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湖南现代物流职业技术学院毕业设计答辩记录表 

（答辩小组用表） 

 

所在学院 物流商学院 所学专业 
连锁经营管

理 
所在班级 连锁 1701 

姓   名 黄紫薇 学    号 
20170111310

4 
指导教师 

张小桃 

欧阳艳平 

毕业设计

题目 
你好大海星沙店 2020 年国庆中秋双节促销方案设计 

答辩老师提问记录 

1、为什么选择 10月 1日做活动？ 

2、你为什么选择你好大海这家企业作为方案设计的对象？ 

3、在调研你好大海的过程中，有发现什么问题吗？ 

学生回答记录 

1、因为 2020年 10月 1日非常特殊，百年难得一遇，国庆节和中秋节双节奇遇，企

业急需这样的节日，以实现客流量增加，销售量增加，从而带来利润的增长。 

2、第一目前长沙海鲜市场泛滥，你好大海这种正规的集采购和烹饪一体的结构很完

善，值得研究；第二我即将进入这家企业实习，使毕业设计与实习紧密结合，既巩

固了专业知识，又锻炼了自己的实践能力。 

3、我在撰写毕业设计和实习的过程中，确实是带着问题去的，你好大海是一家比较

优秀的企业，但因其制作过程比较复杂，顾客等待时间过长；促销力度不大对顾客

缺乏吸引力；门店营销手段落后等。 

答辩小组评分：    36     分（满分 50分） 

答
辩
小
组
成
员 

         

 

答辩小组组长签名：                  2019  年 12  月  1日 

备注：答辩小组评分占毕业设计成绩的 50%。 



湖南现代物流职业技术学院毕业设计答辩记录表 

（答辩小组用表） 

 

所在学院 物流商学院 所学专业 
连锁经营管

理 
所在班级 连锁 1701 

姓   名 周心怡 学    号 
20170111310

5 
指导教师 

张小桃 

欧阳艳平 

毕业设计

题目 
费大厨十七周年促销活动方案设计 

答辩老师提问记录 

1、请你简述一下你的广告宣传方式？ 

2、你是怎么实现活动效果预估的? 

3、请向我们简单介绍一下费大厨? 

学生回答记录 

1、我在这里主要介绍了三种方式：在人流量较多的建筑物上播放 25秒广告宣传片；

通过红网时刻等新闻媒体预热新闻、官方微博的宣传,提前制作 DM 单、POP 海报，

通过在地铁车厢内设置费大厨辣椒炒肉广告。 

2、在我完成毕业设计方案之前，费大厨的庆典活动促销还没开始，因此我是纵观了

费大厨今年多次的促销效果和 17周年庆典的这个特殊事件后预估的，但我觉得实际

效果可能比我预估的还要好。 

3、费大厨辣椒炒肉餐饮连锁创立于 2003年，在衡阳市黄青巷开了一家“原汁原味”

农家菜馆，目前，费大厨辣椒炒肉直营门店 32 家，现已在湖南长沙、深圳核心商业

都有门店（如图 1-2 所示）。近年战略定位以湖南为中心，辐射北京、上海，广东

和深圳核心商圈。 

答辩小组评分：     37    分（满分 50分） 

答辩小

组成员 

         

 

答辩小组组长签名：                  2019  年 12  月  1日 

备注：答辩小组评分占毕业设计成绩的 50%。 



湖南现代物流职业技术学院毕业设计答辩记录表 

（答辩小组用表） 

 

所在学院 物流商学院 所学专业 
连锁经营管

理 
所在班级 连锁 1701 

姓   名 张锦 学    号 
20170111310

6 
指导教师 

张小桃 

欧阳艳平 

毕业设计

题目 步步高梅溪湖店蔬果 2020双十一促销方案设计 

答辩老师提问记录 

1、你为什么选这个题目作为毕业设计选题？ 

2、你觉得在你的毕业设计的第二部分对进行分析，应该从哪些方面展开? 

3、你是通过哪些渠道收集资料的? 

