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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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团
队
基
本
情
况

领衔人 梁晋祥 电子邮箱

1318179
436@qq
.com

专业
电气自动

化 年 级 二年级

学校全称
中南工业学校

邮 编 414000

市州推荐人

学校地址 湖南省岳阳市岳阳楼区五里牌街道樟树巷48号 市州推荐人

电 话

团队成员

（含领衔人）

姓 名 性别 专业 年级 任务分工 联系电话

梁晋祥 男
电气自

动化
二年级 总经理 17573053450

周坤 男
电气自

动化
二年级 销售经理 18773035791

游惠湘 男
电气自

动化
二年级 技术经理 17707409152

肖也 女

旅游服

务与酒

店管理

一年级 财务经理 18274063267

张雨彤 女

旅游服

务与酒

店管理

一年级 人事经理 155730309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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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洋 教师 助讲
641624191@

qq.com
15173089102

张弛 一体化教师 助讲
258365442@

qq.com 139750179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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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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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创业点子的基本内容介绍

我团队的产品是吸尘黑板擦，顾名思义，可以将黑板上的粉笔灰吸进黑板擦内，大小

较市场上普通黑板擦略大。而且在吸尘黑板擦旁边有个按钮，可以转换成白板擦，在白

板上也可以使用，是集吸粉笔灰、黑板擦、白板擦于一体的多功能黑板擦。能有效地解

决困扰教师行业几十年的粉笔灰问题，为保障教师健康，保障出黑板报的小学生的健康

和开展正常教学而设计。

团队业务：

1.1.1 吸尘黑板擦设计、生产、销售及售后服务。

1.1.2 能为社会提供改进黑板擦的业务服务能力。

产品技术原理：

在黑板上用粉笔板书后，需要擦黑板时，传统的黑板擦擦完黑板后，粉笔灰扩散严重。

我团队的产品在黑板擦内置六个小型电动机，配合扇叶，逆向旋转，将粉笔灰吸入黑板

擦内，将粉笔灰集中处理，保护环境的同时，还有效地解决了困扰教师行业几十年的粉

笔灰问题，还教师一个健康的工作环境。上公司或者上课时，会用到白板，黑板擦的材

质和白板擦的不同，所以我团队也设置了一个按钮，用来切换黑板擦和白板擦，同时，

配上充电锂电池，不使用传统电池，使得一擦多用，既环保，又实用。

团队文化：

专注解决教师工作的困扰

1.2 创业点子的独特性

目前，全国绝大部分地区还未完全实现教学办公信息化，粉笔的作用暂时不可替代，

西部、内陆等地区粉笔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是教师上课的主要工具。但是粉笔的危害也

显而易见。市场上出现了一些吸尘粉笔擦，但是是在黑板下面安装一个吸尘器，是固定在

墙上的，不能移动，而且价格昂贵，效果不明显。我团队设计的吸尘黑板擦则可有效地解

决粉笔灰扩散的问题，并且解决了市场上吸尘粉笔擦移动不便的问题，做到了小巧精致。

在一个教师里，有前、后两块黑板，用市面上的吸尘粉笔擦，则需要固定两个吸尘箱，效

果不明显，而且增加了开支。我团队的产品设计从高效、方便的角度出发，完美地解决了

这两个问题。

1.3 新颖性

我团队的产品从想法、到设计、到制作、到销售和售后，都是学生自主完成，在老师

的指导下，不断完善产品的功能设计，团队学生学以致用的同时，也体会到了创新创业的

乐趣。全面提升了同学们的综合素质，增加了对于专业学习的乐趣。我团队成员在学完《电

力拖动控制线路》后，对于生活中电动机的使用倍感兴趣，将立式电风扇反复拆装，搞清

楚原理，最后将电动机反转，装上扇叶，就有了吸尘的效果。

产品功能如下图所示：

二、创业点子概述



吸尘黑板擦结构图

吸尘黑板擦正面



吸尘黑板擦侧面

工作原理:利用小型电动机带动扇叶达到吸尘器的效果把擦黑板时飘飞的粉笔吸入储存器

中,达到无尘擦黑板,防止灰尘吸入人体造成危害.

功能:

1. 灰尘储存器:用来储存吸入的粉笔灰

2. 马达:带动扇叶转动

3. 扇叶:转动,达到吸尘效果

4. 可充电电池:给马达输送电力使其转动

5. 转换按钮:用来切换黑板刷和白板刷,满足这两种需求

6. 启动/停止按钮:用来启动黑板刷/停止黑板刷

1.4 创新性

我团队成员学习完专业知识后，学以致用，敢于创新。敢于改进现有的黑板擦，使之

成为市面上具有竞争力的产品，填补了市场的空白。而且不仅可以在黑板上使用，在白板

上也可以使用。多功能、小巧方便是我团队产品的核心竞争力，市场潜力十分广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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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给我们上课的是一位退休的老教师，他喜欢在黑板上工工整整地进行板书，但是擦的

时候有很多粉笔灰，而且老教师常年咳嗽，他说吸了几十年的粉笔灰了，这是正常现象。

对于这位老教师，我们十分敬重，所以想为他做些什么。我们一讨论，就想做一个能吸粉

笔灰的黑板擦，于是就开始动手设计，讨论如何将吸尘黑板擦做出来。经过创业导师的指

导，对产品进行正确的定位，不断完善功能，反复测试，于是就讲吸尘黑板擦制作了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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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各个学校的教师、工作人员

二、生产黑板擦的厂家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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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生问教师：您认为粉笔灰对您的身体危害大么？有什么办法可以避免么？

