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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Internet + background, college students' self-employment and flexible employment model
have been widely supported and helped by the society, which has become an effective way to alleviate employment. This project
is based on the "QQ & WeChat Cloud Printing +" platform, which is combined with professional expertise, through the
cooperation and communication between the team members, undergo the project analysis, research and implement, has realized
the preliminary entrepreneurship and reached the expected operating effect. The project can effectively motivate college students
to combine their interests and talents to start their own businesses, and stimulate innovative thinking ability and improve
students' employ abi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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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摘要：在互联网+背景之下，大学生自主创业和灵活的就业模式得到了社会的广大支持和帮助，成为缓解就业的一种有
效途径。本项目以“基于Q信平台云印+”为基础，结合专业特长，通过团队成员间的合作交流，经过项目分析、调研
和实施，实现了初步的创业，达到了预期的运营效果。该项目能够有效地激励大学生结合自身兴趣、特长开展创业，
并激发创新思维能力，提高学生就业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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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引言
1.引言
创新创业是指基于技术、产品、品牌、服务、商业模
式、管理、组织、市场、渠道等方面的某一点或几点创新
而进行的创业活动。目前，中国高校面临的毕业生就业问
题日益凸显，企业对创新型人才的渴求使高校向创新创业

教育的转变成为一种必然。因此，创新创业教育也成为中
国高等教育改革的必然趋势、培养目标和高校未来发展方
向[1]。
根据现有相关研究，中国印刷产业的规模每年有一万
亿元，但行业利润空间逐年压缩，移动互联网的普及和物
联网的来势汹汹[2]，让印刷业看到了希望，构建起了这
个行业革命性“超级快印”的商业模式[3]；相对于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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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说[4]，目前数字印刷和网络印刷在中国还很不普及，
数字印刷业务资源虽然丰富,但数字印刷产业发展稍显滞
后，随着互联网在中国的迅速发展，中国印刷行业的商业
模式将逐步朝着“印刷电商+连锁快印+智能印厂+区域物
流”的智能高效方向发展[5]；张育林等人[6]在以"共云、
共印、共营、共赢"的2017首届中国云印刷高峰论坛"表示，
以产品为出发点，用创意的力量寻求转型突破[7]。
在研究方法上，学生亲身调查市场行情深入分析校园
需求。现行市场创新的云印平台有随米、片客、海天等，
但是每一种平台的背后都暗藏次级创业者巨大的利润损
失，并不适合在校学生；自助文印系统是智慧图书馆项目
中的关键组成，能够实现全程自助无人化管理，但是机器
本身并不能为客户检查文档，而且普及率不高、打印纸页
数受限，与到店打印并无太大区别；云印刷虽然高效便宜，
但并不适用于校园零散市场。
校园用户对于校园云打印服务在效率、信用安全和
社交方面有一定的需求,同时在打印资料交付、复习资料
库和校内外打印资源等多方面存在共享资源的可能性
[8]。至2017年8月中国互联网用户即时通讯使用率为
96.30%[9]，为云印提供了极便捷的网络平台，“基于Q
信平台云印+”服务针对校园需求以QQ、微信两大社交平
台为基础进行业务往来，改变市场目前存在的店面打印
方式及基于现代通讯、计算机、印刷技术、物流体系建
立起来的远程网络印刷服务，实现基于5P4F的电子商务
模式[10]，促进校园文档安全、资料共享及社交网的扩
大，体现了人文服务的巨大优势。通过团队前期基础网
络打印业务发展，为中后期开发衍生业务、创建专属网
站及校园网云柜建设积累资金，逐步形成稳步盈利、方
便同学的高效商业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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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2.2.调研结果分析
通过对问卷调查数据的整理，我们了解到市场现阶段
的打印价格大同小异差距不大，而且学生对打印价格并不
会在意太多，反而对于服务的品种与质量有着莫大期许，
比如：送资料到宿舍教学楼、云柜自取、前辈互动、学习
交流、资源共享[13]等。