学生回答记录 

1、该选题与我所学的连锁经营管理专业吻合，符合专业学习需要；该选题是我比较

感兴趣的方向，我希望通过我的毕业设计的完成，对我所在的企业有所帮助。 

2、分析是我们毕业设计中核心的内容跟之一，非常重要，因此写好第二部分非常关

键，它是我的毕业设计第三部分的完成基础，我将会从环境分析、客户分析、竞争

对手分析等方面入手深入剖析。 

3、资料搜集工作是非常基础的工作，完成毕业设计需要做好资料的搜集工作，我从

以下几个方面进行资料收集：网络收集比如企业官网、实地考察比如蹲点观察、亲

身体验如实习实践等。 

答辩小组评分：     35     分（满分 50分） 

答辩小

组成员 

         

 

答辩小组组长签名：                  2019  年 12  月  1日 

备注：答辩小组评分占毕业设计成绩的 50%。 

 



湖南现代物流职业技术学院毕业设计答辩记录表 

（答辩小组用表） 

 

所在学院 物流商学院 所学专业 
连锁经营管

理 
所在班级 连锁 1701 

姓   名 殷梦婷 学    号 
20170111310

7 
指导教师 

张小桃 

欧阳艳平 

毕业设计

题目 
杨裕兴中茂城店开发方案设计 

答辩老师提问记录 

1、为什么以杨裕兴作为本次的选题？ 

2、此次毕业设计的基本框架是如何构成的？ 

3、针对毕业设计想要达成什么样的目的？ 

学生回答记录 

1、杨裕兴作为一个拥有百年历史的老品牌，并且在各地开了许多家连锁店，有一定

的影响力和声誉是一个值得信任的品牌，加上在长沙有实体店方便对此进行调查。 

2、本设计共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为对杨裕兴的简介；第二部分为对杨裕兴在中

茂城开店的背景分析；第三部分为杨裕兴在中茂城店开发方案设计。 

3、本次写的是关于门店开发方案设计，所以最终目的就是为了达到一个成功开店的

效果，然后经过一系列的措施来进行不断的提高并且盈利。 

答辩小组评分：    35      分（满分 50分） 

答辩小

组成员 

         

 

答辩小组组长签名：                  2019  年 12  月  1日 

备注：答辩小组评分占毕业设计成绩的 50%。 

 



湖南现代物流职业技术学院毕业设计答辩记录表 

（答辩小组用表） 

 

所在学院 物流商学院 所学专业 
连锁经营管

理 
所在班级 连锁 1701 

姓   名 冯博远 学    号 
20170111310

8 
指导教师 

赖霞红 

 

毕业设计

题目 
编程猫岳麓校区开发方案设计 

答辩老师提问记录 

1、为什么选择编程猫？ 

2、编程猫的选址是如何确定的？ 

3、编程猫开业后多久可以回本？ 

学生回答记录 

1、因为 AI在这几年在以飞速步入了我们的生活，将来 AI将无处不在，编程猫不仅

会让我们学会如何编程，还能让学生们通过学习编程猫，轻松地创作出充满奇思妙

想的游戏、动画、互动故事、学科、软件等作品，可以全方位锻炼孩子们的逻辑思

维能力、跨学科结合能力、审美能力、任务拆解能力和团队协作能力等。 

2、因为该产品主要消费人群是有 3-16 岁孩子的家庭，所以打算选在附近学校多的

学区房附近，且因为学费偏高，所以选择了在中高端小区附近，有一定消费能力的

人群附近，经多次调查，决定选址在长沙市岳麓区梅溪湖天顶乡川塘村黄荆安置小

区 A44栋，该地方符合以上条件。 

3、经过目前投资回报分析预计是需要 17 月，但经调查，该产品前期收入会偏低之

后会成陡坡式上升，所以平均算下来需要 17 个月左右。 

答辩小组评分：    34    分（满分 50分） 

答辩小

组成员 

         

 

答辩小组组长签名：                  2019  年 12  月  1日 

备注：答辩小组评分占毕业设计成绩的 50%。 



湖南现代物流职业技术学院毕业设计答辩记录表 

（答辩小组用表） 

 

所在学院 物流商学院 所学专业 
连锁经营管

理 
所在班级 连锁 1701 

姓   名 刘洋 学    号 
20170111311

0 
指导教师 

赖霞红 

 

毕业设计

题目 
百城康祺中茂城门店开发方案设计 

答辩老师提问记录 

1、请你跟我阐述一下你是怎么完成毕业设计的？ 

2、你觉得时间管理重要吗? 

