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电子科技大学中山学院教务处 
 

通知[2019] 3 号 

 

关于公布 2019 年度节能减排校内资助项目

的通知 
 

各单位： 

2018 年 12 月，教务处组织申报第十二届全国大学生节

能减排社会实践与科技竞赛校内项目，共收集到 48 份立项

申请书(其中学科竞赛类 28项，社会调查类 20 项)。经过

初审、答辩等环节，根据专家评委的评分结果，最终遴选

出 25 个资助项目。立项资助具体情况见附表。 

学校对各项目给予经费资助，项目负责人要确保资金

使用效益。希望各单位和指导老师加强对项目开展情况进

行监督和检查，确保项目建设成效,积极凝炼和总结项目的

建设成果，提升项目示范效益。 

各资助项目通过验收答辩，凭财务认可的有效发票报

销全部资助经费 60%。参加省赛或者完成国赛网上报名可凭



财务认可的有效发票报销全部资助经费。如获得省赛、国

赛现场展示机会，将根据实际需要适度追加项目资助金

额。 

附：2019年度节能减排立项资助名单 

 

 

教务处 

                                     2019年 1 月 



附件：2019年度节能减排立项资助名单 

序

号 
项目名称 类别 负责人 团队成员 指导老师 

资助

金额 

1 
通过从豆渣中提取可溶性膳食纤维以制备可

食用包装材料 
学科竞赛 何子锐 龙丽珊 苏乐文 梁伊汶 马晓群 黄振仪 黄婉瑶 郑子懿、李琳 3000 

2 沉香木渣资源综合化利用 学科竞赛 萧博亨 蔡伟邦 陈桂思 苏泽 梁碧霞 成健健  谢果 3000 

3 智能泳池消毒杀菌系统 学科竞赛 王家健 周源 陈先林     程文彬 3000 

4 “拾享” 家居装修余料回收 APP 学科竞赛 李芷茹 张珺瑶      张立中 3000 

5 互联网监控式智能灌溉产品  学科竞赛 邓基裕 叶梓铭 周文韬 丘远航    黄杰勇 3000 

6 大学校园书籍流转平台搭建 学科竞赛 孟周泉 吴子彬 钟志毅 何文婷 何志杰 王月余  陈晴 3000 

7 
基于碳普惠制高校学生宿舍节水节电碳减排

方法学研究 
学科竞赛 杨灏晋 潘子伊 吕文杰 冯子璇 斯晨艳 陆少桢 许艺凡 蒋裕平 3000 

8 
基于温差发电的半自动化温室大棚运作系统

设计与实现 
学科竞赛 曾骏琳 张炜健 刘嘉怡 吴杰 胡伟林 胡志通 梁家豪 杨毅红 3000 

9 
生鱼下脚料的最适酶解和新型水产调味料的

制备 
学科竞赛 甘蕊菁 徐强 莫凯棋     李琳 3000 

10 甲壳素的提取及改性在工业废水处理的研究 学科竞赛 陈美玲 廖钰婷 黄馥愉 梁惠铃 吴钰婷 何嘉韵 李健良 李雪雁 3000 

11 手机调控电热鞋 学科竞赛 杨美雪 邓嘉琪 曾宪楠 林子杨 吴家辉   孟庆元 3000 

12 代袋计划——塑料袋的回收与创意重制 学科竞赛 陈巧仪 黄建蓉 林雅彤 方志强 黄佳诗 郑镇佳 许梓鸿 张立中 3000 

13 新能源电动车电力回收及利用装置 学科竞赛 孙淑欣 陈颖琳 张德成     张立中 3000 

14 环己酮降解生物多样性研究 学科竞赛 魏伟东 林铿锐 史淇森 陈梓扬 钟皓博   王忠全 3000 

15 
基于手机 GPS 定位与蓝牙传输识别的停车

场管理系统 
学科竞赛 田力丹 苏烯宁 陈诗铭 余海坤 王蔚琪 钱鸿  陈信全 3000 

16 
“互联网+”垃圾分类现状调查及发展分析—

—以中山市西区为例 
社会调查 黄榆 张意梅 梁心如 林海燕 黄妍   洪丽华 1000 



17 
关于废旧充电宝的现状调查及回收机制分析

的研究——以中山市高校为例 
社会调查 庾惠婷 肖颖 江华林 王秋娜 杨佳杭   张存俭、黄佳圳 1000 

18 
乡村振兴战略下的农村家庭节能减排意识调

查研究——以中山市为例 
社会调查 欧晓玲 李晓君 黄佳玉 简文豪 梁翠映 梁慧映 林佳媛 陈晴 1000 

19 
“智能玩转资源回收”——广州市黄埔区智能

垃圾分类公众满意度调查研究 
社会调查 阮少美 谭青华 陈晓丹 潘嘉颖 李彤 罗莹冰  洪丽华 1000 

20 
绿色消费法律体系构建研究——基于计划行

为理论的视角 
社会调查 纪泽波 蔡赟 巫佳妮 何文洁 练景常   杨振华 1000 

21 
“绿色会展软实力”会展低碳素养概念发展与

展商观众调查 
社会调查 谢小艳 黄依林 古燕婷 陈湘瑜 余树宁   刘家玮 1000 

22 
中山市居民对旧手机处理的现状及其原因的

调查研究 
社会调查 郑文诗 莫婉儿 林漫诗 钟宝怡 李心媛   陈晴 1000 

23 

“你怎么知道你吃进的不是聚丙烯？”对白色

污染的现状调查及防治对策研究——以中山

市为例 

社会调查 张映 曹飞 苏雅娜     王春芳 1000 

24 
中山城区限塑令执行效果及塑料购物袋使用

现状 
社会调查 凌翠婷 陈文婷 林雨涵 周雨茜 王瑞琪   张景强 1000 

25 
让快递箱“重生”——基于互联网新时代下的

中山市校园快递箱回收调查 
社会调查 李明谚 郑锐霞 翁晓琪 范淑榕 汤文钰 叶柏宁  麻昌贵 10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