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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园区孵化式培养创业型人才模式研究*

——以浙江高校为例

杨哲旗

（浙江工贸职业技术学院，浙江 温州 325003）

摘 要：浙江高校立足服务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率先树立以培养创业型人才为目标的理念，全面开展创业普及教

育并取得了突出的成果。在高校园区开展创业提高教育、创业精英教育及创业明星（企业家）教育上开辟了一条园区

孵化式培养创业型人才教育的新路子。通过对浙江设有创业园区的80所高校（包括独立二级学院）的创业型人才情况

深入调查，客观地分析创业型人才培养中存在的问题，规避在推行中的风险，探寻高校培养创业型人才的一般规律，

构建出一套高校培养创业型人才的新模式，为浙江及全国高校培养创业型人才提供借鉴与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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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Study on The Cultivation of Entrepreneurial Talents in University Park

--A Case Study of Zhejiang Regional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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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ased on the regional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Zhejiang regional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take the lead in

building the concept of cultivating entrepreneurial talents as the goal. Entrepreneurship Education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to im-

prove entrepreneurship, entrepreneurship educ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stars (entrepreneurs) education has opened up a new way to

cultivate entrepreneurial incubators. According to in-depth investigation on entrepreneurial talent training from 80 Zhejiang universi-

ties (including two independent colleges ) with innovation parks，this paper objectively analyzes the problems of entrepreneurial talent

training to avoid pitfalls in the implementation of general rules, explores the general rule of the innovative talents cultivation in Colleg-

es and universities, and builds a new model of entrepreneurial talents, which will provides reference and reference for the rapid and

healthy development of entrepreneurial talents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in Zhejiang and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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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高校创业型人才培养，90年代初始于浙江

大学。2001年温州大学率先创办学生创业工作室，

并将培育创业人才列入高校人才培养的部分方案

中。2003年春，由浙江工贸职业技术学院发起，在

当地政府支持下联合了温州医学院等当地五所高校

创建市级大学生科技创业孵化园。2006年温州各高

校分别独立创建大学生创业园[1]。2008年后，宁波

大学等60多所浙江高校陆续创建大学生创业园、创

业孵化器、创业示范园、创业创意园、知识产权服

务园及众创空间等创业园区，为浙江大学生创业培

训、创业实践实训提供服务场所，为孵化创业型人

才提供活动平台。同时构建了创业教育核心课程

群，整合教学内容，改革评价制度，推进精品课程

建设，筹建创新创业资源库。建立一大批跨学科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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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质师资队伍，开展了问题导向型、自主实验型、

