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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building an innovative national development strategy in China, the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education has become the most important part of the talents training in various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However, in view of the reality of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education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there are still some problems, for example, the positioning is inaccurate, most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do not set up independent institutions,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education curriculum is not 

perfect, the outstanding teachers of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education are seriously deficient, and so o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need to improve their understanding of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education, 

improve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education institutions, promote the reform of the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education curriculum system, and strengthen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teaching staff of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education, so as to improve the level of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education in 

China’s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and provide innovative and entrepreneurial talents for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our count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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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我国建设创新型国家发展战略背景下，创新创业教育成为各高校人才培养的重中之重。但就目前高校创新创业

教育的实际来看，还存在定位不准确、多数高校未设置独立的机构、创新创业教育课程设置不够完善及创新创业教育优秀教

师严重匮乏等不足。还需要各高校提高对高校创新创业教育的认识、健全高校创新创业教育机构、推进高校创新创业教育课

程体系改革及加强高校创新创业教育师资队伍建设，从而不断提高我国高校创新创业教育的水平，为我国经济发展提供创新

创业的精英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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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我国目前正处在一个“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新时代背景之下，世界各国的创新竞争力已成为综合

国力较量的重要部分，科技创新带动经济发展，各个国家都十分重视。早在《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

规划纲要（2010—2020 年）》中就明确提出：“改革人才培养模式，把大学生创新精神与创业能力作为培养

核心，使创新创业教育与人才培养相融合”.李克强在 2014 年夏季达沃斯论坛上提出要在 960 万平方公

里土地上掀起大众创业、草根创业的新浪潮，形成万众创新、人人创新的新态势，2014 年被誉为“中国

创业元年”。2015 年 4 月 27 日国务院以国发 23 号印发关于进一步做好新形势下就业创业工作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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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件指出：“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是富民之道、强国之路，必须着力创立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新引擎。”

2016 年，教育部印发的《关于做好 2016 届全国普通高等学校毕业生就业创业工作的通知》提出，从 2016

年起所有高校都要设置创新创业教育课程。2017 年 2 月 4 日，教育部发布的《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

定》也明确提出，学校应当鼓励、支持和指导学生参加社会实践、创新创业活动，可以建立创新创业档案，

设置创新创业学分。近年来，国家出台了“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相关政策，将大学生创业推向了一个