3、如果毕业后你想创业开一家店，你会选择开设哪个方面的门店? 

学生回答记录 

1、第一步：在老师的指导下，确定方案设计的对象以及题目；第二步:根据题目确

定方案设计的基本框架。第三步：采用实地考察法和二手资料法来充实方案设计；

第四步：对毕业设计进行完善和修改，进行答辩逐步完成方案设计，方案设计定稿。。 

2、一天只有 24 小时，时间对每个人都是公平的。”无论生活还是工作，都需要一

个很好的时间管理方法，尤其在碎片化严重的时代。有效的时间管理，会帮助你更

好的分配自己的时间，也只有做好时间管理，才能按时完成毕业设计。 

3、健身类的门店，因为我自己对健身特别感兴趣，并且在很多的健身类连锁店实习

过，对这个行业有一定的熟悉。 

答辩小组评分：    36      分（满分 50分） 

答辩小

组成员 

         

 

答辩小组组长签名：                  2019  年 12  月  1日 

备注：答辩小组评分占毕业设计成绩的 50%。 

 



湖南现代物流职业技术学院毕业设计答辩记录表 

（答辩小组用表） 

 

所在学院 物流商学院 所学专业 
连锁经营管

理 
所在班级 连锁 1701 

姓   名 周海燕 学    号 
20170111211

0 
指导教师 

易灿 

王一武 

毕业设计

题目 
长沙宜家 2020年“双十一”促销活动方案设计 

答辩老师提问记录 

1、宜家促销活动的目的？ 

2、如何完成毕业设计的内容？ 

3、为何选址在长沙宜家做促销活动? 

学生回答记录 

1、活动目的是促销活动的根本，新品上市，提升销量，是打击对手是处理库存，还

是提升品牌认知度及美誉度，确认目的才能把握方向。 

2、①通过调查研究和毕业实习，对家居连锁行业的现状进行系统的了解及需求分析。

②根据行业现状的了解及需求分析对长沙宜家进行简单的介绍和促销活动方案的纲

要设计。③对长沙宜家的经营环境及市场需求进行实地调查及分析，对其本身的优

缺点进行详细了解和外界所提供的机会及潜在威胁进行分析。④针对长沙宜家的市

场需求进行 2020年双十一促销活动方案设计的详细设计。 

3、选择自己熟悉的地址作为毕业设计方案会更加的得心应手去完成，目前为止宜家

在长沙只有一家，宜家长沙商场，将好逛、好买、好吃、好拍照等最受现代人喜爱

的事情融合在一起，为大众创造更美好的日常生活，改变你的生活方式。而长沙家

居行业并没有很多这种大规模的家居商场，且洋湖商圈附近也没有有力竞争对手，

能更好的实现促销活动。 

答辩小组评分：     35    分（满分 50分） 

答辩小

组成员 

         

 



答辩小组组长签名：                  2019  年 12  月  1日 

备注：答辩小组评分占毕业设计成绩的 50%。 

 



湖南现代物流职业技术学院毕业设计答辩记录表 

（答辩小组用表） 

 

所在学院 物流商学院 所学专业 
连锁经营管

理 
所在班级 连锁 1701 

姓   名 彭雪晨 学    号 
20170111212

4 
指导教师 

赖霞红 

 

毕业设计

题目 
爱依服 2020 年国庆促销方案设计 

答辩老师提问记录 

1、为什么选择这个题目？ 

2、该设计任务是什么？ 

3、该设计目标是什么？ 

学生回答记录 

1、由于自己对服装促销方案方面比较感兴趣，这个题目也与自己之前的一些兼职工

作有点关联，所以选择了这个课题。 

2、首先是介绍公司的简介，分析了对爱依服的行业及企业现状、消费者、SWOT、竞

争者等做了市场分析,进而设计爱依服 2020 年国庆促销方案，以期增加销量，提升

知名度，构建良好的品牌形象。 

3、针对爱依服的消费群体特点等，设计出符合产品特点的促销活动设计方案，实现

提升品牌人气，扩大品牌影响力。 

答辩小组评分：     34    分（满分 50分） 

答辩小

组成员 

         

