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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发与应用
资助经费

（元）
2万

项目来源 自主选题 教师指导选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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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项目研究内容简介、实施过程或技术路线以及完成情况

近年来，随着智能手机和各种应用 APP 的兴起，很多人的用餐方式发生了巨大的改变。其中，高

校大学生的用餐方式也已经多元化，学校食堂早已不是他们唯一的用餐方式。尤其是，2020 年突如

其来的新冠疫情影响和改变了高校师生的学习、工作和生活模式。在常态化疫情防控的背景下，学生

就餐安全成为社会广泛关注的焦点问题。我们组织团队线上开发一个直接打开微信就可以立即点餐的

小程序，线下联系各大商家参加到这个平台中，面向各大高校不方便做饭的大学生，使他们足不出户

打开微信就能快速而方便地吃上自己喜欢的可口饭菜，这不仅解决了大多数学生的外出用餐问题，而

且对他们来说将会是一个很好的用户体验。该系统的开发是在对校园附近区域外卖平台全面深入调

查、分析和研究的基础上，提出包含五大功能模块架构的高校外卖服务系统，创新面向高校学生外卖

的配送方式。该外卖系统平台操作简便，既能满足学生营养个性化点餐需求，又能胜任疫情精准防控

要求，是常态化疫情防控背景下高校学生食堂用餐方式的有益补充；同时，外卖系统平台的开发运行，

较好地实现了课题组学生创新创业的训练目的。经过了为期 2 年的项目实施过程，从项目开始到结束，

基本按照原定计划实施并且落实了。

二、项目研究所取得的成果（含发表的论文、申请的专利等）

根据项目实施过程，撰写了项目研究报告，并发表了论文。

三、项目的创新点与特色

1. 项目特色：

我国在线餐饮外卖市场自 2011 年一直保持较高速增长，时至今日市场规模逐步稳定。随着在线

餐饮平台的发展，选择在线餐饮的用户跟随着平台发展而趋于稳定。在我市也存在同样的趋势，大多

数人选择的是例如美团、饿了么和百度外卖等 APP 平台进行外卖点餐。在我市有三所高校以及几所中

专院校和技术学校，针对解决这部分学生的用餐问题具有广阔的市场前景。该项目在外卖点餐用户的

选择上极具针对性，只面向我市高等及中专院校的学生，在充分市场调研的基础上，了解了他们的用

餐方式，掌握到他们的点餐习惯，开发出一项方便、快捷、渗透性高的创新性产品和服务，以此为基

础开展创业实践活动，并按企业实际运营模式进行管理和实践。



2. 项目创新点：

目前绝大多数的外卖点餐用户都是选择美团、饿了么和百度外卖等 APP 进行点餐。但是外卖商家

之间的同质化竞争以及众多 APP 的优惠选择，占用的更多的是外卖用餐用户的手机内存，再加上各大

APP 平台的外卖送餐大部分都由商家自主解决，这也大大影响到了送餐的时间和速度。而该项目开发

的针对高校学生点外卖微信小程序为线下门店，传统企业而生，通过微信小程序进行快捷有效的直达

用户。首先，开发微信小程序点外卖更加符合大学生们的使用习惯；其次，因为该小程序只面向高校

学生，因此在商家选择方面可以更具备针对性和偏向性；最后，在外卖的配送方面，我们更容易做到

配送的统一性，形成一个品牌效应。除此之外，开发的小程序将具备强大的社交属性，比如可以邀请

好友砍价，邀请好友拆红包，签到有现金红包，转发有红包赠送，邀请好友辅助有权限，邀请好友一

起拼团等等一系列的互动社交性。这样也就达到了微信小程序用户的流量裂变，而我们只需要花很小

的成本，而不是巨大的广告费用。

四、体会和心得（成员参与项目的收获和有待改善方面）

为期两年的课题就要结束了，在这段的时间里小组成员收获过、困惑过、欣喜过、苦恼过，尤其

是课题进行期间遭受了成员放弃并且更换项目负责人的挫折，但是最终小组成员在指导老师的引导

下，调整心态，改变思路，相互鼓励，在挫折面前毫不气馁，经过了研究和实践，使我们得到了很多。

首先，我们坚持课题就是从实际出发，通过小组成员的创新创业热情，并将所学所想与日常生活

相结合，从广大高校学生的用餐需求出发，研究开发更轻量、更高效、更适合的小程序应用，探索一

种从学生所需到为学生服务的经营模式，集成了开发、管理、营销、售后等一系列工作，培养和提升

相关能力，并以点带面，通过我们日常学习生活中能够接触到的创新创业项目的孵化，实现大众创业

万众创新的目标。

