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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continuous improvement of China’s industrial modernization, and the 
optimization and upgrading of industrial structure, the employment opportunities provided by 
traditional industries will gradually decrease, and a large number of liberated labor will flow to the 
third industry. Meanwhile, with the diversification and multi-layer of people’s needs, more new 
industries will arise and college students will be the main force of entrepreneurship in these emerging 
industries. This is determined by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college student’s entrepreneurs. College 
students lack social experiences and project start-up funds, which makes it difficult for them to start a 
business in the traditional industry. But in some emerging industries, college students can strengthen 
their own strong points. In this paper, the current situation and existing problems of College Students' 
entrepreneurship were analyzed, and the entrepreneurship principles that college students should 
follow were pointed out. It will provide reference for the choice of future college students’ 
entrepreneurial orientation, and the readjustment and professional setting of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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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工科背景下大学生创业现状及前景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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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随着我国工业现代化程度的不断提高和产业结构的优化和升级，传统产业能够提供的

就业机会将不断萎缩，而被释放出来的大量就业人口将涌向新兴的第三产业。在此背景下我

国教育部提出了发展建设新工科的高等教育发展战略。大学生将成为新兴行业中创业的主要

力量。这是由大学生创业者自身的综合素质特点决定的。大学生缺乏社会从业经验和项目启

动资金，使其在传统行业创业中处于劣势。但在一些新兴行业中，大学生创业却恰巧能够扬

长避短、发挥优势。本文分析了大学生创业的现状和存在的问题，指出了大学生创业应该遵

循的基本原则，为未来大学生创业方向性的选择、高校的院系调整及专业设置等提供了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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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伴随全球范围内新一轮科技及产业革命的加速进行，各主要国家及经济体之间综合国力的竞

争愈演愈烈。我国正处于以新技术、新业态、新产业为特点的新经济蓬勃发展新阶段。各级

政府倡导和鼓励的创新驱动发展战略，要求工程科技人才具备卓越的创新创业能力和跨专业

整合能力，以助力新工科建设,实现经济转型升级。 

2016 年 9 月，杭州 G20 峰会通过了《二十国集团创新行动计划》。该文给出的中国早期创业

活动指数为 12.8%，高于美国、日本、德国和英国等发达国家。其中，中国创业活动的主体

是青年，在创业者总体中的占比为 41.7%。但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现阶段的第三产业在整

体产业结构中的占比仍较落后。在发达国家中第三产业在 GDP 中的占比重通常达到 70%左右。

以 2014 年为例，美国 75.3%、日本 68.1%、法国 72.4%。我国 2016 年第三产业比重仅为 5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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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提供的就业数占比来看，目前发达国家的第三产业的就业人口占比达 70%，我国仅为 40%

左右[1]。2016 年，全国在校大学生总规模达到约 3700 万人，大学育毛入学率达到 42.7%[2]。

随着我国工业自动化程度的不断升级和产业结构的优化，传统产业中能够提供的高校毕业生

就业职位会逐年递减[3]。我国在以农林牧渔为代表的第一产业和以采矿、制造、电力、建筑

为代表的第二产业能够提供的就业人数会持续降低，而第三产业的比重会不断增加，主要包

括传统服务业如住宿、餐饮、运输、仓储、零售等及新兴服务业如网络、信息、软件、金融、

教育、卫生、文化、体育、娱乐等。大学生创业人群占总人数比例虽然不高，但却社会意义

重大。 

2. 大学生创业的社会意义 

大学生创业者创办企业不仅可以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还可以不断提升我国第三产业在产业

结构中的比重，使我国的产业结构趋向更加合理。总体来说，创业是指创业者投入一定的资

本、智力、精力和时间等去创办属于自己的企业或事业单位的行为。就业是一个相对于创业

而言的概念，是指就业者到别人创办的企业或事业单位去从事一份相对稳定的工作，通过劳

动换取报酬的行为。从创业与就业之间的关联性看，创业与就业之间是相互依存的。但对于

新兴行业来说，创业是就业的前提，就业依赖于创业。大学生创业不仅解决了创业者本身的

就业问题，避免和其他就业者竞争本来就有限的传统行业中的就业岗位，而且还会随着所创

办企业的发展壮大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例如，阿里巴巴（一下简称“阿里”）的 2016 财年

商品即时交易总额突破 3万亿元人民币，预计财年将超越沃尔玛成为全球最大零售平台；阿里

电商生态为数以万计万的大学生提供了创业的平台，据推算，阿里电商带来的直接就业岗位

超过一千五百万个，间接就业岗位超过三千万个。 

3. 大学生创业与创新的联系与区别 

创业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创业是指社会生活各个领域里的人们为开创新的事业所从事