 

答辩小组组长签名：                  2019  年 12  月  1日 

备注：答辩小组评分占毕业设计成绩的 50%。 

 



湖南现代物流职业技术学院毕业设计答辩记录表 

（答辩小组用表） 

 

所在学院 物流商学院 所学专业 
连锁经营管

理 
所在班级 连锁 1701 

姓   名 屈左花 学    号 
20170111311

1 
指导教师 

赖霞红 

 

毕业设计

题目 
佳惠超市邵阳江北店 2020年中秋国庆促销方案设计 

答辩老师提问记录 

1、为什么选择这个题目？ 

2、设计的核心点是什么? 

3、设计目标是什么？ 

学生回答记录 

1、选择这个题目，一是因为我们实习时的工作刚好是做关于超市运营这一部分的；

二是在我们的生活中，一般买东西都是在超市进行采购的，所以对于超市促销的这

类活动会有所参与也就有最基础的认识；三是因为专业原因，平时就喜欢收集这一

方面的知识以便于更了解以后要就业的方向，所以对这个题目的设计会有更有把握

些。 

2、本设计的核心点是相关分析及促销方案设计，一个是对超市行业现状的进一步了

解，一个是本促销方案设计的最终策划。 

3、本设计的目标是借助“中秋节”、“国庆节”等节日的到来，策划实施一系列的

促销活动，刺激消费群，吸引目标消费群及潜在的消费群，最大限度地扩大销售额；

并以中秋月饼的消费来带动佳惠超市的销售，以卖场的形象激活国庆的销售。稳定

佳惠超市的现有顾客，提升佳惠超市在商圈范围内的形象。 

答辩小组评分：     36     分（满分 50分） 



答辩小

组成员 

         

 

答辩小组组长签名：                  2019  年 12  月  1日 

备注：答辩小组评分占毕业设计成绩的 50%。 

 



湖南现代物流职业技术学院毕业设计答辩记录表 

（答辩小组用表） 

 

所在学院 物流商学院 所学专业 
连锁经营管

理 
所在班级 连锁 1701 

姓   名 孙曼 学    号 
20170111311

2 
指导教师 

赖霞红 

 

毕业设计

题目 
汉堡王五一广场门店开发方案设计 

答辩老师提问记录 

1、门店选址为什么要选在五一广场？ 

2、为什么选择开汉堡王 而不是知名度更大的 KFC麦当劳品牌？ 

3、你认为汉堡王和其他同类快餐店相比优势在哪里？ 

学生回答记录 

1、五一广场位于长沙市中心长沙老城区，交通便利，客流量大，资源丰富，因此选

在五一广场。 

2、汉堡王有自己的特色，品牌历史也比较悠久，虽然在中国市场知名度并没有 KFC

和麦当劳高，我认为汉堡王发展空间比较大。 

3、汉堡王有自己个人特色，汉堡也比一般同类快餐店汉堡的份量更大，形象也跟同

类快餐店汉堡的汉堡不一样，店内活动比较多，价格相对便宜，对一些热爱人士来

说，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 

答辩小组评分：     34     分（满分 50分） 

答辩小

组成员 

         

 

答辩小组组长签名：                  2019  年 12  月  1日 

备注：答辩小组评分占毕业设计成绩的 50%。 

 



湖南现代物流职业技术学院毕业设计答辩记录表 

（答辩小组用表） 

 

所在学院 物流商学院 所学专业 
连锁经营管

理 
所在班级 连锁 1701 

姓   名 邓棋升 学    号 
20170111311

7 
指导教师 

易灿 

 

毕业设计

题目 
芙蓉兴盛大众传媒店开发设计方案 

答辩老师提问记录 

1、你去过芙蓉兴盛购物过吗？ 

2、那你觉得芙蓉兴盛那个地方做的最差，你会怎么改善? 

3、那你觉得它做得好的地方在哪里，由哪些是值得你学习的? 