其次，在疫情防控常态化的形势下，依据高校学生的用餐特点结合小程序对当前的用餐方式进行

更加合理化的设计，既符合课题的创新理念，又适应了学生的用餐习惯，符合课题理论研究和创新创

业的新趋势。从课题实践上看，小组成员有一种全新的感觉，他们投入很大的兴趣和老师一起进入探

讨，真正调动了创新的积极性。

第三，小组成员对课题采用了问卷调查法、数据分析法和访谈调研法对课题进行了研究和实践。

为了解校园外卖点餐的真实情况以及配送情况的动态信息,对校园附近的外卖商家和在校大一至大四

学生、研究生进行了走访和问卷调查，用适当的统计分析方法对用问卷调查、访谈调研和收集来的大

量数据进行分析，从而形成有用的结论。通过与外卖商家和在校大一至大四学生、研究生的交流访谈，

对商家和在校大学生点外卖用餐的现状进行了解，明确本市高等学校基于互联网+“一站式”外卖管

理服务平台的开发与应用方法。

第四，经过以上过程的实践，熟练掌握了以上研究方法。课题在小组成员的共同努力下圆满结

束，大家也收获良多，但在课题实践过程中也存在很多不足之处，有待进一步的改善。比如课题实践

的时间进度把控上，小组成员分工的合理性上，以及遇到挫折的态度上，都还需更好的总结与完善。

而课题研究成果上的完善性仍需经过投入使用后的反馈进行进一步的完善。



五、实物作品或实施过程的图片（3～5张，jpg 格式）

六、项目经费使用情况（购置实验材料、试剂、药品、加工测试、发表论文、资料、复

印、调研等开支数额，请如实填写）

开支项目 开支经费 剩余经费

图书资料费 1000 1000

耗材费 2000 1000

打印复印费 2000 0

专家咨询费 6000 0

调研费 5000 3000

广告费 3000 0





附表 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成果一览表

一、

论文

序号 论文名称 发表刊物 发表期号 发表时间 作者 论文状态 与项目相关度 备注

1

疫情之下面向高校外卖

服务平台的开发与应

用——以江西理工大学

应科院为例

教学与研究
2021 年

第 4期
2021年4月

冯俐、许珍、

张子煜
发表 项目成果

二、

专利

序号 专利名称 专利类型 专利号 授权时间
发明（设计）

人
专利状态 与项目相关度 备注

申请/受理/

授权

项目成果/项目组

其他成果

三、

获奖

序号 竞赛名称 主办单位 奖项等级 获奖时间 获奖人员 奖项状态 与项目相关度 备注

公示/公布
项目成果/项目组

其他成果

四、其他（包括参加学术交流会议，项目成果运用到教学实践、社会生产，取得的经济社会效益等）

项目研究报告

注：请据实填写，包括项目直接成果和项目组成员在项目实施期间取得的相关其他成果（指导教师的所取成果不放入其中），并附相关证明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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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互联网＋“一站式”外卖管理服务平台

的开发与应用

摘 要

近年来，随着智能手机和各种应用 APP 的兴起，很多人的用餐方式发生了巨

大的改变。其中，高校大学生的用餐方式也已经多元化，学校食堂早已不是他们

唯一的用餐方式。尤其是，2020年突如其来的新冠疫情影响和改变了高校师生

的学习、工作和生活模式。在常态化疫情防控的背景下，学生就餐安全成为社会

广泛关注的焦点问题。我们组织团队线上开发一个直接打开微信就可以立即点餐

的小程序，线下联系各大商家参加到这个平台中，面向各大高校不方便做饭的大

学生，使他们足不出户打开微信就能快速而方便地吃上自己喜欢的可口饭菜，这

不仅解决了大多数学生的外出用餐问题，而且对他们来说将会是一个很好的用户

体验。该系统的开发是在对校园附近区域外卖平台全面深入调查、分析和研究的

基础上，提出包含五大功能模块架构的高校外卖服务系统，创新面向高校学生外

卖的配送方式。该外卖系统平台操作简便，既能满足学生营养个性化点餐需求，

又能胜任疫情精准防控要求，是常态化疫情防控背景下高校学生食堂用餐方式的

有益补充；同时，外卖系统平台的开发运行，较好地实现了课题组学生创新创业

的训练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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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前 言