新的高潮。构建新型创新创业教育平台，提升大学生创新创业能力系统化、规模化，探索形式多样的社会

实践和创新创业项目，是建设创新型国家的战略需要，也是高等教育改革的迫切需要，更是大学生就业和

成长成才的客观需要，因此，创新创业教育成为各高校人才培养的重中之重。 

2 高校创新创业教育的现状 

2.1 高校创新创业定位不准确 

由于我国高校传统的教育方式是以授业解惑为主，重点关注学生对知识技能的学习，很少涉及培养学

生的创新创业技能以及对学生开展创新创业教育。所以我们现在还存在部分高校对创新创业教育的重视程

度不够，同时也存在认识上的偏差。主要进行基础教育的高校认为创新创业教育是理工科等技术型、研究

型院校的事，与基础教育的关系不大，从而忽略了创新创业教育对毕业生以及国家发展战略的重要性；而

那些毕业生就业情况较好的王牌高校，由于其毕业生供不应求，暂时未出现就业难得情形，他们就更不愿

分出精力来进行创新创业教育。 

2.2 多数高校未设置独立的机构 

就高校当前进行创新创业教育的实际来看，多数高校并未设置相对独立的机构，专门从事创新创业教

育。大多数高校的创新创业教育一般都由学校的招生就业处负责，即使某些高校成立就业指导中心等机构

也并未单独设置，要么是挂靠学校教务处，要么是挂靠学校招生就业处。由于没有相对独立的专门机构，

造成创新创业教育责任不明晰，各种政策执行不能及时完全到位，对已创业在校学生或参加创业实践学生

的支持力度还有不够。同时，创新创业学生也面临着进行创新创业时间与专业教学时间冲突的矛盾无法解

决，创新创业学分学时无法抵扣等问题，从而对热衷于创新创新创业学生存在很大的制约，在很大程度上

打消了学生在校期间创新创业想法，同时也错过了市场机遇。 

2.3 高校创新创业教育课程设置不够完善 

目前，高校创新创业教育课程设置还未形成一套成熟的体系，还不够系统和完善。高校创新创业教育

课程通常以第二课堂或选修课的形式出现，大多都在晚上或周末上课，课程设置相对不够连贯，且学时数

相对较少；同时目前高校开展学生创新创业形式较为单一，学生多以参加“互联网＋”“挑战杯”大学生

创业竞赛等各类创业竞赛来增加创新创业实践经验，除此而外就很少获得实践的机会。 

2.4 高校创新创业教育优秀教师严重匮乏 

高校创新创业教育师资队伍质量的高低直接决定高校创新创业教育的最终成效，因为他们是高校创新

创业教育的主体，其直接参与和管理高校的创新创业教育活动。然而就我国高校的实际情况而言，首先，

我国高校中大多数从事创新创业教育的教师是兼职教师，他们自身都缺乏系统全面的知识体系结构，且他

们也很难全身心地投入到对创新创业教育的研究和创新中，导致我们开设的创新创业教育课程只是走过

场、完成任务，很难达到应有的效果；其次，大多数高校缺乏有实践经验的“双师型”教师，从事创新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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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教育的教师几乎都是从原来的纯理论教学转型而来，严重缺乏必要的实践经验，对大学生的创新创业实

践指导性不足、时效性不高; 还有就是我们很多高校为了弥补自身师资力量的不足，从而聘请企业家或创

业校友等来校担任创业导师，虽然他们有着丰富的实践经验，但是由于他们时间和精力有限，很难及时满

足大学生的知识和技能需求。 

3 高校创新创业教育的发展对策 

3.1 提高对高校创新创业教育的认识 

高校开展创新创业教育其根本目的不仅仅是为了缓解高校毕业生就业压力问题，而是国家着眼于长远

发展需要。各高校应立足于国家创新型发展战略要求，不断提高对创新创业教育重要性的认识，加大对创

新创业教育工作的重视，从而为国家和社会培养出更多优秀的创新创业人才，不断推进国家创新型发展战

略的实现和社会的不断进步。 

3.2 健全高校创新创业教育机构 

一个相对独立的机构是保证高校创新创业教育有序发展的必然需要，首先这样可以有专门的人员来思

考创新创业教育，可以根据自身的实际设置出科学、完整的创新创业教育课程体系。其次这样可以有专门

的机构来推动创新创业教育的开展，使其具有连贯性和系统性，从而保证创新创业教育的效果。所以高校

应结合自身的实际，设置具有相对独立性的创新创业教育机构，从而保证我们的各种创新创业政策能得到

有效的执行，我们有志于从事创新创业的学生能获得及时的引导和帮助。 

3.3 推进高校创新创业教育课程体系改革 

首先，构建递进式结构的创新创业教育体系。各高校应根据自身的实际，为学生设计出一套全过程、

递进式的创新创业教育体系，使得学生在其大学生涯能科学的接受从职业生涯规划到创新创业技能培训等

一整套的系统训练。其次，应将创新创业教育贯穿于专业课人才培养方案。在整合各学科基础知识上，对

创新创业教育课程的教学目标、教学方法、教学内容进行重新定位，从根本上解决教育课程“大拼盘”的

现状，为实现创新创业教育目标创造良好条件。最后，更新创新创业教育课程的理论和方法。高校在创新

创业教育人才培养过程中，要严格教材选用制度，加快更新教学内容的速度，用最前沿的技术和理论作为

创新创业课程的主要授课内容。在授课中还要有意识地培养学生获取前沿信息的能力，努力做到“授人以

鱼不如授人以渔”。 在教学方法中，尝试采取“学—做—创”等教学方式，保证学生能创新、能创业。 

3.4 加强高校创新创业教育师资队伍建设 

要做好高校的创新创业教育，培养出适应社会需求的创新创业人才，就必须打造一支理论丰富、技术

过硬的教师队伍。首先，应该重视对现有师资队伍的培训提升工作，通过多形式、多渠道的专题业务培训、

不定期经验交流等方式，不断提升现有师资队伍的理论水平。高校还应加大选派相关专业人员到企业锻炼

的力度，不断加强“双师型”人才的培养，从而不断增强创新创业教学的实用性和实践指导的有效性。其

次，高校还应加强相关人才的引进力度，根据本地区和高校自身的实际制订出人才柔性引进计划，为特殊

人才制定特殊的政策，从而吸纳更多具有丰富实践经验的人才参加到创新创业培养工作中。最后，高校还

应聘请创业教育专家、企业家、成功创业校友作为“创业导师”，这样既可以鲜活的实例来激发大学生创

新创业的热情，也可在很大程度上弥补高校自身师资的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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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结语 

大学生创新创业教育是一项长期复杂和艰巨的系统工程，需要高校教育工作者和学生的共同努力，需

要个人、社会、学校等多方面的密切配合。高校在创新创业教育改革进程中，要在原有办学特色的基础上，

发挥自身优势，不能蜂拥而上地搞全民运动。应根据学校自身实际作好创新创业教育课程的顶层设计，制

定适合本校实际的创业课程体系和创新创业课程设置，促进学生发挥创新创业的潜力，助力学生开启创业

之路，为我国经济发展提供创新创业的精英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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