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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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过申报截止日期

（6 月12 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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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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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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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 年 级 二年级

学校全称 中南工业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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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州推荐人 苏立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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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 话
15173070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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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强 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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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应用
二年级 总经理 18390066759

卢东廷 男
数控技

术应用
一年级 销售经理 13203028526

钟海良 男
数控技

术应用
二年级 技术经理 13487723079

彭乐 女
数控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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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仲慧 女
模具制

造
二年级 人事经理 183901815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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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
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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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灿 高级技师
275442993@

qq.com
13975008631

杜君 高级技师
523164@qq.c

om 13762015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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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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校公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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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创业点子的基本内容介绍：

在日常的家庭装修亦或者是学校实训场地的改造，需要在墙面及地面放置膨胀螺栓。

这时，传统的施工方式是利用钻孔装置在墙面及地面开孔，极易造成大量的粉尘扩散，

对施工人员和环境造成了不可避免的伤害。钻孔装置的便携式吸尘器，则是用于钻孔装

置在混凝土上开孔时防止粉尘的扩散。目前，市场上已有钻孔装置配套的电动吸尘装置，

但价格昂贵，重量较重。而钻孔装置的便携式吸尘器具有制造成本低，重量轻，使用便

捷，经济等优势。

产品技术原理：

钻孔装置的便携式吸尘器，包括上部吸管、下部吸管、吸管堵头、弹力吸尘罩、密封卡

具等，均为自制。用于钻孔装置的便携式吸尘器主要特征有：

（1）上部吸管：用于粉尘的吸入，处于弹力吸尘罩内，包含内部吸尘风道；

（2）吸管堵头：用于上部吸管下口密封；

（3）下部吸管：上口可以和上部吸管连接，下口和吸尘器的吸尘管可以相连；

（4）弹力吸尘罩：在钻孔装置深入过程中，弹力吸尘罩可以收缩，防止钻孔装置使用过

程中粉尘的扩散，利于吸管可以将粉尘全部吸入；

（5）密封卡具：用于吸尘净化器和钻孔装置的固定；

（6）该工具即能和吸尘器配套使用，也可以单独使用，拆装简单、方便携带，效果明显。

钻孔装置的便携式吸尘器简图

二、 创业点子概述



简要说明：

（1）首先将此用于钻孔装置的便携式吸尘器安装到钻孔装置上，通过密封卡具紧固到钻

孔装置前端；

（2）如果不和吸尘器配套使用时，则使用吸管堵头将上部吸管进行封堵，上部吸管可以

起到集尘作用，当粉尘满的时候，可以拧开吸管堵头，清理上部吸管中的粉尘。

（3）当和吸尘器配套使用时，首先卸下吸管堵头，然后将下部吸管和上部吸管连接，再

通过下部吸管的柔性部分及紧固装置和吸尘器的吸管相连。

1.1 独特性

针对目前在混凝土上开孔的施工环境需要，结合市场上对钻孔装置的配套电动吸尘装置

的不足，我团队研发出了钻孔装置的便携式吸尘器。我们设计出了原理，然后请中国核

工业第五建设有限公司的罗彪、邓强两位专家进行改进，并且由他们二人申请了专利，

对我团队的知识产权进行保护。钻孔装置的便携式吸尘器的生产销售已取得他们二人的

许可。



1.2 新颖性

（1）环保

我团队设计的该产品，可以大量的粉尘进行集中处理，防止扩散到空气当中污染空气。

如果是在木板上进行钻孔施工，也可吸收大量的木屑，防止其扩散。

（2）健康

该产品设计的思路就是出于施工人员健康出发，常年在大量粉尘的环境下，使得施工人

员的肺部功能衰弱，大量肺泡坏死，严重影响和损害施工人员的健康。

（3）便携

该产品无需外接大型的吸尘箱，所有外接部件都只接在钻孔装置上，便于施工人员在高

空、地下等极限的环境下施工，缩短了工程完成的进度。

（4）安全

该产品的动力部分，在设计上出于安全的考虑，由钻孔装置的电动机完成，无需再另外

接电动机，施工人员只要在钻孔时对钻孔装置的使用操作规范，就可以确保其使用安全，

无需考虑该产品带来的安全隐患。

1.3 创新性

（1）用于钻孔装置的便携式吸尘器作为一种新的防粉尘扩散工具，已在工程中得到成功

的应用，该工具操作简单，安全，适用多种工况。

（2）用于钻孔装置的便携式吸尘器是集防粉尘扩散、粉尘收集功能为一体的工具，便捷

实用，价格便宜，易于携带，可以减少工具资源投入。

（3）根据不同工况可以选择是否和吸尘器配套使用，有效地控制粉尘的扩散，防止对周

围环境和人身健康造成危害。

应用实例：

世界首个AP1000核电站于2009年在浙江三门正式开工建设，由于存在大量设计变更，造

成房间内精密设备安装、运行后仍需进行安装工作，避免不了使用钻孔装置进行混凝土

墙面的支架安装，而支架安装过程中会产生大量粉尘，对房间内的设备和人员会产生很

大的危害。通过使用用于钻孔装置的便携式吸尘器，大幅缩减了房间内环境控制和成品

保护上的投入，有效地保护了设备的性能及人员的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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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2016年上半年寒假时，学校有一个实训场地电路改造项目，由两名教师带领三名学生

完成了这一项目。在施工的过程中，需要在混凝土墙面钻大量的孔用以安装支架。在钻

孔的过程中产生了大量的粉尘，环境十分恶劣，导致施工的进度断断续续。这时，一个

学生说要是能把粉尘吸走就好了。于是，两名教师和三名学生经过讨论，觉得可以在钻

孔装置上安装一个吸尘器，就可以将消除粉尘。在向校企合作企业，中国核工业第五建

设有限公司的相关专家咨询后，确定了以学生的设计为核心，企业专家负责制作并申请

专利，学生负责成立公司的思路，将制作的产品销售推广。

第一代产品制作出来后，是在钻孔装置上外接市面上的家用吸尘器，有一个较大的吸尘

箱，只能在特定区域使用。在向中国核工业第五建设有限公司内部推广时，由于工程当

中有许多特殊区域钻孔的情况，我团队的产品使用十分不便，于是确定了以携带方便为

主的设计思路，第二代产品应运而生，就是现在的钻孔装置的便携式吸尘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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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创业点子的市场调查