创新研究型教学。实施了传授、学习、实践、研

究、考核等全方位的教学改革，优化了学习过程，

强化了实践环节，提高了教学质量。20年来，高校

园区已成功孵化出23 000多支创业团队，培养了近

100 000名大学生自主创业者与创业型人才，涌现

了 400多位在国家级创业大赛中荣获一、二等奖的

企业家人才。浙江大学等四所浙江高校被国家教育

部列入全国创新创业教育工作宣传总结 50强高校，

为全国高校大学生创业型人才培养提供榜样与示范

效应[2]。诚然，浙江高校在园区孵化式培养创业型

人才上还存在一些问题与不足。本研究在调研基础

上，提出了构建高校园区孵化式培养创业型人才新

模式及保障体系，为高校培养创业型人才提供

借鉴。

一、高校创业型人才培养存在的问题与
分析

浙江高校在创业型人才培养实施过程中取得了

出色的成绩，并在一些院校中进行较广泛的宣传与

推行。但是，在高校内外部多种因素的制约与影响

下，园区服务与教学管理等方面还存在诸多问题与

不足。为避免在成果推广中陷入误区。以下几个问

题应引起防范与重视。

（一）分层分类定位不准，创业人才培养目标

不明确

浙江高校对创业型人才培养经过二十余年的探

索与实践，除警察类高校外相继成立了创业学院，

实施了创业普及课教育教学，已初步形成了高校各

自的创业型人才培养模式，但在合理性、科学性、

完整性及结构性上还存在较大问题。据对80所设有

创业园区的高校（包括独立二级学院）调查数据显

示，目前80所高校均已开展创业普及教育，其中有

教学大纲与建设方案的56所，占70.0%，没有的24
所，占30.0%；有41所高校开展了创业精英班（本

科 3+1、高职 2+1）教育，有教学大纲与建设方案

的12所，占29.3%，没有的29所，占70.7%；有16
所高校开展了创业明星班（企业家）教育，有教学

大纲与建设方案的 12所，占 75.0%，没有的 4所，

占 25.0%；三个不同层次完整的创业教育并具备教

学大纲与建设方案的只有11个，占13.7%。这就意

味着大多数高校创业人才培养分层定位不准，人才

培养目标不够明确[3]。

（二）孵化式培育渠道狭窄，园区化校企教学

融合不够深化

在80所设有创业园区的高校（包括独立二级学

院）调查显示，高校学生创业团队与社会企业入驻

高校创业园区比例，占 80%～100%以上的有 10
所，占 50%～79%以上的有 23所，占 30%～49%以

上的有 41所，占 1%～29%以上的有 6所。由此可

见，有近六成（47所）高校学生创业团队入驻高校

创业园区的比例小于50%。在80所高校创业园区入

驻的 4 000多家企业中，担任且完成实施高校创业

型人才培养教学任务的企业有 600 家，约占

15.0%；担任未完全实施任务的企业1 200家，约占

30%；没有担任教学任务的企业 2 400 家，约占

55%。可见有一半以上入驻高校园区企业没有参与

高校创业型人才培养工作。在 80所高校创业园区

中，完全实施分层分类创业教学的有 9 所，占

11.2%；部分实施分层分类创业教学的有46所，占

57.6%；未实施分层分类创业教学的有 9 所，占

31.25%。可见完全实施分层分类创业教学的高校数

量较少，园区孵化式培养学生渠道比较狭窄，校企

融合程度不深，影响高校创业人才培养质量。

（三）知识产权转化率较低，项目运作竞争性不强

据调查，在 80所高校入驻创业园区的约 2 000
支学生团队中，运用高校知识产权转化的有 500
支，占 25.0%，基本没有运用的有 900 支，占

45.0%，完全没有运用的有600支，占30.0%；创业

项目运用高新技术创业的有 700支，占 35.0%，基

本停留在传统产品创业的有1 200支，占60.0%；全

面运用网络化方式创业的有 400支，占 20.0%，部

分运用的有1 100支，占55.0%，基本没有运用的有

500支，约占 25.0%，创业项目与专业结合紧密的

有 300支，约占 15.0%，不够紧密的有 600支，占

30.0%，没有关联的有 1 100支，占 55.0%。由此可

见，大部分学生项目还处于低小散水平，技术性较

低，网络化程度化不高，存在学生创业项目与所学

专业结合不够紧密等问题[4]。

（四）创业师资结构不合理，教师（导师）保

障机制不健全

据 80 所设有创业园区的高校调查资料显示，

引入企业家、工匠与高校创业教师比例在50%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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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有 18所，占 22.5%，在 30%以上的有 45所，占

