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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开展创新创业教育是中国社会发展和高等教育自身改革需要的必然选择，也是大学生提高创新创业综合

素质、增强就业能力、实现自主创业的现实选择。国家对创业创新工作的重视，提高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但我国的

创新创业教育还处在起步阶段，特别是高职院校如何实施创新创业教育模式研究，如何把创新创业教育融入人才培养

体系，来增强学生的创新精神、创业意识和创新创业能力，已经很现实地摆在面前。“三阶递进式”创新创业教育课

程探索，通过循序渐进的过程，实现双创教育效果的最佳化，构建一套完整的创业教育课程结构，通过完整的课程，

来培养创业素质、传授创业知识，从而实现对学生创业知识和创业能力的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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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arrying out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education is not only an inevitable choicefor Chinese social develop-

ment and higher education reform, but also a realistic choice for college students to improve the overall quality of innovation and entre-

preneurship, strengthen employment abilityand realize being self-employed. Our country attaches great importance to the work of en-

trepreneurship and innovation to an unprecedented level, however, the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education in China is still in its

infancy, especially how to implement the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curriculum model in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s and inte-

grate the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education into the personnel training system, so as to enhance the students' innovative spirit,

entrepreneurial awareness and entrepreneurial ability, which has been put forward in reality.“Three step progressive”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education curriculum research can achieve optimal effect of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education through a

gradual process.By building a complete set of entrepreneurship education curriculum structure, it can cultivate the entrepreneurial qual-

ity, business knowledge through the entire course, , so as to realize the cultivation of students entrepreneurial knowledge and entrepre-

neurial abi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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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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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从2016 年起所

有高校都要设置创新创业教育课程，面向全体学生

开发开设创新创业教育必修课和选修课，纳入学分

管理；2016 年 5 月 27 号《教育部办公厅关于进一

步做好高校毕业生就业创业工作的通知》（教学厅

[2016]5 号）；2017 年 2 月 16 日，教育部修订高校

学生管理规定，新修订的《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

规定》，鼓励学生创新创业，明确新生可以申请保

留入学资格开展创新创业实践，入学后也可以申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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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学开展创业。学生参加创新创业等活动可以折算

为学分，计入学业成绩。[1]