1.1.1 调查对象：

（1）施工单位的现场项目部领导

（2）现场施工的一线技术员和技术工人

（3）销售市场

1.1.2 调查方式：采取了实体走访谈话加市场问卷调查两种调查方式

1.2 调查内容：

（1）谈话内容：

我团队销售人员：在工程施工的过程中，有许多时候是需要进行钻孔的，请问对于钻孔带

来的粉尘，有什么危害，您这边的施工人员是怎么处理这些粉尘扩散问题的。

AP1000核电站三门项目部施工经理：在钻孔过程中，带来的粉尘会给施工人员的身体和周

边的环境带来伤害，有的地方安装了精密仪表或者设备时，粉尘会影响这些精密仪表和设

备的正常工作，严重时会导致事故的发生，但是目前没有太好的方法去解决钻孔施工当中

的粉尘问题，这也是我们特别希望能够解决的一个问题。

（2）问卷调查

钻孔装置的便携式吸尘器问卷调查表

1、目前在施工中用什么方法减少扩粉尘扩散的伤害？（ ）

A 戴口罩 B 摒住呼吸 C 没有太好的方法 D 其他

2、目前在施工中对于扩散的粉尘怎么处理？（ ）

A 不处理 B 没办法 C 不知道

3、是否有了解过用吸尘器去除粉尘？（ ）

A 是 B 没有

4、如果有一种产品能有效地消除施工中扩散的粉尘，你愿意去了解么？（ ）

A 愿意 B 不愿意

5、如果对能消除粉尘的产品感兴趣，你觉得多少钱之内你会购买？（ ）

A 100 B 200 C300 D 400

6、若作为企业员工你愿意接受该类设备产品（ ）

A 愿意 B 不愿意

7、当你试用过这款产品后，你有什么改进的意见？

意见：

1.3 调查结果：

针对项目上的施工经理及技术工人、技术人员，我们得到的反馈是：市面上有为数不

多的相类似的产品，但是都带着一个巨大的吸尘箱，跟家用式的吸尘器基本一样，只是在

吸尘口处将塑料管接在了钻孔装置的钻头周围。虽然吸尘效果不错，但是失去了便利性，

在施工环境复杂的地方，根本不好用，所以我团队研发的钻孔装置的便携式吸尘器具有

三、市场调查与预测



相当大的竞争力。

1.3.1 项目背景

根据市场调查我们发现了目前市场上这类产品紧缺，可以说市场需求量是很大的；而

它的市场价格也决定了创业点子要实施所需的成本并不高，启动资金大约为200万元左右；

包括市场上对产品质量以及售后服务的要求，我们的产品质量过硬售后服务周到，能够满

足这些要求。

我团队研发的这款产品，因为有专利保护，且我校电气自动化、数控技术应用、模具

制造、焊接等专业的学生完全可以自主生产，所以具备大规模生产的能力，一旦资金到位，

就可以大规模生产，服务本土的石化企业。据不完全统计，建筑行业、石化行业、核工业、

家装等行业，对于钻孔装置的便携式吸尘器的需求巨大，前景十分广阔。结合我校专业优

势，专利优势，我团队一致认为该创业点子可行。

1.3.2 同类产品竞争情况分析：

在调查中，我们发现市场上虽说有竞争的产品，但是无论是从便利上，还是从价格上，我

团队的产品都有着相当大的优势。同类产品的优势是他们的外观，销售渠道都比较成熟，

且公司架构，运营，销售，售后等都很正规。但是他们还不够重视这个市场，不重视保护

环境和保护施工人员的健康，也没有从方便施工的角度去设计，所以在这个市场尚未成熟