1.1 项目研究背景

众所周知，微信作为一种即时通讯工具，不仅可以通过网络快速发送免费语

音短信、视频、图片和文字，它还具备跨运营商、跨操作系统平台支付的功能，

同时，也可以使用通过共享流媒体内容的资料和基于位置的“朋友圈”、“公众

平台”、“语音记事本”等服务插件。微信这些强大而开放的功能已经覆盖中国 94%

以上的智能手机，月活跃用户达到 10亿。在大学生这个群体内，微信的运用则

更为广泛。

基于微信平台的小程序是一种新的开放能力，开发者可以快速地开发一个小

程序。小程序可以在微信内被便捷地获取和传播，同时具有出色的使用体验。小

程序是一种不需要下载安装即可使用的应用，它实现了应用“触手可及”的梦想，

用户扫一扫或者搜一下即可打开应用。也体现了“用完即走”的理念，用户不用

关心是否安装太多应用的问题。应用将无处不在，随时可用，但又无需安装卸载，

能够实现消息通知、线下扫码、公众号关联等几大功能，尤其适合生活服务类线

下商铺的转换。

高校大学生的用餐方式在当今已经多元化，学校食堂早已不是他们唯一的用

餐方式。我们组织团队线上开发一个直接打开微信就可以立即点餐的小程序，线

下联系各大商家参加到这个平台中，面向各大高校不方便做饭的大学生，使他们

足不出户打开微信就能快速而方便地吃上自己喜欢的可口饭菜，这不仅解决了大

多数学生的外出用餐问题，而且对他们来说将会是一个很好的用户体验。

1.2 项目研究意义

当今互联网行业的不断发展为“微信小程序”的发展提供了一个良好的网络

平台，同时当前社会购物的网络化逐渐取代了实体化的购物形式，并且网络化的

购物为人们带来了更多的便捷，同时也减少了成本。同时，快餐行业的不断发展，

加上城市化进程的不断加快，许多人没有时间去自己做饭，甚至没有时间自己去

实体店买饭，在这种情况下，外卖逐渐发展演变成了人们的一种生活方式。在这

https://baike.baidu.com/item/%E8%AF%AD%E9%9F%B3%E7%9F%AD%E4%BF%A1
https://baike.baidu.com/item/%E8%AF%AD%E9%9F%B3%E7%9F%AD%E4%BF%A1
https://baike.baidu.com/item/%E8%A7%86%E9%A2%91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9B%BE%E7%89%87
https://baike.baidu.com/item/%E6%B5%81%E5%AA%92%E4%BD%93
https://baike.baidu.com/item/%E6%9C%8B%E5%8F%8B%E5%9C%88/17341022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85%AC%E4%BC%97%E5%B9%B3%E5%8F%B0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85%AC%E4%BC%97%E5%B9%B3%E5%8F%B0
https://baike.baidu.com/item/%E8%AF%AD%E9%9F%B3%E8%AE%B0%E4%BA%8B%E6%9C%AC
https://baike.baidu.com/item/%E4%B8%AD%E5%9B%BD/1122445
https://baike.baidu.com/item/%E6%99%BA%E8%83%BD%E6%89%8B%E6%9C%B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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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点外卖的群体中，高校的学生群体因为人数庞大，并且现在的大学生很多人都