学生回答记录 

1、去过，经常去，因为它方便，在我们身边很多地方都有。 

2、芙蓉兴盛作为湖南本土的一家连锁企业，门店规模却是可观，但门店规模较小，

管理不够规范，我觉得作为连锁企业，规范性是其基本的要求，也是每一个门店必

须做好的一项工作应该由总部领导规范管理。 

3、近几年来芙蓉兴盛的兴盛优选做的还不错，它是芙蓉兴盛的新零售业务，目前主

要是新鲜这一块，客户群体和合作网点是非常多的，可以实现新鲜今天下单，明天

清早送达，突出新鲜的新鲜性。 

答辩小组评分：     34     分（满分 50分） 

答辩小

组成员 

         

 

答辩小组组长签名：                  2019  年 12  月  1日 

备注：答辩小组评分占毕业设计成绩的 50%。 

 



湖南现代物流职业技术学院毕业设计答辩记录表 

（答辩小组用表） 

 

所在学院 物流商学院 所学专业 
连锁经营管

理 
所在班级 连锁 1701 

姓   名 肖跃娣 学    号 
20170111311

8 
指导教师 

易灿 

王一武 

毕业设计

题目 
德庄火锅万达门店开发方案设计 

答辩老师提问记录 

1、做完毕业设计后有什么收获？ 

2、为什么选德庄做为选题? 

3、做毕业设计的时候遇到什么问题？ 

学生回答记录 

1、毕业设计是大三最后一项工程，它花的时间和精力也比较多，但是通过这次做毕

业设计发现自己的看法有点太片面，毕业设计不仅是对前面所学知识的一种检验，

而且也是对自己能力的一种提高和知识的温故积累，从而可以高自己知识和综合素

质。 

2、德庄是我在吃火锅的时候机缘巧合想起的选题，虽然说它没有海底捞，小龙坎的

热度和知名度大，可德庄作为千年老店，她的味道和知名度还是比较有稳定性的，

然后材料什么的也是比较多，容易下手。 

3、做竞争分析，和人流分析还是比较好下手的，可选址和形象布局局设置比较难，

那里下了很多功夫，选址得考虑地理位置，客流等因素，形象布局得设置又得考虑

空间，没什么材料参考，得自己思考。 

答辩小组评分：     35     分（满分 50分） 

答辩小

组成员 

         

 

答辩小组组长签名：                  2019  年 12  月  1日 



备注：答辩小组评分占毕业设计成绩的 50%。 

 



湖南现代物流职业技术学院毕业设计答辩记录表 

（答辩小组用表） 

 

所在学院 物流商学院 所学专业 
连锁经营管

理 
所在班级 连锁 1701 

姓   名 李益恋 学    号 
20170111311

3 
指导教师 

赖霞红 

 

毕业设计

题目 
OYO酒店 2020 年湖南区加盟推广方案设计 

答辩老师提问记录 

1、方案设计用了什么分析方法？ 

2、方案设计中用了什么渠道进行酒店的推广？ 

3、OYO酒店的竞争优势有哪些？ 

学生回答记录 

1、SWOT分析，竞争者分析，PEST 分。 

2、线上线下相结合，线上在 APP中投放广告、OYO酒店的公众号、微博转发抽奖；

线下在火车、高铁、写字楼电梯上投放。 

3、覆盖面广、硬件条件好、地理位置优越、性价比高、预订方式多。 

答辩小组评分：     33     分（满分 50分） 

答辩小

组成员 

         

 

答辩小组组长签名：                  2019  年 12  月  1日 

备注：答辩小组评分占毕业设计成绩的 50%。 

 



湖南现代物流职业技术学院毕业设计答辩记录表 

（答辩小组用表） 

 

所在学院 物流商学院 所学专业 
连锁经营管

理 
所在班级 连锁 1701 

姓   名 毛彦婷 学    号 
20170111311

4 
指导教师 

赖霞红 

 

毕业设计

题目 
大润发汇一城店 2020年端午节促销方案设计 

答辩老师提问记录 

1、请你跟我简单介绍一下端午节？ 

2、什么是促销，促销方式由哪些? 

3、请你谈谈这次毕业设计搜集资料的方法? 

