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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expansion of universities’ enrollment, the number of undergraduates is increasing every
year. The number of undergraduates will reach 7.65 million in 2016, which will lead to the problem of employment of undergraduates. In order to solve this problem, the state introduced the relevant policies to encourage students to start a business innovation. Universities, which are an
important place to cultivate undergraduates, are directly related to the education of undergraduates’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ial ability. Therefore, universities should reform actively and
shoulder the responsibility of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education.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current situation and problems of the cultivation of undergraduates’ innovative and entrepreneurial ability, at the same time, also introduces the cultivation of undergraduates’ entrepreneurial innovation ability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Sweden. Then it summarizes the measures and
suggestions for the cultivation of undergraduates’ innovative and entrepreneurial abi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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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我国正大力实施创新驱动战略，党和国家也一直高度重视大学生创新创业能力的培养和提升。2016年全
国普通高校毕业生将达到765万人，高校作为国家人才培养的重要基地，对大学生创新创业能力的提升
负有重要责任。因此，高校自身也应该积极改革，不断创新，肩负起创新创业教育的重任。本文分析了
现阶段我国高校对大学生创新创业能力培养的现状与问题，介绍了国内外高校的相关经验，提出了适合
于我国国情的高校大学生创新创业能力培养的对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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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导论
一直以来，党和国家就大学生的创新创业问题提出了诸多的指导意见及优惠政策，为高校培养具有
创新创业能力的大学生给出了指导，并对进行创新创业的大学生大力鼓励。
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全党都要支持青年创业，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创业在解决自身择业问题
的基础上，也能够解决其他人的就业问题，是创新型国家发展战略的必然选择，并进一步指出促进大学
生自主创新创业的重要意义。报告强调了科技创新的重要作用以及对国家发展的深远影响，指出我们必
须坚持不断创新，必须将重点工作转移到科技创新上，创建一个面向企业、结合市场，将产学研相联系，
逐步健全技术与知识创新体系。
2015 年 5 月 4 日国务院办公厅发布有关高等学校创新创业教育改革的实施意见，其指导思想为坚持
创新带领创业、创业带动就业，重点关注创新型人才培养机制，完善条件并提出相应政策保障，加快高
等教育和科技、经济及社会的密切合作，加速培育大批量、具有创新思想、勇于亲身实践的创新创业人
才梯队，为完成建立创新型国家、实现强国梦提供强大的人才智力支持。
教育部重点关注本科院校对大学生创新创业的训练计划，为各高校指出了训练计划应包含的内容，
即关于创新的训练计划、关于创业的训练计划及关于创业的实践计划。关于创新的训练项目强调了对本
科生创新能力的重视。其中创业训练项目强调了本科生对企业知识以及企业活动应达到的了解以及应具
备的基本技能。创业实践项目重点强调了学生团队对前期创新性工作应具有进一步的尝试及实践，努力
的做出成果。同时，强调了导师与学生的合作关系，为我国高等院校创新创业教育提供了切实可行的指
导方案。

2. 我国高校大学生创新创业能力培养存在的问题
1997 年以来，为培养具有创新创业能力的大学生，许多高校设置了创业竞赛及培训课程，如清华大
学组织了创业计划比赛，复旦开设了与创业知识及技能相关的课程，武汉大学进行对学生进行创造、创
新、创业教育[1]。
但是，我国高校在学生创新创业能力教育方面还有很多不足急需改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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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创新创业人才培养目标不清晰
目前，各高校内没有将创新创业单独作为一个专业，对“创新创业型人才”需要具备的素质、能力，
及培养方式、考核方式、标准等没有给出统一的界定。并且，很少有高校将培养创新创业型人才写进自
己的教学目标中，很多专业教师对自己专业如何从专业角度培养创新创业型人才没有清晰明确的概念。
部分学校的教学仅仅是开设了讲授理论知识的一两门课，并未形成学科体系来培养大学生的创新创
业能力，未能切实有效地提升全体学生创新创业能力。更有部分院校从未开设过创新创业类课程，未组
织过学生参与创新创业类实践活动。各高校创新创业教育理念普遍落后，没有充分发挥其作用。