之前，我团队如果走向正轨，可以立马抢占大部分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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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目前市场的调查情况得知，仅岳阳市内目前的工程项目施工量和施工单位数量，我团

队的产品需求量在5000件左右，市场的需求量非常的可观。我团队依托学校教师资源在产

品技术研发具有很大优势，并且利用我校现有的教学资源（先进的数控加工中心、焊接加

工车间、电气设备组装调试实训室等）能在校内完成该设备的生产任务。在产品销售上我

们除利用学校校企合作的平台向合作企业销售之外还与家装施工队等行业进行销售。

在岳阳市的政府报告中突出项目建设，有春天百货大型商场，碧桂园、恒大等大型地

产项目，城陵矶码头的新建等等，只要是在搞建设，都会用到我团队设计的产品。仅仅是

校企合作的企业，预计推广数量就在1000件左右，所以市场前景十分广阔。

3、分析做这个创业点子的优劣势。

3.1优势

3.1.1技术优势：

3.1.1.1、利用学校现有的教学资源和场地资源，可自主研发、生产、销售我团队的钻孔

装置的便携式吸尘器。

3.1.1.2、设计思路是往便携式方向（轻、小）设计，利用学生的优势，不仅节约生产成

本的，也节省了人工成本。

3.1.1.3、钻孔装置的便携式吸尘器，填补了市场空白，适用范围广，前景广阔。

3.1.1.4、我团队依托中南工业学校电气自动化专业，数控技术应用专业，焊接专业，具

有很强的安装、设备维护等技术优势。

3.1.2生产优势：

我校现有先进的数控加工中心和焊接中心，可承接生产任务。学校也十分支持学生自主创

业，可提供非常多的政策支持，最大限度的发挥现有的场地优势和人力资源优势。



3.1.3 营销方式优势

3.1.3.1、利用我校的校企合作平台可直接向国内大型施工单位推销我团队产品

3.1.3.2、与钻孔装置生产厂家合作，让其代为销售给与销售费用，或着让厂家、销售商

免费提供提供给客户以吸引客户购买钻孔装置的便携式吸尘器，我们只在其购买量中抽取

成本。

3.1.3.3、一年内免费为设备保修，因设备本身质量问题在半年内免费包换。在接到设备

问题报告24小时之内必须给客户给予解答或解决方案。

3.1.3.4 人力资源优势

我团队依托学校专业平台，具有一支专业技术精湛，业务能力强的团队，能为有需

要的企业提供专业的安装钻孔装置的便携式吸尘器任务，目前具有该专业业务能力的团队

很少。

3.2劣势：

由于我们团队刚成立，团队最主要缺少就是经验，这点我们开始会多向我们老师和有

经验的人士请教。在创业开始时，不懂公司的运营，走了许多弯路，也不懂公司的架构等

方面的知识，需要专业人士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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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创业点子未来的整体实施方案：