是整天待在宿舍打游戏，很少会去实体餐厅吃饭，外卖能够为高校的学生提供很

多的便利，也正是因为这样，高校的学生群体才会成为这个项目的主要目标群体。

而专门针对这个大群体开发出一种方便使用的微信小程序，解决他们的外出吃饭

问题，具有广阔的市场前景，这也正是这个项目的研究意义所在。

1.3 项目研究思路

微信作为一种即时通讯工具，不仅可以通过网络快速发送免费语音短信、视

频、图片和文字，它还具备跨运营商、跨操作系统平台支付的功能，同时，也可

以使用通过共享流媒体内容的资料和基于位置的“朋友圈”、“公众平台”、“语

音记事本”等服务插件。微信这些强大而开放的功能已经覆盖我国 94% 以上的

智能手机，月活跃用户达到 10 亿。在大学生这个群体内，微信的运用则更为广

泛。

2017~2019 年是微信小程序高速发展的时期，据腾讯统计，到 2019 年底，

我国小程序数量达到 300 万个，市场规模达到 1.2 万亿元左右。

基于微信平台的小程序是一种新的开放能力，开发者可以快速地开发一个小

程序。小程序可以在微信内被便捷地获取和传播，同时具有出色的使用体验。小

程序是一种不需要下载安装即可使用的应用，它实现了应用“触手可及”的梦想，

用户扫一扫或者搜一下即可打开应用。也体现了“用完即走”的理念，用户不用

关心是否安装太多应用的问题。应用将无处不在，随时可用，但又无需安装卸载，

能够实现消息通知、线下扫码、公众号关联等几大功能，尤其适合生活服务类线

下商铺的转换。

https://baike.baidu.com/item/%E8%AF%AD%E9%9F%B3%E7%9F%AD%E4%BF%A1
https://baike.baidu.com/item/%E8%A7%86%E9%A2%91
https://baike.baidu.com/item/%E8%A7%86%E9%A2%91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9B%BE%E7%89%87
https://baike.baidu.com/item/%E6%B5%81%E5%AA%92%E4%BD%93
https://baike.baidu.com/item/%E6%9C%8B%E5%8F%8B%E5%9C%88/17341022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85%AC%E4%BC%97%E5%B9%B3%E5%8F%B0
https://baike.baidu.com/item/%E8%AF%AD%E9%9F%B3%E8%AE%B0%E4%BA%8B%E6%9C%AC
https://baike.baidu.com/item/%E8%AF%AD%E9%9F%B3%E8%AE%B0%E4%BA%8B%E6%9C%AC
https://baike.baidu.com/item/%E4%B8%AD%E5%9B%BD/1122445
https://baike.baidu.com/item/%E6%99%BA%E8%83%BD%E6%89%8B%E6%9C%B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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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项目特色

2.1 项目研究内容

随着微信小程序的推广，优质精准的应用正成为手机用户所期待的服务，小

程序也为创新创业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平台。本项目通过激发学生的创新创业热

情，并将所学所想与日常生活相结合，从学生自身需求出发，研究开发更轻量、

更高效、更适合的小程序应用，探索一种从学生所需到为学生服务的经营模式，

集成了开发、管理、营销、售后等一系列工作，培养和提升相关能力，并以点带

面，通过学生日常学习生活中能够接触到的创新创业项目的孵化，实现大众创业

万众创新的目标。

2.2 项目研究方法

2.2.1 问卷调查法

为了解校园外卖点餐的真实情况以及配送情况的动态信息,对校园附近的外

卖商家和在校大一至大四学生、研究生进行了走访和问卷调查，同时对平台和配

送队伍的管理方式予以评估,最后得出综合性的校园外卖现状分析调查报告。

2.2.2 数据分析法

用适当的统计分析方法对用问卷调查、访谈调研和收集来的大量数据进行分

析，将它们加以汇总，提取对外卖管理服务平台开发与应用有用的信息，对数据

加以详细研究和概括总结，从而形成有用的结论。

2.2.3 访谈调研法

通过与外卖商家和在校大一至大四学生、研究生的交流访谈，对商家和在校

大学生点外卖用餐的现状进行了解，明确本市高等学校基于互联网+“一站式”

外卖管理服务平台的开发与应用方法。

2.3 技术路线

与美团、饿了么等外卖软件系统相比，基于微信小程序的外卖系统开发周期

短、成本低，符合小商户和食堂外卖的需求，而且微信小程序无需安装，触手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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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用完即走，可以大大减少用户的使用成本。