3.业务简介
3.业务简介
根据前期的调研结果分析，经团队慎重考虑，拟采用
自主式创业[14]模式，针对技术服务进行业务开发。主要
包括以下内容：
3.1.
3.1.专业跟踪反馈
根据院校开设专业及课程，以学年为周期，对高年级
及毕业生访问经验，对低年级及时反馈，为低年级学生提
供生涯规划指导，促进高低年级间的学习感情交流，扩大
交际圈。
3.2.
3.2.资料整理共享
根据反馈情况，定向总结学习资料并共享[15]，以良
好为底线，向满分冲刺。减少学生不必要的时间浪费，更
好地发展个人规划。
3.3.
3.3.职业技能培训
此项业务针对那些到大四还没有目标没有规划的学
生，根据社会就业市场及个人兴趣定向培训就业技能，满
足企业人才需求[16]。
3.4.
3.4.辅导班代理推广

2.市场调研
2.市场调研
2.1.
2.1.调研基本情况
此次调研主要针对南京信息工程大学学生学习期间
的打印需求情况，以本校师生作为调查对象进行随机调
研。实施调研人员5人，调研内容涉及: 打印、复印、扫
描及印刷照片等基础业务，不同业务的价格区间和对速
印行业的期许等方面的信息。采用的调查方法包括：问
卷调查法、直接访谈法、网络调查法和二手数据分析等
方法[11]。数据的录入处理采用Excel。此次调研历时10
天，共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调研内容的确定、问
卷的设计等准备性工作。第二阶段，主要工作内容包括
对调查范围内的学生进行专访和问卷调查。第三阶段，
包括数据的录入处理，撰写调研报告等工作[12]。截止
调研工作结束，本次调研随机抽取200名学生进行调查，
实际发放问卷91份，网络调查59份，直接访谈50人，收
回有效问卷133份。

通过对各大辅导机构的切身走访调查，选出可信可靠
的有利于学生生涯发展的机构进行代理推广，为同学的发
展添砖加瓦，排忧解难。
3.5.
3.5.设备租赁
针对那些短期需要大批量印购而需低成本的班级或
机构，为他们提供硬件技术支持[17]。
3.6.
3.6.基础图文业务整合
通过Q信平台整合周边资源[18]为学生提供便捷基础
的图文印制服务。

4.运营
4.运营概况
运营概况
4.1.
4.1.启动资金来源
学院品牌专业资助6000元，团队筹集2000元，指导老
师资助2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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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硬件购置
4.2.硬件购置
表1 硬件购置清单及价格。
项目
单价（RMB）

佳能IP2780
佳能IP2780
358

佳能G3800
佳能G3800
1428

HLHL-5440D
1960

施乐M115B
施乐M115B
818

耗材总汇
2317

总计
6881

口碑，很多潜在客户都是老客户推荐而来，因此项目的未
来前景可观，有很大的在发展空间。

4.3.运营策略
4.3.运营策略
4.3.1.
.3.1.市场推广
A．在大学园区进行宣传时，加强与学校各院系、各
社团、各班级之间的合作，争取得到学校更多方面的支持
及与各学院各班级之间更多的业务合作机会。
B．在微信、QQ等社交软件上发起集赞活动，根据集
赞数量分阶段奖励各类奖品。
4.3.2.
3.2.市场营销
A．采用会员制度，提高顾客忠诚度[19]，吸收市场
资金，二次发展。
B．价格策略[20]，适时调整价格水平以绝对的价格
优势及服务质量占领市场。

5.财务分析
5.财务分析

7.结论
7.结论
大学生是最具创新、创业潜力的群体之一，在高等学
校开展创新创业教育，积极鼓励高校学生自主创业，是教
育系统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服务于创新型国家建设
的重大战略举措；是深化高等教育教学改革，培养学生创
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重要途径；是落实以创业带动就业，
促进高校毕业生充分就业的重要措施[21]。
面对严酷的就业环境，创新创业不仅是组织教学中不
能缺少的部分，也是每位大学生所应必备的能力。在院校
的各方面支持之下，本项目平台成功运营，大大提升了学
生的学业水平和专业水平，实现了学业和创业、市场和专
业、理论和实践的结合，给予了学生对创业过程所遭遇的
各种难题的处理以丰富经验，增强了其吃苦耐劳、抗挫折
的能力[22]。可以为后续开展学生创新创业活动提供一定
的参考和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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