学生回答记录 

1、端午节与春节、清明节、中秋节并称为中国四大传统节日。端午节，本是南方吴

越先民创立用于拜祭龙祖、祈福辟邪的节日。因传说战国时期的楚国诗人屈原在五

月五日跳汨罗江自尽，后来人们亦将端午节作为纪念屈原的节日；也有纪念伍子胥、

曹娥及介子推等说法。 

2、促销就是营销者向消费者传递有关本企业及产品的各种信息，说服或吸引消费者

购买其产品，以达到扩大销售量的目的。促销实质上是一种沟通活动，即营销者（信

息提供者或发送者）发出作为刺激消费的各种信息，把信息传递到一个或更多的目

标对象（即信息接受者，如听众、观众、读者、消费者或用户等），以影响其态度

和行为。促销方式主要有：广告、人员促销、营业推广、公共关系、互联网传播与

网上营销、整合营销传播。 

3、我主要使用了三种方法：市场调查法：询问消费者的消费习惯以及其他可能影响

消费的因素；二手资料法：利用杂志和互联网上的期刊来整理和搜集信息；观察法：

在门店观察客流量以及成交量。 

答辩小组评分：      37    分（满分 50分） 

https://baike.baidu.com/item/%E6%98%A5%E8%8A%82/136876
https://baike.baidu.com/item/%E6%B8%85%E6%98%8E%E8%8A%82/137575
https://baike.baidu.com/item/%E4%B8%AD%E7%A7%8B%E8%8A%82/128234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90%B4%E8%B6%8A/8506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90%B4%E8%B6%8A/8506
https://baike.baidu.com/item/%E6%88%98%E5%9B%BD%E6%97%B6%E6%9C%9F/945182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B1%88%E5%8E%9F/6109


答辩小

组成员 

         

 

答辩小组组长签名：                  2019  年 12  月  1日 

备注：答辩小组评分占毕业设计成绩的 50%。 

 



湖南现代物流职业技术学院毕业设计答辩记录表 

（答辩小组用表） 

 

所在学院 物流商学院 所学专业 
连锁经营管

理 
所在班级 连锁 1701 

姓   名 刘端骅 学    号 
20170111311

5 
指导教师 

易灿 

王一武 

毕业设计

题目 
快鱼服饰泉塘店 2020年国庆促销方案设计 

答辩老师提问记录 

1、为什么会选择服饰行业作为毕业设计？ 

2、你觉得选择的这个快鱼店面有什么竞争优势? 

3、做完毕业设计以后，你对服饰行业这个行业有什么新的理解吗? 

学生回答记录 

1、我觉得我选择服饰行业一个是自己对于买衣服这个方面比较执着，而且对于学生

而言，我比较倾向于选择的就是经济实惠型的这种店面，还有一个就是服饰行业我

自己这里是有个比较的，很多服饰品牌是空有一个品牌，其实没什么内涵，对于我

本人来说，就喜欢这样学生型的店面。 

2、首先在泉塘区一般都是以纯、爱依服以及一些中高消费，消费人群也是偏向经济

能力较高一点的 但是快鱼店主打的就是休闲风和日常风格的衣服 适合人群比较广

泛且消费不高，所以在泉塘区，快鱼还是存在着一定的竞争能力的。 

3、当然会有一些新的理解，之前我眼中的服饰行业就是销售 然后衣服款式和价格，

做完毕业设计以后，通过了解一个公司的企业文化也了解到这个公司的发展历程和

是一个什么样的规模，也明白在服饰行业可以做到这样的规模是有多么不容易。 

答辩小组评分：      37    分（满分 50分） 



答辩小

组成员 

         

 

答辩小组组长签名：                  2019  年 12  月  1日 

备注：答辩小组评分占毕业设计成绩的 50%。 

 



湖南现代物流职业技术学院毕业设计答辩记录表 

（答辩小组用表） 

 

所在学院 物流商学院 所学专业 
连锁经营管

理 
所在班级 连锁 1701 

姓   名 潘安南 学    号 
20170111310

3 
指导教师 

张小桃 

欧阳艳平 

毕业设计

题目 
悠百佳 2020 年湖南地区加盟推广方案设计 

答辩老师提问记录 

1、加盟是什么？ 

2、悠百佳在湖南地区加盟使哪种类型? 