56.3%，不足30%的有17所，占21.2%；具备教师资

格与专业资格的双师型教师比例在80%以上的有12
所，占15.0%，在50%以上的有40所，占50.0%，不

足50%的有28所，占35.0%；专门制定且实施创业

教师（导师）上岗、晋升、辞退制度的高校有 13
所，占 16.3%，没有专门制定且实施的 58 所，占

72.5%，没有制定与实施的9所，占11.2%；对教师

（导师）全面实行“常规+业绩”考评的有10所，占

12.5%，部分实行的 58所，占 72.5%，没有实行的

12所，占15.0%。可以看出，高校创业师资存在结

构性问题，教师（导师）保障机制不健全。

（五）考核评价体系不完善，影响创业团队与

人才质量提升

据80所设有创业园区的高校调查数据显示，对

学生创业团队与个人实施分层分类考评的有 20所，

占 25.0%，部分实施分层分类考评的有 45 所，占

56.3%，没有实施分层分类考评的有 15 所，占

18.7%；对管理者全面实行“过程+成果”考评的有

16所，占 20.0%，部分实行“过程+成果”考评的

有28所，占35.0%，只有成果考评没有实行过程考

评的36所，占45.0%。由此可以看出，高校在园区

孵化式教学考核评价制度实施中还存在不够全面、

不够规范、不够深入等问题。此外，高校在园区孵

化式创业型人才培养中，存在与社会资源对接程度

较低，学生借贷难度大，园区场地不足，创业教育

培训面较窄，创业管理服务人员配备少，教学质量

与培养规模还达不到预期要求，满足不了经济社会

发展对大学生创业人才的需求等问题。

二、构建高校园区孵化式人才培养新模式

实践证明，高校创业型人才培养是一项系统工

程，在客观总结浙江高校培养创业型人才取得成果

的同时，针对存在的问题，应通过确立培养目标，

合理定位，创新教学，突出特色等一系列模式构

建，将高校创业园区的文化、教育、经济等功能达

到最优组合，以满足培养适应时代发展的高素质创

业型人才的需求[5]。

（一）完善教学大纲与方案，明确创业型人才

培养质量标准

针对浙江大多数高校创业人才培养分层分类定

位不准，创业人才培养目标不够明确的问题。在高

校推进创业类课程教学改革、提高教学质量时，首

先应确定培养怎样的人才，具体标准有哪些？不同

教育层次如何定位等问题应该予以解决。

1. 明确“创业普及班”层次园区孵化式培养人

才的目标与定位

根据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大众创业，万众创

新”精神与教育部长陈宝生“四个回归”要求，建

议高校将人才培养目标确立为：培养学生以服务国

家、人民的社会责任感为己任，依托创业园区，培

养具备创新精神、创意理念、创业能力的社会主义

自主创业人才与潜在创业人才的园区孵化式培养普

及型人才。根据目标来制定与完善教学大纲、大学

生人才培养方案。

2. 制定“创业精英班”层次园区孵化式培养人

才的目标与方案

高校园区孵化式培养精英型（本科 3+1、高职

2+1）人才的目标，是在“创业普及班”培养人才

目标完成后，根据区域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依托

创业园区与学校优质的教育资源，发挥“政、产、

学、研、市”一体化优势，制定与完善教学大纲、

大学生人才培养方案，培养科技创业、网络创业与

文化创意创业等人才。

3. 确立“创业明星班”层次园区孵化式培养人

才的目标

高校园区孵化式培养明星型（企业家型）人才

的目标是针对创业教育而确立的，在完成以上两个

培养层次后，根据明星型（企业家型）人才培养质

量的要求，依托创业园区及当地社会经济文化等优

质资源，集全校一切创业教育力量，制定与完善教

学大纲、大学生人才培养方案，培养能获取省级创

业一等奖或国家二等奖以上并能驾驭中大型企业能

力的企业家型创业人才。

（二）加深园区校企合作教学融合度，拓展创

业人才培养途径

1. 课程教学设计与内容

园区孵化式培养创业型人才的课程设置采用三

阶段模式：即普及教育阶段→精英教育阶段→明星

孵化阶段。园区孵化式培养创业型人才的教材模

式：采用自编教材与遴选教材相结合。园区孵化式

培养创业型人才的递进课程教学内容模式：即培育

创业知识技能→创业实战能力→企业家素质。课程

教学模式见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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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采用递进式孵化的教学方法