本项目成功解决了目前社会上钻孔装置吸尘器固有的缺陷，大大提高了粉尘去除率，

一旦定型成为产品后，势必将成为取代目前现有的钻孔装置吸尘器，具有广泛的应用前景，

同时，也为全国职业教育提供了学生学以致用、创新创业的典型案例，扩展了知名度，免

费进行了大规模的宣传。

本团队于2015年11月经岳阳市工商局批准成立了湖南青创工程有限公司，本公司是一

家主要从事机电工程安装、电力设备工程施工、焊接工程施工、室内装饰装潢施工；普通

机械设备的销售及维护的公司。本公司注册资本伍拾万元。公司地址在湖南省岳阳市岳阳

楼区花板桥路樟树巷48号中南工业学校（院内）

生产技术：本公司依托学校教师资源在产品技术研发具有很大优势，并且利用我校现有的

教学资源（先进的数控加工中心、焊接加工车间、电气设备组装调试实训室等）能在校内

完成设备的研发、设计、生产及检测任务，可直接对外销售。

职工人数：本公司现有公司负责，营销人员，财务人员，技术人员共计27人。

销售收入：12万

纳税金额：已完成税务登记即将纳税

企业户名：湖南青创工程有限公司

开户行：中信银行岳阳分行

账号：8111601013200060957

四、实施计



生产设备：我团队利用我校现有的教学资源及实训设备，包括先进的数控加工中心、焊接

加工车间、电气设备组装调试实训室等，能在校内完成该设备的研发、设计、生产及检测

任务，可直接对外销售。

2、营销计划

2.1市场定位：

随着我国经济的不断快速发展、实体大型工程建设不断批准，加之国家政策的支持我

团队产品市场的消费潜力很大，目标集中战略对我们来说是明智的竞争策略选择。围绕

“目标集中”总体竞争战略我们可以采取的具体战术策略包括：市场集中策略、产品带集

中策略、经销商集中策略以及其他为目标集中而配套的策略四个方面。为此，我们需要将

我国市场划分为以下四种：

战略核心型市场---岳阳现有的施工项目及大型施工单位

重点发展型市场----中南地区工程建设项目、工程业务多的施工单位

培育型市场-----新能源建设项目、大型国有工程施工单位

等待开发型市场----国外市场

2.2市场策略： 遍地开花，专业服务及团队产品同时突破，重点发展行业样板工程,大力

发展重点区域和重点代理商，迅速提升我团队的名气促进产品的销量。同时，在各大电商

平台宣传，制作安装教程，服务于更多的消费者。

2.3价格策略：

坚持高品质，高价格，高利润空间为原则；制订较现实的产品价格表：价格表根据产

品性能的不同分层，通过媒体公开报价。制订较高的返点政策，以控制营销体系。对于老

客户，仍然给予一定的优惠政策，如果老客户介绍了新的客户，团队将按标准来减少老客

户的费用。在专业业务服务方面：开始为开拓市场我们会根据保证成本，在以盈利2%的低

利润进行市场报价，以较低的价格打开钻孔装置的便携式吸尘器的市场。

2.4销售渠道：

2.4.1、利用我校校园网络平台及校企合作平台，可直接向国内大型施工单位网上销售我

团队产品。

2.4.2、与钻孔装置设备销售商合作，让其代为销售给与销售费用，或者让厂家、销售商

免费提供给客户，以吸引客户购买钻孔装置的便携式吸尘器，我们只在其购买量中抽取成

本。

2.4.3、一年内免费为设备保修，因设备本身质量问题在半年内免费包换。在接到设备问

题报告24小时之内必须给客户给予解答或解决方案。

2.4.4、以优惠的价格及专业的服务建设优质精品项目，以此来提高我团队的形象。

2.5营销目标：

我团队的经营目标是要在两年内让我们产品成为我省数一数二的品牌甚至国内一线

品牌。因此，我们制定了营销目标：

2.5.1、我团队产品及专业业务服务能力应以长远发展为目的，力求扎根岳阳面向全国。

第一年内以立足产品研发生产，完善产品性能，树立品牌形象，开拓钻孔装置的便携式吸

尘器市场为主，销售目标为12万元，团队专业业务服务收入8万，团队总创收20万。

2.5.2、挤身一流的产品供应商;成为快速成长的成功品牌；并且建立良好的口碑。

2.5.3、我团队产品带动我团队的专业施工业务量同时通过团队的专业施工建设来宣传我

团队产品功能带动产品的销售和发展。

2.5.4、销售近期目标：在很短的时间内使营销业绩快速成长，到年底使自身产品成为行



业内知名品牌，取代省内同水平产品的一部分市场。

2.5.5、销售模式致力于发展网络销售、与能力较强的钻孔装置销售商合作与钻孔装置一

起销售。

2.5.6、精神、体力都要全力投入工作，使工作有高效率、高收益、高薪资发展



创新点及推选理由（如为市州初赛一等奖，请特别注明）

市州初赛责任人：

年 月 日

五、市州初赛意见

六、专家评审意见

是否进入决赛及其理由：

专家评审委员会负责人：

年 月 日



省大赛组委会负责人：

年 月 日

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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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省大赛组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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