图 1 面向高校学生点外卖平台小程序功能架构图

面向高校校园点外卖平台小程序设置五大功能模块：授权登录模块、学生点

餐模块、商户菜单管理模块、配送收货管理模块、订单管理模块。

授权登录模块：学生或者商家通过微信授权登录使用我们的小程序，实现个

人或者商家微信账号注册和登录，和云端数据库实时交互，还可修改基本信息。

学生点餐模块：该模块负责处理学生选择菜品、订单结算部分。

商户菜单管理模块：该模块对应的是商家和食堂可以对店铺内菜品类别以及

单个菜品进行实时的修改。

配送收货管理模块：学生可以在此模块中修改自己的订餐地址，并且选择配

送方式

订单管理模块：学生和商户可以查看订单并且可以对订单进行确认或者删除

操作。模块功能结构图如下图所示：

用户在微信程序

下单
服务器接收下单数据，

存储到数据库中

商家端从服务器

获取订单信息

服务器从数据库获取

订单数据返回给商家

数据库

数据库用来存

储用户订单和

商户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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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面向高校学生点外卖平台小程序功能模块图

通过以上的架构和核心功能的设计，我们最终实现了学生点餐系统的原型。

该系统有着较为合理的页面布局，经过测试可以较为流畅地实现基本的学生点

餐、选择配送、商家修改菜单等功能。

通过该系统平台，由学生请求信息，发布相关的用餐点单，系统把请求信息

存入数据库中，学生也可以删除自己的订单。

2.4 项目创新与特色

传统外卖配送存在高峰时段配送人员取餐效率低、配送流程不科学以及配送

时间过长等问题。同时，美团等外卖平台对外卖配送缺乏约束，外卖配送人员安

面向高校学生点外卖

平台小程序系统

授

权

登

录

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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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问题堪忧。但是，高校园区的外卖订单量极大，点餐时间集中，并且在疫情期

间，外来配送员无法进入校园内部配送，而学生受学习时间的限制，对于外卖准

时性的要求较高。若提前送达或超时送达，学生因时间冲突而无法及时取餐，从

而影响后续学习时间的计划和安排，降低了订餐学生的感知体验，同时也影响外

卖配送人员后续订单的进行。

针对以上情况，面向高校外卖服务平台的配送需要区别于传统的外卖配送方

式，以更好地服务于疫情期间的高校学生用餐。我们平台的配送系统将从以下两

方面进行创新。

2.4.1 高校校园专送

高校校园专送是以学校周围附近的商家以及食堂外卖为主，学生通过平台点

餐下单后，由学校内需要勤工俭学的学生成立面向自己学校的专门的配送队伍，

承接这些订单，保障更高的接单率，是学生自我服务的配送形式。校园专送提升

了外卖配送的质量和效率，构建出自己的物流配送体系。校园专送的的配送员本

身就是学校的在读学生，在学有余力的空闲时间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兼职，既帮助

了这部分同学勤工俭学减轻家中的经济压力，又切实解决了传统外卖中配送队伍

人员素质不一，配送过程存在安全隐患等问题。特别是在疫情影响下，本平台可

以减少大学生们扎堆排队的现象，减少校园的风险。

2.4.2 智能外卖自提柜

高校校园配置智能外卖自提柜的设想来源于快递自提柜。我们在生活中都有

这样的经验，当快递员配送我们网购的物品时，他们大多数时候都没有时间等候

我们亲自从他们手上取走快递。他们大多数都会把快递存入快递自提柜中，等客

户有时间的时候自行从自提柜中取出物品。

而为高校学生配置智能外卖自提柜，与快递自提柜有着异曲同工之处，都可

以有效避免时间方面产生的问题，学生可以提前点餐下单，无需等待，到达预定

时间自行前往外卖自提柜取餐。这样既能缓解外卖订单量波峰时段的配送压力，

提升用餐高峰期配送效率，又使得学生与配送人员全程无接触，减少了学生与等

候取餐配送人员扎堆的现象，避免了丢餐错拿等意外的发生，有助于校园建立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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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的外卖收拿环境。

3 项目结论

通过微信小程序平台实现了校园拿外卖的软件系统，为学生提供了相应的便

捷操作，不仅省事省力，同时也给同学们营造轻松、快乐的校园生活氛围。高校

学生们在以食堂用餐为主的前提下，建立一个轻资产、高效的基于小程序的外卖

点餐系统作为辅助用餐方式，使得学生们在疫情期间的用餐方式实现了多样化，

同时也实现了课题组学生创新创业训练目的。 这不失为一个鱼与熊掌兼得的好

方法。

4 项目成果

4.1 学生论文发表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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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高校点外卖管理服务平台开发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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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结束语