2.2. 教师缺乏创新创业教育的思想与能力
我国大部分高校没有进行创新创业研究的专职教师，部分讲授创新创业课程的教师都是一些管理类
专业的教师，本身就缺乏创新创业活动，更难以讲授真正有用的技能。
另一方面，教师的教学方法单一，很难做到将自身的专业与创新创业进行结合。以至于学生无法将
已有专业知识在创新创业实践活动中展现出来，造成资源浪费。
由于高校内缺少专业研究大学生创新创业教育人员，以致更加缺少创新创业型人才评价指标。这是
我国高校在创新创业型人才培养方面普遍面临的一大难题，然而培养出的创新创业型人才是否达到标准、
该运用怎样的考核方式以及如何进行完善等都缺乏标准。

2.3. 实践平台短缺，服务指导不到位
目前大学生缺乏进行创新创业实践的专业平台，很难将仅有的创新创业想法付诸实践，仅有少数的
专门杂志报刊网站，对大学生创新创业活动起到了一个交流平台的作用，但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现实问
题。
同时高校内并未设立专业的创新创业指导机构对大学生在创新创业过程中遇到的问题进行有针对性
的指导。以至于有创新创业想法的大学生很难有所行动或者创新创业活动进行到一半后夭折。

2.4. 大学生自身能力素质方面的不足
部分学生观念错误，认为创新创业应该从大的方面开始，将一些小的创业及创新想法置之不理，造
成起点过高，容易失败的现实。很少有学生是经过深入地调查研究而确立自己创新创业项目，经常跟着
感觉走，激情创业，得少对项目进行认真的风险评估，最终导致创业失败，总体成功率低的现实。
更有同学对自身认识不足，盲目创新创业，知识理论与实践难以结合。对政策了解利用不足等诸多
自身因素也同样会导致最终的创新创业失败。

3. 国外高校大学生创新创业能力培养情况和启示
国外创新创业教育进行地较为提前，课程丰富，形式多样。国外很多高校不仅在创新创业课程设置
上较为领先，各科教学和教师教学中创新创业思想也非常成熟。

3.1. 美国：营造适宜的校内外环境政策
美国是最先发展创新创业教育的国家，同时在这方面做得非常成熟。我们应该积极地吸收其成功教
学经验用于提升我国创新创业教育。
早在 1967 年，斯坦福大学及纽约大学就初次在当代工商管理硕士生的专业中设置过关于创业教育的
一系列课程。次年，百森商学院初次将创业方向作为本科的一个专业研究方向。到 1973 年，东北大学将
创业学作为学生的专业方向之一。1980 年以后，美国在创业教育方面进步很快。1982 年，315 所学校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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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了创业教育方面课程，1986 年增至 590 所，1999 年已增至 1060 所之多，2005 年年初，已有超过 1600
所学校设置了创业学相关课程。现在，美国在创业教育课程体系方面已相当成熟，包括财务、创立、经
营等很多方面[2]。美国高校将创业教育融入到全部课程当中，全部老师都需传授和创业相关的方面，很
好地养成了本科生的创业思维及创业基本素质[3]。自主创业的学生人数因学校的创业教育不断增多。
美国高校推出很多制度及措施鼓励自己的学生进行创业。如，同意学生可以休学创业一段时间之后，
再回学校继续学习。同时，高校与企业合作紧密，学生在企业中会得到很多实习实践机会，学生因此获
得了很多的企业相关经验。有的高校甚至为方便有创业想法的学生交流和沟通而提供专门的宿舍楼[4]。
美国对学生创新创业能力培养方面的成功同时归因于对教师的政策。1930 年以来，麻省理工学院首
先提出“五分之一原则”，允许老师在每星期里的任意一天走进企业，提供咨询或进行其他企业活动，
这既没有耽误教师的正常授课及研究工作，又能够实际应用高校的学术成果，还能够将企业中出现的问
题反馈回校园。现在，全美高校均采取这种制度，有效地帮助了学生在创业方面的教育工作。同时，高
校也会聘请实践经验丰富的企业家、行业协会的专家担任兼职教师[3]。