教师：危害是挺大的，肺部、咽喉都有不同程度地损伤，但是没办法，上课离不开粉笔。

学生问生产黑板擦的厂家：您认为目前市场上的黑板擦的功能能够满足教师的需求么？

厂家：目前市面上的黑板擦功能单一，只有擦黑板的作用，我们也没管过教师的感受，不

知道他们有什么需求。

学生问销售黑板擦的人员：如果有一种新型的黑板擦，能够吸粉笔灰，大小、价格跟普通

黑板擦差不多，您认为有市场价值么？

销售人员：我认为是有价值的，因为粉笔灰的问题困扰了教师们几十年了，但是一直没解

决，如果有这么一种新的黑板擦，那么一定可以销售地很好。

市场问卷调查表

1、您认为粉笔灰的危害大么？

A 大 B 还好

2、您认为目前市场上的黑板擦好用么？

A 好用 B 不好用

3、您认为目前市场上黑板擦的功能能够满足教师的需求么？

A 可以 B 不行

4、如果有一款新型的黑板擦，可以吸粉笔灰，您觉得可以试试么？

A 可以 B 不行

5、您对这款新型的黑板擦心里价位是多少？

A 20 B 30 C 40 D 50

6、您试用完后对这款产品还有什么意见和建议：

意见和建议

1.3 调查结果：

目前市场上对于传统黑板擦的评价不高，普遍认为没有解决教师想解决的问题，而且

功能单一，不能吸粉笔灰，对教师的健康危害很大，而且对于出黑板报的小学生来说危害

更是严重，所以市场急需一款能够对现有黑板擦改进的产品，来替代传统黑板擦，让粉笔

灰不再危害教师和学生。

三、市场调查与预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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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市场调查可知，市场是急需一款可以替代现有黑板擦的产品出现，而岳阳市有上百

家学校，每个学校有上百间教室，所以仅岳阳地区市场就十分巨大。我校有丰富的教师资

源和场地资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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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合作的平台向合作企业销售

之外还与其他学校合作分成的销售模式。无论是技术，还是生产，还是场地，学校均可满

足我团队产品的需求，所以我团队一致认为该创业项目是可行的。

岳阳地区的小学、初中、高中、职业学校、大学，具不完全统计，有上百个，每个学

校有教室上百间，而且我团队的产品不仅仅是针对的黑板擦，白板擦同样可以替代，可见

市场潜力巨大，商机巨大，只要资金到位，立刻可以将生产线开起来。对于未来，我们还

有进一步的设想，就是做成自动擦黑板和白板的黑板擦，只需将黑板擦放在黑板上，就可

以自动将黑板快去擦干净，只需定期清洗就行。不使用电池，没有粉笔灰，黑板、白板均

可使用，做到真正的智能化、轻便化、环保的吸尘黑板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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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够吸粉笔灰，在传统的黑板擦上进行创新，保护教师和学生的健康。

3.1.1.2、白板、黑板均可使用，节约了开支。

3.1.1.3、我团队依托中南工业学校电气自动化专业，焊接技术应用专业，模具制造专业、

数控技术专业，具有很强的设计、制造、维护等技术优势。

3.1.2 生产优势

数控技术中心 焊接技术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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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设备的研发、设计、生产及检测任务，可直接对外销售。



3.1.3、营销方式优势

3.1.3.1、利用我校的校企平台可直接向国内大型企业推销我团队产品。

3.1.3.2 利用学校友好学校，进校推广。或者让学生去以前的小学和初中进行推广。

3.1.3.3、与黑板擦厂家和黑板擦销售商合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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吸尘黑板擦，我们只在其购买量中抽取一定费用。

3.1.3.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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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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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务能力强的施工团队，能为有

需要的企业和学校提供专业的黑板擦改进任务，目前具有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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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创业开始时我们将会把我们的产品申请专利技术避免别人仿造我们产

品生产销售规避市场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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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黑板擦固有的缺陷，避免了教师和学生被粉笔灰的

伤害，一旦定型成为产品后，势必将成为取代目前现有的黑板擦，具有广泛的应用前景，

同时，也为全国职业教学学生创新创业树立了典范，降低了教学成本，必将会得到广大大、

中专及职业院校的广泛欢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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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注册资本贰佰万元。公司住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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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销售市场没有小巧方便的吸

尘黑板擦，所以前景广阔，市场巨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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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施计划



2、营销计划

2.1 市场定位：

随着我国经济的不断快速发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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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岳阳现有的学校、企业

重点发展型市场----岳阳县、农村、条件不好的学校

培育型市场-----信息化建设完善的高端学校、企业

等待开发型市场----国外市场

2.2 市场策略： 遍地开花，专业能力服务能力及团队产品同时突破，重点发展行业样板

项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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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专业施

工任务量的增加使我团队的收益增加。

2.3 价格策略：

坚持高品质，低价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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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始为开拓市场会我们会根据保证成本（吸尘黑板刷一

般报价：）在以盈利2%的低利润进行市场报价，以较低的价格打开传统黑板擦的市场。

2.4 销售渠道：

2.4.1、利用我校的校企平台可直接向国内大型企业推销我团队产品。

2.4.2 利用学校友好学校，进校推广。或者让学生去以前的小学和初中进行推广。

2.4.3、与黑板擦厂家和黑板擦销售商合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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吸尘黑板擦，我们只在其购买量中抽取一定费用。

2.4.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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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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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品牌。因此，我们制定了营销目标：

3.1、我团队产品及专业业务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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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拓传统黑板擦市场为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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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挤身一流的吸尘黑板擦供应商;成为快速成长的成功品牌；并且建立良好的专业技术

的好口碑。

3.3、我团队产品带动我团队的业务量同时通过团队的专业建设来宣传我团队产品功能带

动产品的销售和发展。

3.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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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销售模式致力于发展网络销售、与能力较强的电商、微商合作与一起销售。

3.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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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大赛组委会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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