3、请你简述特许经营对悠百佳的优势是什么? 

学生回答记录 

1、加盟就是该企业组织，或者说加盟连锁总公司与加盟店二者之间的持续契约的关

系。根据契约，必须提供一项独特的商业特权，并加上（人员培训、组织结构、经

营管理、商品供销）的方面的无条件协助。而加盟店也需付出相对的报偿。加盟特

许经营的经营形式种类有很多，依出资比例与经营方式大概可以分为自愿加盟、委

托加盟与特许加盟。 

2、特许经营的形式。 

3、得以实现集中控制、扩大规模、赚取利润三者兼顾;而且可以规避实现企业控制

权的高资本风险，可以做“甩手掌柜”不用管企业日常经营琐事；通过增加加盟店

的方式扩大规模，可以将触角伸到该行业的各个角落，开发出企业尚未涉及的业务，

而且成本几乎为零；可以借助特许经营建立销售网络，扩大产品的市场占有量;而且

不会被资金限制，能以最低成本地迅速扩张规模，塑造出品牌。 

答辩小组评分：     32     分（满分 50分） 

答辩小

组成员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8A%A0%E7%9B%9F%E8%BF%9E%E9%94%81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8A%A0%E7%9B%9F%E5%BA%97/5344623
https://baike.baidu.com/item/%E6%8A%A5%E5%81%BF/7437191
https://baike.baidu.com/item/%E7%BB%8F%E8%90%A5%E6%96%B9%E5%BC%8F/4219250
https://baike.baidu.com/item/%E7%89%B9%E8%AE%B8%E5%8A%A0%E7%9B%9F/102357


答辩小组组长签名：                  2019  年 12  月  1日 

备注：答辩小组评分占毕业设计成绩的 50%。 

 



湖南现代物流职业技术学院毕业设计答辩记录表 

（答辩小组用表） 

 

所在学院 物流商学院 所学专业 
连锁经营管

理 
所在班级 连锁 1701 

姓   名 贺倩 学    号 
20170111310

1 
指导教师 

张小桃 

欧阳艳平 

毕业设计

题目 
多米诺万象汇门店开发方案设计 

答辩老师提问记录 

1、如果要你创业你会开一个多米诺吗？ 

2、你为什么喜欢多米诺? 

3、那请你帮我们介绍一下新店的开业策划? 

学生回答记录 

1、会，毕业设计里面写的这个店就是我和一个朋友准备开的。 

2、我比较认同多米诺的经营理念和企业文化；多米诺的糕点也是我自己喜欢的视频

之一；我个人比较看好这个行业。 

3、首先要规划好开业策划主题、做好新店开业的前期筹备、进行新店开业的宣传造

势、开业现场的各个部门分工和执行、预估开业策划的风险 

答辩小组评分：    32      分（满分 50分） 

答辩小

组成员 

         

 

答辩小组组长签名：                  2019  年 12  月  1日 

备注：答辩小组评分占毕业设计成绩的 50%。 

 



湖南现代物流职业技术学院毕业设计答辩记录表 

（答辩小组用表） 

 

所在学院 物流商学院 所学专业 
连锁经营管

理 
所在班级 连锁 1701 

姓   名 李姣 学    号 
20170111310

2 
指导教师 

张小桃 

欧阳艳平 

毕业设计

题目 
锁味万象汇门店开发方案设计 

答辩老师提问记录 

1、你在毕业设计过程觉得最大的收获是什么？ 

2、你在做毕业设计的时候遇到什么问题？ 

3、为什么选门店开发做为选题? 