3.2. 瑞典：创业教育涵盖一生
瑞典的创新精神来源于一系列完善的创业教育系统——现在瑞典的创新创业教育融入国家民族教育
系列当中，涉及自初高中至大学直至研究生的正式课程教育[5]。
瑞典中学与小学已创造出非常多的与创新创业相关的教育内容与游戏，让孩子从一开始就对创业、
竞争、成本与收益等知识具有浓厚兴趣。并根据孩子年龄的差别开发很多能够激发创造力的实践活动。
学校除了给学生进行创业教育教学外，也会举办很多社会创业培训项目，建立高校创业中心、创业教育
研究会等，有很多孵化器及科技园、风投组织、培训及资质判定组织、创业学生校友会等，组成一个联
系学校、社会、企业的系统。通过这样的创新创业能力培养体系，创新创业精神已变成瑞典的一种价值
理念，同时给瑞典带来一批创业储备力量[6]。
课堂上，院校常常会邀请很多成功创业的企业家给学生传授创业经验及教训，一起思考创业途中会
遇到的问题。并在课上进行很多案例研究、角色饰演及讨论环节，让学生接受多样的创业挑战，老师会
作为指引人及启发人掌握与控制授课进度。

3.3. 国外高校创新创业能力培养的启示
学生在创新创业方面的能力培养应从小做起，渗透到每个孩子的思想中。对大学生创新创业能力的
培养应从细节做起，从每节课的渗透做起，从每个教师的思想培养做起，重点培养大学生的创新创业思
想，使创新创业思想渗透到每个人的生活当中，使学生能够从身边的创意做起，不断创新，最后走上创
业道路。
高校应将大学生创新创业能力培养作为一项重任提上日程，而不仅仅是敷衍了事、蒙混过关。要合
理的安排课程及教师，为学生们创新创业提供政策支持，协调好学生创业与课程间的关系，解决学生的
后顾之忧。

4. 我国高校大学生创新创业能力培养对策建议
具有创新创业能力的大学生应该是那些具有创新思想、创业激情和能力的学生[7]。因此，高校对学
生在创新创业能力方面的教育应重点关注其创新创业思想，使学生具有创新创业意识、掌握创新创业基
本知识与技能、对市场灵敏的洞悉力、以发展眼光看问题的能力。全面提升大学生求新立异、沟通协调、
问题解决、自我完善能力等与创新创业有关的基本能力的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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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高校在创新创业教育领域还有很长的路要走，通过借鉴国外高校对大学生创新创业能力的培养，
现提出以下几点建议。

4.1. 注重培养大学生的创新创业思维
对学生创新创业教育应该从小入手、从思维入手，不断渗透。只有大学生充分认识到创新创业的紧
迫性、必要性才能从根本上进行自主学习，不断充实和完善自己，从而进行创新创业实践，取得创新创
业成果。
要做到精神及思维渗透就要不断地从各方面进行宣传教育，要定期的通过讲座、报刊、广播、电视、
网络等形式对国外的创新创业教育成果及水平进行宣传，增加大学生的忧患意识。同时，要不断对国家
及地方支持创新创业的优惠政策、措施以及大学生创新创业的先进事例等进行宣传，激发学生的创业热
情。
高校作为大学生创新创业教育的培养基地，应该努力创造具有创新创业氛围、人人创新创业的积极
校园文化。要培养创新创业型校园氛围，就要通过组织各种校园文化活动进行渗透。组织校级的辩论赛、
演讲比赛、成功创新创业者的分享会、国内外成功案例的探讨会等，加强所有师生的认识程度，激发广
大师生的创新创业热情。同时要鼓励教师参与产学研，多在课上课下给学生灌输创新创业知识，鼓励学
生进行创新创业实践。要将创新创业型校园文化内化于每一个学生教师心中，并采取相应实践活动。