的社会实践活动；狭义的创业是一个经济学的范畴，是指主体以创造价值和就业机会为目的，

通过组建一定的企业组织形式，为社会提供产品或服务的经济活动。如果说创业开创的是一

种实业，创新则是指创造一种新的理念或技术。创业和创新虽然是两个概念，但两者在本质

上是一致的，或者说两者具有统一的本质属性：内涵上的相互包容和实践过程中的互动发展

[4, 5]。 

3.1 创业的本质是一种创新 

大学生创业最好引用创新的成果，这样利于打破常规快速发展。创业的重点在于抓住机遇，

富有创意地整合资源，因此创业本身就包含了一系列创新的行为总和。因此创业可以带动大

量新发明新创意的不断涌现，催生出新的市场需求，从而进一步推动和深化从科学到技术、

从技术到服务的不断创新。 

3.2 创新的价值在于创业 

创新促进创业、提升创业，创新应该贯穿于各种组织和各种经营创业行为及活动的始终。创

新的价值就在于将潜在的知识、技术和市场机遇转化为实实在在的商品。而实现这种转化的

根本就是创业。对于企业来讲，创新不仅是产品和技术的创新，同时更是理念、管理以及营

销等全方位的创新。而这些创新正是一个企业不断发展壮大的核心竞争力。而对于国家而言，

创新涵盖众多领域包括文化、科技、经济、政治、军事、社会等众多领域。因此可以说人类

社会不断前进的过程就是一个不断创新的过程。 

4. 大学生群体创业的特殊性 

大学生创业的主体“大学生”一词的含义包含在校大学生和大学毕业生。大学生创业者的主

要特点在于虽然接受了系统的高等专业教育，但缺少从业经验和创业启动资金，这就造成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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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创业者存在一个“眼高手低”的通病[6]。事实上通过合理地选择创业项目做到因势利导，

大学生创业是可以做到扬长避短的。大学生创业应该首选那些对从业经验要求较低的新兴行

业，大学生的创业应该体现一定的科技含量。大学生在校期间学到了最新最系统的理论性知

识，他们有着较高的理论优势，这与目前的政府扶持创办高科技企业的政策是一致的。对于

新兴产业，技术的必要性及重要性不容忽视，大学生创业的特色就是用富有想象力的智慧换

取资本。一些风投公司通常就是因为看中了大学生所掌握的先进理念而愿意对其进行风投的。

未接受过高等专业教育的创业者往往社会实践经验丰富，有一定的经济基础，但缺乏系统理

论知识，他们的创业方向主要集中在传统产业如加工制造业和传统服务业等领域。 

5. 大学生创业的素质特点及行业方向 

5.1 大学生创业近年发展趋势 

麦可思研究院与中国社科院共同发布的《中国大学生就业报告》数据显示，在过去的五年里，

大学生刚毕业就创业的比例连续从 2011 届的 1.6%上升到 2017 届的 3.0%，接近翻了一番。以

2017 年 795 万应届毕业生的总量计算，年创业大学生的数量超过 20 万。 

5.2 大学生创业者的素质特点及对创业的认知定位 

《中国大学生就业创业发展报告 2015－2016》数据显示，73.2%的创业者在期间学习成绩排

名在前 30%；76.2%有学生干部经历；65.7%有勤工助学经历；21.4%是中共党员。创业者的素

质普遍较高，多数是大学生中的精英人才。《中国大学生就业创业发展报告 2016－2017》显

示九成以上大学生创业者有社会实践经历，八成以上有担任学生干部经历，这一比例比前一

年有所提升。大学生创业者正逐渐形成“理性平和、积极向上”的创业认知。另一项 2014 年

调查显示从专业分布看，被调查者中经济管理类专业的学生占 40%，理工类学生占 32%，其他

人文类专业学生占 10%，其他专业学生占 18%。从学历分布看，被调查者中 74%的创业者为本

科毕业，专科生比例为 22%，硕士及以上比例仅为 4%[7]. 

从对综合素质要求的角度看，创业对人的综合素质和能力要求比更高。这是因为，创业者不

仅要掌握与创业相关的专业知识和技能，还要学会应对企业内部人财物的管理、企业外部的

市场经营活、社会公共关系，和熟知财务、税务、金融、谈判等方面的知识和技能。因此，

大学生创业者应该大学学习期间就围绕将来创业所需要的知识和能力，全方位地进行学习，

从而做好创业的充分准备。而对就业者而言对综合素质的要求就比较就单纯了，他们只要掌

握与就业岗位工作要求相适应的专业知识和技能也就能胜任工作了。这是由于企业分工不断

细化，每个人只需要胜任某种专业工作中的某一环节即可。大学生创业者对于创业的理解也

悄然发生了改变，目前他们对创业的理解已经不仅局限于“创办公司”等商业行为，七成以

上将创业理解为“开创事业”以及“知识资本化”，有八成以上能够积极对待创业失败。 

5.3 大学生就业和创业的行业方向 

《中国大学生就业创业发展报告 2016－2017》还揭示出信息、制造和金融是提供毕业生就业

岗位最多的行业，国有企业仍然是大部分毕业生选择初次就业的首选，然而最多的大学毕业

生还是进入了民营企业。毕业生就业选择最看重的因素中，排在前 5 位的依次是发展前景、

薪酬待遇、兴趣爱好、工作稳定和工作地点，比例分别为 46.3%、20.9%、9.39%、7.61%和 6.91%。 

报告还显示 2017 届毕业生创业领域主要集中在信息服务、教育和文化体育领域，比例分别是

12.4%、10.6%和 10.6%。某网络调查结果显示大学生进行自主创业的合适行业中服务业占比

最高 34%，快速消费品和批发零售业紧随其后，分别达到 24%、22%，选择 IT 业的只有 20%[8]。

大学生自主创业，最好能够选择熟知的行业，以缩短创业熟悉期。所选的新兴行业一般应该

包含以下特点：代表社会发展需要，发展空间大；对工作经验要求较低，对系统理论知识要

求较高；投资风险较小，资金周转较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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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结语 

大学生创业者应该根据个人的综合素质特点及专业方向等选择合适的创业机会。其中创业的

机会主要指所选行业的市场潜力，对工作经验、资金的需求程度等。高校作为培养和输出人

才的主体单位，应该不断调整和优化内部的院系及专业设置，根据人才市场的动态需求相应

地调整不同专业的招生人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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