高职院校与本科院校相比具有自己的相对独特

性。本研究将在教学实践方面通过教学模式的探

索，为高职院校“双创”教育在实践中的应用寻找

切实可行的操作模式，对于高职院校强化服务区域

发展战略意识和能力也将有很大的促进作用。通过

对“三阶递进式”创新创业教育课程模式研究，形

成一整套较为完整的创业教育课程体系，其内容包

括基础课程（必修课程）、重点课程（选修课程）、

项目化课程（网络和创业模拟训练课程），形成了

“三阶递进式”创新创业教育课程模式。为丰富和

充实“双创”理论起到一定的贡献。

一、高职院校创新创业教育的内涵

过去我们一直提“创业教育”，而且形成了比

较一致的认识。创业教育，一般是指通过培养人的

创业意识、创业思维和创业技能等各种综合素质，

最终使被教育者拥有一定创业能力的教育体系。近

年来我们更多地讲“创新创业教育”，“创新创业教

育”的要求更高，常被誉为“双创教育”，是指为

了适应社会发展和国家的战略规划需要，以培养具

有创业意识和开拓型人才为目标产生的一种新的教

学理念与模式。高职院校作为哺育社会英才的重要

摇篮，双创教育首先应在高职院校广泛开展。高职

院校双创教育需要重点强调以下两个方面：一是高

职院校双创教育的本质并非只是解决就业问题，其

核心目标是培养学生的创业意识与实践能力，塑造

学生成为创新型的综合人才。二是高职院校创业教

育的范围不仅指在校的学生，还特指已毕业几年、

志在创业的大学学子,把培养学生的创业精神作为大

学人才培养的一项基本要求，可以使那些具有热

情、干劲和创造性的大学生群体更多地关注创业，

及早投身创业实践或做好创业准备。

二、国内外创新创业教育模式的现状

（一）关于创新创业教育的模式

2002年4月，在教育部创业教育试点工作座谈

会上，学者们首次确立了三种具有示范意义的创业

教育模式，并对其特点与实践方式作了简要概括。

在此后的试点工作过程中，又有部分高校在实践中

建立起具有鲜明本校特色的创业教育模式。其他试

点院校还在三种主要创业教育模式之外探索形成了

一些独具特色的创业教育模式，其中最具有代表性

是“三创教育模式”和创业教育试点班模式见表1。

从表中可归类为以下几种教育模式：（1）以课

堂教学为主导的创业教育模式；此模式重视培养学

生的创业意识，构建创业知识结构，其运行主要依

托创业课程体系。以中国人民大学为代表的教育模

式为例：将第一课堂、第二课堂结合起来开展创业

教育，对创业教育课程设置进行了科学规划，开设

了“企业家精神”“风险投资”等创新创业课程，

举办了创业论坛和专题讲座，强化了学生创业意

识，并通过开展职业生涯设计与规划活动，将创业

教育理论与大学生素质提升结合起来，完善学生综

合素质。（2）以提高学生创业意识、创业技能为重

点的创业教育模式；以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为代表的

教育模式，重视学生的创业知识、技能向实践领域

的转化。（3）综合式的创业教育模式；以上海交通

大学为代表的教育模式，十分注重将创新教育作为

创业教育的基础，在专业知识的传授过程中注重学

生基本素质的培养。（4）“三创教育”模式；以武

汉大学为例，立足于创造、创新、创业教育相融合

的综合性视角，构建起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创业教

育模式。（5）“创业教育试点班”模式；以南京财

经大学为例，针对部分有创业意向的学生，开展专

业性的创业教育。[2]

教育部在九所高校开展的创业教育试点，标志

着中国高校创业教育逐渐完善，并依据自身特点尝

试构建起了一些特色的创业教育模式。《国务院办

公厅关于深化高等学校创新创业教育改革的实施意

见》中肯定了近些年来高校在创业创新中的积极探

索，但同时也指出高校存在的一些不容忽视的突出

表1 “试点”院校创业教育模式[2]

序号

1
2
3
4
5
6
7
8
9

院校名称

清华大学

北京航空航天
大学

中国人民大学

上海交通大学

西安交通大学

武汉大学

黑龙江大学

南京财经大学

西北工业大学

模式

“创新环”模式

创业意识与创业精神培养

以课堂教学为主导的创业教育模式

综合式创业教育模式

理论与实践并重的创业教育发展模式

“三创教育”模式

“三创教育”模式

“创业教育试点班”模式

以课堂教学为主导的创业教育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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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主要是一些地方和高校重视不够，创新创业