根据学生创业教育所处层次与类别的不同，采

取各不相同的教学手段。根据学生意愿与基础不同

进行分类教学，在学生通过普及理论教育合格的基

础上，安排与理论课相当的课时数，组织学生进入

创业园区进行创业学习——即创业园初期孵化，采

用实际案例示范式的手段实施教学。在普及教学基

础上，筛选30%左右的学生进入创业精英班，进行

精英式教学——即创业前期，采用实践活动式教学

手段，进行中期孵化园培育创业型人才。在精英式

教学基础上，筛选 10%左右的学生进入专业园区

（文化创意园、工业设计园、知识产权服务园等）

施行园区孵化教学，培养明星创业团队与企业家人

才。每年培育一批企业家或潜在企业家人才。

3.形成园区化校企一体教学模式

在多种途径优化园区化校企一体办学环境的同

时，采取项目研究与试点实践相结合的策略，制定

园区化校企一体教育教学流程，推出教改创意项

目，内容涉及园区化校企一体实训基地共建共管、

园区化校企一体课程开发、实施与评价机制。选定

3～5个专业进行试点。试点后，再次编写专业教学

流程，重组教学内容，通过教学性实践和实践性教

学的有效实施，学校的顶层设计在创业实践中得到

了充分的体现，形成完善的校企一体的教学模式，

并在全校得以示范和推行。全面施行园区化校企一

体教育教学流程，改善了高校工学结合的育人环

境，将园区校企之间由基于“人缘”的合作转变为

基于“契约”的合作，将被动局面转变为校企互为

主客体、互为需求方的和谐局面，使教师多了企业

工作的机会和环境熏陶，使企业的员工多了培养学

生的责任和荣誉[6]。

（三）构建创业项目“网络+X”模式

1.构建创业项目“网络+科技”模式

高校在原有知识产权的使用的条件下，通过加

大价值（货币）形式转让或入股形式将师生科研成

果转化为学生创业项目的力度，提升创业项目科技

含量，确保创业企业的核心技术独占性。应用现代

化网络化手段，全面构建“网络+科技”创业模式，

培育科技创业团队，提升科技创业型人才培养质量。

2.构建创业项目“网络+文化创意”模式

发挥高校的校园文化优势，通过开展大学生文

化创意创业实践，应用现代化网络化手段，全面构

建创业项目“网络+文化创意”模式，培育文化创

意创业团队，提升文化创意创业型人才培养质量[7]。

三、建立创业型人才培养新模式推行的
保障体系

为将高校园区孵化式创业型人才培养新模式的

有序、快速、健康地实施与推广，必须建立一系列

保障体系。

（一）建立创业项目综合保障机制

1.高校应大胆引进竞争淘汰制

定期对入驻企业与团队实行全面、系统、综合

地考核评价制度，通过充分整合园区有形资产与无

形资产价值，让广大学生有机会了解项目运作，感

受园区创业氛围，为学生提供可行性较大的备选创

业项目，增加学生自主创业成功机会。

2.将园区校企一体作为发展动力

高校应以园区校企一体作为发展“核”动力，

通过建立与完善创业政策保障、创业机构与人员保

障、校园文化机制保障，为园区孵化式创业型人才

培养教育教学实践提供创业项目保障与创业资金

校企融合培育流程校企融合培育流程

教学生态流程教学生态流程

企业（行业） 产业链 技术链 人才链

学 校 专业链 课程链 能力链

校企

生产

性教

学

校企

教学

性生

产

图1 课程教学模式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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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支持。

3.发挥高校创业园区资源优势

充分发挥高校创业园区引入社会企业的科技、

文化、网络等优势，通过园区企业的“传承”与

“互补”等形式，继承“母体”与“兄弟”企业的

创业优质资源，为推动初创企业团队快速成长，提

升创业成功率，提供创新资源上的保障。

（二）完善师资质量的保障体系

1.疏通教师（导师）“进退”渠道

对担任创业园区创业型人才培养的教师，上岗

前必须通过创业指导素养与专业技能的全面考核；

定期安排教师进行对口的进修与学习；提高职务与

职称晋升匹配度，施行岗位要求与教师职责对应机

制，杜绝虚设岗位现象；完善园区教师 （导师）

“优进劣退”等师资管理办法。

2.培育与优化师资结构

采用兼职师资分类模式，即企业家+行业专家+
外校教师进课堂的专兼导师制。培育与引进足够数

量的专兼职创新创业教师，使创业提高班师生比达

到20:1以上，创业精英班师生比达到15:1以上，创

业明星班师生比为 8:1左右。加大培育具备教师资

格与专业资格的双师型教师，主动引进企业家、行

业专家进校园进课堂。师资结构的要求采用双师型

教师与引进企业家（行业专家）比例为 5:5；教师

与导师及企业家比例为1:1:1。优化专兼职教师队伍

结构，提升专兼职教师队伍素质。

3.采用“常规+业绩”相结合考评模式

对教师（导师）教学业绩考评，在采用检查备

课、检查学生作业、听课督导、学生评课等四项常

规考评外，再采用考评“学生教学成绩+创办企业数

量与质量+竞赛获奖+探索研究”等考核评价模式。

（三）建立完整系统的人才培养质量考核评价

体系

结合园区孵化式教学实际，对学生、教师及园

区管理者在教学过程与成果进行全面系统综合的考

核与评价，从而形成了全方位、立体式的考核评价

体系[8]。

1.创业型人才评价实行分层分类综合考核模式

对学生学习成绩考评，对创业提高班教育、创

业精英班教育、创业明星（企业家）班教育等不同

层次实行分级考评模式。处于同一层次的不同阶

段，又采用不同考评内容与设置相应合理的权数，

采用“个人考核+团队考核”与“创业理论成绩+创
业实践业绩+创业研究成果”模式相结合的综合考

核评价模式。

2.实行园区目标业绩与平时过程考评相结合模式

对园区管理与服务机构及人员采用“服务规模

与质量+创业数量与质量+竞赛获奖数量与等级”的

过程与成果相结合模式。过程考评主要是对新进驻

园区的企业、创业团队的“入园资格”把关情况及

服务质量等考核。在此基础上，对计划目标完成情

况进行成果与业绩考核，既能确保有真正创业因子

与能力的企业或学生团队进驻高校创业园区，又能

确保创业园区机构及人员在管理与服务质量的

提升。

综上所述，通过园区孵化式培养创业型人才新

模式的确立，建立健全一系列高校机制，保障新模

式的实施与推行。巩固浙江高校引领全国高等院创

业型人才培养的已有成果，克服传统教学模式的不

足，为高校大学生创业提供更优质的实践活动的空

间，为高校创业型人才培养提供理论参考与实践

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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