式，在湖南省各市州占有一定有市场份额，并在此过程

中不断打造我们的品牌，增强我们的知名度，增加我们的业务量，增强我们的行

业竞争力，争取更大的市场空间，争取更多的合作伙伴。站稳脚根，打响公司品

牌知名度。

2）中期目标

在前期的基础上要把扩大我们的规模， 扩展我们的业务，我们可以把范围

扩大到岳阳、长沙、武汉周边市县，将我们的品牌推广到更广阔的地区，以争取

更大的市场份额。我们考虑成立售后服务中心和创意插座专卖店，争取与各市县

施工企业合作，树立我们公司整体形象，为将来公司上市打下基础。

3）、后期目标

在前两者都基本完成，且实际情况也基本成熟时候，客户基本稳定的时候。

我们将考虑成立规模更多售后服务中心和培训中心。除了原有的 24小时客户服

务项目外，我们逐步增加创意插座免费培训服务，利用我们所占有的市场份额来



从事各种类型创意插座的生产和销售。我们还将考虑设立分公司，或者兼并一些

同类的电钻生产企业，面向全国市场。

公司经营目标计划表

经营指标
前期目标

（1 年）

中期目标

（2 年）

长远目标

（3 年）

销售收入

实现 50万年销售收入，

年销售收入增长率 10%
以上。

实现 80万年销售收入，

年销售收入增长率 15%
以上。

实现 100 万年销售收

入，年销售收入增长率

20%以上。

市场占有率
预计市场占有率 1-2 年

内达到 2%。
预计市场占有率 3-5 年

内达到 5%。
预计市场占有率 5-10
年内达到 10%。

利润率
实现利润率达到 44%以
上的增长目标。

实现利润率达到 55%以
上的增长目标。

实现利润率达到 60%以
上的增长目标。



五、市州初赛意见

创新点及推选理由

市州初赛责任人：

年 月 日

六、专家评审意见

是否进入半决赛及其理由：

专家评审委员会负责人：

年 月 日

七、半决赛现场答辩成绩

专家一 专家二 专家三 专家四 专家五 专家六 专家七

得 分

总 分

现场答辩专家组负责人：



八、总决赛现场答辩成绩

专家一 专家二 专家三 专家四 专家五 专家六 专家七

得 分

总 分

现场答辩专家组负责人：

九、省大赛组委会意见

省大赛组委会负责人：

年 月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