教育理念滞后，与专业教育结合不紧，与实践脱

节；教师开展创新创业教育的意识和能力欠缺，教

学方式方法单一，针对性、实效性不强；实践平台

短缺，指导帮扶不到位，创新创业教育体系亟待健

全。[3]高职院校创业教育目标是培养在校大学生的

创业素质和专业技能，使其具有较强的创业能力，

而创业教育课程是实现创业教育目标的最主要的工

具和手段，是围绕创业教育目标而选择和设置的课

程内容与方式的总称。目前，众多高职院校相继开

设创业教育课程，通过近些年的实践和探索，创业

课程建设良性发展，一方面，高职院校创业教育课

程的覆盖面逐步提高，各高校基本都能完成了对学

生创业的普及性教育。同时，创业教育课程开设的

内容更趋多元化，从而使教育对象获得了更多的知

识和技能。相对而言，由于我国高校创业教育课程

建设的起步较晚，各高职院校创业教育发展也相对

不平衡，创业教育课程还存在着受重视程度较低、

结构体系不完整等问题，主要有以下两个方面：

首先，高职院校创业教育课程的地位不够突

出。目前，创业教育课程在学校中的受重视程度还

不够高，校方对课程的支持力度还远远不够，项目

资金支持和师资队伍建设跟不上课程发展的要求，

把创业教育建设成省级精品课程甚至国家级精品课

程的高职院校更是凤毛麟角；同时，高职院校的师

生往往把学习专业技能作为学生在校学习的重中之

重，而把创业教育只是看作学生素质教育和第二课

堂活动的一部分，对于它的重要意义认识还不够

深入。

其次，高职院校创业教育课程的结构不够完

善。创业教育在高校中还没有形成独立的学科体

系，也没有完全贯穿于学生培养体系的始终。课程

内容零散、课时数量较少、师资队伍薄弱等问题还

普遍存在，很多高职院校只把创业教育课程同第二

课堂的实践活动结合在一起，通过举办创业计划比

赛、创业论坛等活动，进行创业教育；或通过建立

创业实践基地，对学生创业团队进行集中培训。同

时，设置创业教育课程为必修课程的较少，大部分

高职院校多设置为选修课，整个教育过程显得零敲

碎打，从而使创业教育课程缺乏系统性和完整性。

（二）关于创新创业教育的课程设置

20年来，我国各大学不断整合校内外的丰富资

源，改进教育方向，积极推动双创教育健康发展。

双创教育是以提高毕业生就业率为目标逐步对学生

创新创业意识进行综合培养的全面教育活动。当前

我国各大学的双创教育已取得诸多成就，但其基础

仍较薄弱。

国内大学大多借鉴国外重点大学的课程设计，

课程涉及企业设立、投融资、营销、管理等诸多方

面，重点包括“创业基础”、“创业机会识别”、“企

业领导力”等课程。当前我国大学双创教育课程的

开发和设计处于零散状态、数量有限。不同学科之

间的创业课程缺乏渗透，融入到专业教育的课程更

少。存在以下问题：一是课程设计缺乏创业教育方

面的统一教材，无法适应创业教育可持续发展的需

要；二是创业教育的课程并未体现梯度式设计，尚

不能满足不同专业背景、高低年级学生创业的知识

需要。在美国，创新创业教育已经发展相当成熟，

在课程设置上，分为重点课程和公开课程来教授。

其中重点课程由商学院和管理学院设置，典型的如

百森商学院、哈佛商学院等。相比较而言，目前国

内高校课程设置还待完善。

（三）关于创新创业实践活动体系的构建

在美国学校中大学生创新创业社团很普遍，可

以吸引更多来自不同学科专业的同学、成功企业

家、校友等，形成互相联系的创业网络。社团会经

常开展各种创新活动、创业大赛，这可以拓展课堂

中的知识，在推动和提高创新创业教育的过程中起

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例如麻省理工学院的创业俱乐

部（E-LAB）、哈佛大学商学院MBA社会创业俱乐

部等。这些社团成立之前都会经过长时间的考察和

严格的审批，有专业的老师指导，社团的资金来源

很多，有会费，活动收入，学校基金会、校友会和

社会团体的资助。[4]在中国高校中，相关的社团很

多，但是成立程序相对简单，审核标准较模糊，公

信力不够，资金资源也很欠缺，所办活动的规模和

层次都比较低，推动创新创业的作用十分有限。

三、“三阶递进式”创新创业教育课程
模式

全新的“三阶递进式”创新创业教育模式，是

将创业教育、创造教育、创新教育相结合，根据高

职学生特点，以创意——创新——创业构建理论和

实践相结合，通过基础课程——重点课程——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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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课程模式，实现学生创业意识、创业技能向实践