近年来，随着智能手机和各种应用 APP 的兴起，很多人的用餐方式发生了巨

大的改变。其中，高校大学生的用餐方式也已经多元化，学校食堂早已不是他们

唯一的用餐方式。尤其是，2020 年突如其来的新冠疫情影响和改变了高校师生

的学习、工作和生活模式。在常态化疫情防控的背景下，学生就餐安全成为社会

广泛关注的焦点问题。我们组织团队线上开发一个直接打开微信就可以立即点餐

的小程序，线下联系各大商家参加到这个平台中，面向各大高校不方便做饭的大

学生，使他们足不出户打开微信就能快速而方便地吃上自己喜欢的可口饭菜，这

不仅解决了大多数学生的外出用餐问题，而且对他们来说将会是一个很好的用户

体验。该系统的开发是在对校园附近区域外卖平台全面深入调查、分析和研究的

基础上，提出包含五大功能模块架构的高校外卖服务系统，创新面向高校学生外

卖的配送方式。该外卖系统平台操作简便，既能满足学生营养个性化点餐需求，

又能胜任疫情精准防控要求，是常态化疫情防控背景下高校学生食堂用餐方式的

有益补充；同时，外卖系统平台的开发运行，较好地实现了课题组学生创新创业

的训练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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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项目简介：

高校大学生的用餐方式在当今已经多元化，学校食堂早已不是他们唯一的用餐方式。

我们组织团队线上开发一个直接打开微信就可以立即点餐的小程序，线下联系各大商家参加

到这个平台中，面向各大高校不方便做饭的大学生，使他们足不出户打开微信就能快速而方

便地吃上自己喜欢的可口饭菜，这不仅解决了大多数学生的外出用餐问题，而且对他们来说

将会是一个很好的用户体验。

八、项目图片：

项目创新点：

1、该项目开发的针对高校学生点外卖微信小程序为线下门店，传统企业而生，通过微

信小程序进行快捷有效的直达用户。2、外卖的配送方面，更容易做到配送的统一性，形成

一个品牌效应。3、开发的小程序将具备强大的社交属性。可做到微信小程序用户的流量裂

变，而我们只需要花很小的成本，而不是巨大的广告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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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7：

“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变更申请表

项目名称
基于互联网＋“一站式”外卖管理
服务平台的开发与应用

项目编号 201813434002

项目类型 创新训练项目□创业训练项目□创业实践项目 国家级□省级□校级

项目负责人 张子煜 学 号 12010516226 专业班级 工程造价 162

手机号码 15279332230 E-mail 929247837@qq.com
还剩经费
（元）

6000

变更内容 延期至 2022 年 5 月

项目进展情况（含项目阶段性成果，并附相关证明材料）:

近年来，随着智能手机和各种应用 APP 的兴起，很多人的用餐方式发生了巨大的改变。其中，高

校大学生的用餐方式也已经多元化，学校食堂早已不是他们唯一的用餐方式。尤其是，2020 年突如其

来的新冠疫情影响和改变了高校师生的学习、工作和生活模式。在常态化疫情防控的背景下，学生就

餐安全成为社会广泛关注的焦点问题。我们组织团队线上开发一个直接打开微信就可以立即点餐的小

程序，线下联系各大商家参加到这个平台中，面向各大高校不方便做饭的大学生，使他们足不出户打

开微信就能快速而方便地吃上自己喜欢的可口饭菜，这不仅解决了大多数学生的外出用餐问题，而且

对他们来说将会是一个很好的用户体验。该系统的开发是在对校园附近区域外卖平台全面深入调查、

分析和研究的基础上，提出包含五大功能模块架构的高校外卖服务系统，创新面向高校学生外卖的配

送方式。该外卖系统平台操作简便，既能满足学生营养个性化点餐需求，又能胜任疫情精准防控要求，

是常态化疫情防控背景下高校学生食堂用餐方式的有益补充；同时，外卖系统平台的开发运行，较好

地实现了课题组学生创新创业的训练目的。经过了为期 2 年的项目实施过程，从项目开始到结束，基

本按照原定计划实施并且落实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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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请变更的原因及意见：

项目实施过程中，项目负责人黄仕龙中途退出，辞去项目负责人，项目停滞一段时间，后经项目

小组成员及指导老师商议，同意其退出，并由张子煜作为项目负责人继续项目的实施。

指导教师：许珍、赵伟卓、付玉华 2022 年 5 月 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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