学生回答记录 

1、培养了我调查研究能力、收集图表和资料的能力、培养我们的结构设计能力和绘

图能力，使所学的知识和实践知识融合在一起，也在处理问题上有了提高，同时也

巩固了所学的知识和技能，为今后参加工作及进一步学习奠定了基础。 

2、通过了本次的毕业设计，感觉自己对所学知识的重要性，也发现自己学的知识在

综合运用能力还差得远。 

3、门店是连锁经营体系的一个重要部分之一，该选题方向与我所选专业一致；我毕

业后就像自己创业，加盟一个门店使我起步更快。 

答辩小组评分：     32     分（满分 50分） 

答辩小

组成员 

         

 

答辩小组组长签名：                  2019  年 12  月  1日 

备注：答辩小组评分占毕业设计成绩的 50%。 

 



湖南现代物流职业技术学院毕业设计答辩记录表 

（答辩小组用表） 

 

所在学院 物流商学院 所学专业 
连锁经营管

理 
所在班级 连锁 1701 

姓   名 骆壹慧 学    号 
20170111311

9 
指导教师 

易灿 

 

毕业设计

题目 
海底捞火锅（金星店）2020年国庆中秋双节促销方案设计 

答辩老师提问记录 

1、选择促销方案的原因？ 

2、毕业设计的主题？ 

3、采用了哪些方法？ 

学生回答记录 

1、促销就是为了促进销售而进行的行为活动，能在短期内促进销售，提升业绩，增

加收益。在未来的职场生活中肯定也是最先接触到并且需要自己去完成的东西，所

以想结合自身所学去写这么一份方案，了解自己的不足，这样在工作中再遇到同样

的事情就会更有把握。 

2、通过对餐饮行业的目标市场，竞争者分析，服务营销分析以及自身优劣势分析等

一些情况制定海底捞火锅金星店的双节促销活动。 

3、调查法、文献法。 

答辩小组评分：     33     分（满分 50分） 

答辩小

组成员 

         

 

答辩小组组长签名：                  2019  年 12  月  1日 

备注：答辩小组评分占毕业设计成绩的 50%。 

 



湖南现代物流职业技术学院毕业设计答辩记录表 

（答辩小组用表） 

 

所在学院 物流商学院 所学专业 
连锁经营管

理 
所在班级 连锁 1701 

姓   名 付娇悦 学    号 
20170111311

6 
指导教师 

易灿 

 

毕业设计

题目 
长沙星沙广粥城商圈调查方案设计 

答辩老师提问记录 

1、毕业设计用到哪些与本专业相关的调查方法？ 

2、选题缘由是什么？ 

3、设计的核心概念怎样在作品中体现？ 

学生回答记录 

1、市场调查法、二手资料收集法、观察法、访问法、随机抽样法。 

2、希望通过本方案设计，为广粥城餐饮有限公司提供选址参考，为公司发展连锁经

营做出贡献，提高品牌的知名度和美誉度，提升企业效益，增加公司就业，促进创

新创业。 

3、需求分析，调查目的的确定，调查内容的选择，调查方式，调查工具，方案实施

安排，经费预算。 

答辩小组评分：    36      分（满分 50分） 

答辩小

组成员 

         

 

答辩小组组长签名：                  2019  年 12  月  1日 

备注：答辩小组评分占毕业设计成绩的 50%。 

 



湖南现代物流职业技术学院毕业设计答辩记录表 

（答辩小组用表） 

 

所在学院 物流商学院 所学专业 
连锁经营管

理 
所在班级 连锁 1701 

姓   名 向子怡 学    号 
20170111312

0 
指导教师 

易灿 

王一武 

毕业设计

题目 
雲水肴德思勤店 2020年国庆促销方案设计 

答辩老师提问记录 

1、你为什么选这个题目作为毕业设计选题？ 

2、你觉得在你的毕业设计的第三部分对促销方案进行设计，应该从哪些方面展开? 

3、你是采用哪些方法收集资料的? 

学生回答记录 

1、该选题与我所学的连锁经营管理专业吻合，符合专业学习需要；该选题是我比较

感兴趣的方向，我希望通过我的毕业设计的完成，对我所在的企业有所帮助。 

2、毕业设计第三部分将是我的毕业设计的核心部分，我将会从促销目标、促销对象、

促销时间地点、促销内容、促销准备、费用预算等方面入手深入剖析。 

3、资料搜集工作是非常基础的工作，完成毕业设计需要做好资料的搜集工作，我从

以下几种方法进行资料收集：市场调查法、二手资料法、观察法。 

答辩小组评分：     34    分（满分 50分） 

答辩小

组成员 

         

 

答辩小组组长签名：                  2019  年 12  月  1日 

备注：答辩小组评分占毕业设计成绩的 5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