领域的转化，最终以课堂为主导形成学分为成果的

活动评价性模式。

（一） 理念性“三阶递进式”：创意——创新

——创业的高层次创新创业教育

立足于创意、创新、创业教育相融合的综合性

视角，构建起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创业教育模式。

围绕高职院校学生特点制定一系列与创业教育配套

的制度和政策，同时启动“高职院校创业教育模式

与研究”专题研究，使“三创”构建全面融入创业

教育课程、实践与科研的各个环节，实现理论、制

度与实践的有机统一。一方面通过实施创业教育课

程改革、构建创业教育“课程群”、加强创业实践

基地建设等途径，对在校大学生开展创业教育；另

一方面则专门成立创业教育管理部门，围绕创意、

创新、创业教育相关理论问题开展研究工作，以理

论创新带动创业教育发展。[5]

（二）课程性“三阶递进式”：基础课程——重

点课程——项目化课程的课程模式

基础课程、重点课程、项目化课程，分别构成

了必修课程、选修课程和网络、模拟实训课程“三

阶递进式”的课程模式。组建由校内教师和企业导

师“双导师制”的创新创业教育师资团队，促进创

业理论教学与实践教学的融合，推进专业课程改革

创新，有效提高创新创业教育与专业教育的结

合度。

创新创业教育课程的设置是以高职院校大学生

在校学习活动为主线，以大学生的成长时序、大学

生成长的内在规律和校企共育学生创业能力为依

据，分阶段、有步骤地进行。一年级上学期开设创

业教育的必修课程，奠定在校大学生创业教育的基

础，确定创就业目标；一年级下学期开设网络课

程，该课程一直延续到三年级上学期，使学生形成

一套符合自己特点、适应社会需求的“个性模

式”。一年级下学期至二年级上学期，开设创业教

育选修课程，学生可以以自身兴趣为主导，针对自

身创业发展的需求和创业知识技能的需求选择对应

的选修课程，不断完善创业整体素质和提高专业能

力。二年级上学期至三年级上学期，在校组建创业

模拟实训班，开设实践课程，使学生在模拟训练中

完成理论与实践的结合。

1. 基础课程：以培养学生创业基础能力为目

标，开设创业教育必修课程——《大学生创新创业

基础》，开设课时为 32学时，授课对象为全院一年

级学生。以培养学生的创新意识、创新方法、创业

能力为目标，充分强调课程的应用性和实践性，在

教学中突出理论与实践的结合，兼顾不同专业学生

的整体知识体系，通过精选的教学内容，为后续重

点创业课程夯实基础。重视跨学科课程，强化创新

创业课程的多学科性。鼓励教师根据本专业实情，

进行课程改革与创新，渗透创新的意识。以传授创

业基本知识为基础，拓宽专业口径，夯实学生的知

识和思维结构，建立符合专业特点和特色的基础课

程,并促进专业教育与创新创业教育有机融合，调整

专业课程设置，挖掘和充实各类专业课程的创新创

业教育资源。《大学生创新创业基础》课程总共分

为创新理论、创业理论和创业实务三大部分，第一

部分包括“创新思维的概念与培养”、“创新思维的

训练”两个章节，涵盖的内容有：创新学、创新思

维的基本概念及训练与实践、创新技能的基本概

念、自主创新学习技能等；第二部分包括“创业者

与创业精神”和“创业计划书的设计与制作”两个

章节，内容有创业精神、创业意识、创业心理品

质、创业能力、创业计划书的撰写等；第三部分包

括自主创业的企业创建策划、自主创业的企业申办

程序、自主创业的企业管理等两个章节，内容有创

业资源的运用、创业模式选择、创业团队的组建、

企业文化的营造等。通过课程，学生可以了解自主

创业的各个环节，从而使学生了解创业、感受创

业，为学生将来自主创业奠定基础。课程的教学方

法主要以多媒体教学、专题讨论和模拟创业为主，

多媒体教学通过课件展示丰富的文字、图表、声音

信息，给学生提供大量的感性材料，提高授课的信

息量。同时，在教学过程中引导学生自主开展调查

和总结，并通过分组讨论，集体研讨，来不断提高

学生的学习热情。

2. 重点课程：面向高年级学生开设《大学生创

新创业选修》或《创业融资》进阶课程，以激发学

生创业兴趣为抓手，创业选修课程是从创业教育培

养目标出发，以激发学生创业兴趣为抓手，在各类

型学科中选择适用于学生创业教育需要的课程，开

展创业教育。并在全校范围内排摸有浓厚创业兴趣

且有创业潜力的学生，主要选拔对象为创二代、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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秀学生干部、有创业意愿的学生，按一定比例选拔