4.2. “双师制”培养方案建设
教师在大学生创新创业能力培养方面起着不可估量的重要作用，一个专业而经验充足的教师会给学
生带来极大的鼓舞与动力，在激发学生创新创业热情方面的作用更加突出。学生创新创业能力的培养一
部分于学生自身有关系，更多则关系到教师的影响。
我国高校目前最缺乏的是具有成功创新创业实践活动的优秀企业家教师以及专门研究创新创业教育
的专业教师，各高校应该注重这两方面的建设。积极邀请成功企业家成为授课教师之一，讲授其创新创
业过程中所总结的对大学生未来创新创业实践有帮助的经验等。同时，要积极培养各高校内部进行创新
创业研究的专职教师队伍，为我国的创新创业课程体系建设作出贡献，争取尽快形成具有各专业特色的
创新创业课程。

4.3. 大学生创新创业导师配备
在大学生创新创业前期及创新创业过程中，来自企业成功人士的指导与大学生最终创新创业的成功
与否具有决定性作用。同时，来自成功人士的指导也可以让大学生少弯路，从而为大学创业生节约资金、
经历、时间等宝贵资源。
高校应重点关注创新创业导师团队组建。积极联系企业内成功企业家等成功人士对具有创新创业行
动的学生配备导师。对学生在创新创业环节中遇到的困难进行指导，帮助其改正错误，步入正轨。同时
应为每位学生配备校内导师进行大学生个性化分析与训练，为每位大学生提出符合其自身特点的创新创
业项目，并督促大学生的创新创业实践与进程。加快我国大学生在创新创业方面的能力提升速度及进程。

4.4. 跨学科专业培养
大学课程作为大学生创新创业能力培养与素质教育过程中的关键环节，承担了重要角色，经过跨学
科专业的培养可以使大学生快速掌握与创新创业有关的基础与专业知识，给学生创新创业的成功准备条
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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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高校应重新修改课程体系，安排创新创业类课程，将部分涉及创新创业类的基础课程，如创业学、
创新理论、企业管理等以学科基础课的形式在大一学期开设，增加学生对这方面知识的了解，并为后续
教育打下基础。同时，增加专业与专业间的横向课程交流，让大学生可以自由选择其他专业中对自己创
新创业有所帮助的其他学科基础课程，如金融学、市场学和营销学等专业，使学生能够做到理论联系实
际。
各高校应该推崇学分制，为每位同学规定一定数量的学分，使学生们在休满学分的情况下可以选择
对自己创新创业有帮助的课程，充分发挥学生的潜力。同时推行宽松学习制度，在正常的期限内将修够
学分作为标准，可以申请优先或延迟毕业。

4.5. 校内基地基金配备
再好的想法不付诸实践也只是纸上谈兵，各高校应为学生的创新创业实践活动提供必要的基地，积
极鼓励学生进行创业实践。良好的实践基地能够使产生在学生心目中的创新创业想法有实现的可能。
学校要努力地完善创新创业实践条件的建设。为大学生提供实践基地及实践仪器设备等，为学生提
供技术、政策、管理等帮助。应该建立学生创新创业特别场地，配备必需的设备。同时提供法律、工商、
税务、财务、人事代理、管理咨询、项目推荐、项目融资等诸多方面的咨询及指导，及不同形式的资金
支持；建立学生创新创业专用网站，用于学生交流、提供培训知识等。

4.6. 大学生自身能力素质的提升
知己知彼方能百战百胜，大学生对自我的认知程度、自身能力素质的提升等因素也有助于其在创新
创业实践中取得成功。因此，大学生也应注重自身的素质能力建设，不断自我完善。
大学生应做好对自身的认识及定位，定期进行自我审视，充分的了解自己，对于自身不足寻找改进
方法对策。应学会根据市场的需求，完善知识结构，学习全方面的能力；应积极关注时事，了解相关政
策，知晓创业程序，不断投身于创新创业实践活动；应积极实践，提升操作能力。
学生自身应主动参加各类实践，如挑战杯等比赛，抓住一切可以锻炼自己的机会。要经常找导师交
流咨询。担负起建设创新型国家的重任。

5. 结论
通过以上分析，高校应积极响应国家政策，将大学生创新创业能力培养提上日程，从学生思想认识
入手，给学生创新创业提供时间及场所等便利条件，增强教师在创新创业教育方面的教学能力，培育出
新一代具备创新创业能力的大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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