学生，开设创业教育重点班，全面培养学生的创业

理论知识和创业管理技能，重点进行“创业核心能

力”的培训。通过重点课程开设，最终使课程转化

为一定成果。授课形式：面授、网络、路演等，促

进创业理论和实践相结合。在这些课程教学内容的

选择上，充分注重培养学生的创业兴趣和综合创业

素质及能力，注重培养学生创业个性和创新思维、

提升学生的创业意识，不断完善创业知识结构，进

一步拓宽学生的专业视野，从而为学生的创业教育

巩固理论基础。

3. 项目化课程:通过项目制结合专业特点对学生

进行创新创业指导，以创业模拟实训班为平台，不

断提升学生的创业实践能力。创业模拟实训班每学

期开设1—2期，每期招收一定比例学生，授课学时

为每期36学时，授课教师由学校获得创业培训资格

的教师和模拟创业公司培训专员共同担任，授课对

象在已学过基础课程和重点课程的学生中进行

选拔。

创业模拟实训班以《大学生创新创业实训手

册》教材为基础，内容分为“组建团队与架构公

司”、“项目确定与公司注册”、“市场分析与战略规

划”、“成本预算与营销策划”、“资金规划与销售管

理”、“财务培训与财务管理”、“投资收益与风险评

估”和“创业计划与开业准备”八大模块，既有理

论的专门课时，也有网上实习和实岗演练，课程全

面模拟真实企业的创业运营管理过程。

创业理论课程包含了创业必备的基础知识、创

业信息分析、商务谈判等内容；创业实践课程包含

了制定创业计划书、成本费用预算、市场营销计

划、预测销售收入、投资收益分析等内容。学生在

虚拟商业社会中完成企业从注册、创建、运营、管

理等所有决策。通过课程，有效地将所学知识转化

为实际动手的实践能力，提升学生的综合素质，增

强学生的创业能力。

另外可以依托校园网络平台，对在校学生进行

普及性创业课程教育。“职前教育网络学堂”是系

统的高职院校职业发展教育的在线服务平台，采用

开放式的教学方式。它运用互联网技术，把学生学

习平台和教师管理平台组合在一起，通过学生的网

上在线学习，使老师对众多的学生信息进行系统化

管理，不断梳理教学情况，提供参考信息。“职前

教育网络学堂”的创业课程内容主要围绕“达人案

例”和“创业知识”这两个模块展开，学生通过网

上学习创业成功典型来汲取创业经验。同时，在创

业知识系统中学习知识点、解题、答题，不断积累

知识。从功能上看，该课程一方面帮助在校大学生

从合理规划自己的职业生涯人手，通过有针对性的

网上培训和教育，提升自身的职业基础素养，提高

综合素质；另一方面，依据科学的职业发展教育理

念，使学生有效地认知自己和管理自己、进一步了

解社会，并养成自觉规划和完善自己的“惯性”。

（三）评价性“三阶递进式”：知识传授--能力

培养--价值塑造的活动评价模式

1. “三层递进式”的课程模式中可渗透创新创

业学分认定。全面的创新模式要求必须充分利用潜

在的一切教育资源，无论开设双创教育的基础课还

是创业特训营、其他丰富多彩创业活动等多种教育

模式，必须依托于配套的创新创业学分管理制度。

创新创业学分是指全日制学生在校期间根据自已的

特长和爱好，参与以培养创新创业能力为主的创新

创业项目训练、学科及创业竞赛，及其他创新创业

实践活动等所取得的具有一定创新意义的智力劳动

成果或其他优秀成果，开创新的创新创业教育模式

有力运营模式。重视和推动应用技术研发及成果转

化，重视学生的人文素养和职业精神培育也更好实

施教育部规定的“放宽学生修业年限，保留学籍休

学创业”的制度落到实处，并能构建结构完整、运

行顺畅的创新创业人才培养体系 。在创新创业教育

模式上建立常态化的创新创业教育动态调整机制，

以教育——孵化——实践三层平台为基础，明确学

校创业教育主要服务面向。关注创业学生的情况，

以明确人才培养，增强人才培养的针对性。

2. 三个空间——搭建校内创新创业实践活动体

系。创新创业实践活动体系的搭建将对大学生创新

创业工作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

（1） 创建校内创业一条街 （简称 U 创空间）：

通过校内的创业一条街孵化，为校内优秀学生创新

项目和创业团队的实践提供场地支持，也面向校外

创业项目实体公司做相应服务管理，从而切实提升

学生的创新创业实践能力，也为学校师生提供平时

学习休闲场所，具体实施以创业一条街管理办法出

台为准。

（2） 开展创新创业竞赛活动 （简称 U 赛空
（下转 第7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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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全市实现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首次突破 3 000
亿元，达 3 006.90 亿元，增长 12.3%，增速居全省

第 1 位；接待旅游人数 8 944.93 万人次，实现旅游

总收入959.92 亿元，分别增长16.5%和19.4%。

基于此，温州的财政政策要从积极引导消费入

手，要做好三个方面的工作：一是提高消费能力。

建立居民收入与经济增长挂钩、劳动收入与企业效

益挂钩、工资水平与物价水平挂钩的“三挂钩”机

制。建立政府让利于民、企业让利于民的“双让”

机制；二是完善消费条件。要采用减负免税办法或

建立产业投资基金等方式增加消费供给；三是培育

消费热点。引导低碳宜居住宅消费、节能环保新能

源汽车消费和旅游消费等[2]。

注释：

① 资料来源：《温州统计年鉴-2009》和http://wztjj.wenzhou.gov.cn/.

参考文献：

[1] 钟艾阳,汪发元,周中林.产业结构对地方财政收入的影响分析——以湖北省为例[J].会计之友,2013,(25):78.
[2] 陶开宇.财政拉动消费的几点思考[J].财政研究,2011,(07):50.
[3] 邹再进.以第三产业发展促进云南省财政增收的对策研究[J].昆明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02):36-41.
[4] 阮欢松.浙江省地方财政收入与GDP之间关系的协整分析[J].黑龙江对外经贸,2009,(10):105-107,145.
[5] 韦邦荣,杨玉生.中国财政收入与GDP之间关系的协整分析与误差修正模型研究[J].统计与信息论坛,2006,(01):49-53.
[6] 崔文苑,曾金华.2015 年第三产业税收主角地位愈加强化 [EB/OL].(2016-01-18) [2017-3-22]. http://finance.sina.com.cn/roll/

2016-01-18/doc-ifxnqriz9789944.shtml.
（责任编辑：孙富山）

间）：建立以赛促创、以赛带练、以赛出项目的实

践训练平台，通过举办省、市创新创业大赛，举办

创新创业大赛，组织指导参加省、市级创业竞赛来

挖掘选拔有潜质的创业项目。加强对学生创新创业

成果的后续培育与扶持对接。

（3）举办创新创业沙龙（U众空间）：通过沙

龙平台定期和不定期地开展主题沙龙活动，激发和

增强不同学科、不同领域的创业者的交叉融合及累

进创新，最终为学生提供个性指导化服务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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