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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通过对当前高职院校创新创业教育生态现状以及存在问题进行深入分析，探讨高职院校创新创业教育生态体系的

构建路径，结论是在构建生态的过程中要充分发挥高校、政府、企业行业在创新创业教育方面的优势，通过政府强化引导、企
业积极参与、高校推进实施，才能建立起适合高职院校的充满活力的创新创业教育生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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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来，我国掀起了一股“全民创业”的热潮。特别

是我国创新型国家建设的关键内容，在“大众创业、

是在各级政府的公共资源、社会资本的大力推动

万众创新”的新形势下，创新创业教育日益成为社

下，创新创业正经历着从“一时兴起”向精细化、规

会各界关注的焦点，新形势、新政策也为高等学校

模化、特色化转变，从中央到地方各级政府创新创

创新创业教育的改革和发展带来新的契机。高职

业的利好政策纷纷出台，各类创客空间、各具特色

院校作为我国高等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创新创

的孵化器、创新工厂等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创新驱

业教育方面取得积极成效的同时也面临着一些现

动逐渐成为推动区域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重要力量。

实的问题，其中较为突出的是在创新创业教育生态

但在欣喜的同时，我们也发现由于用地需求、孵化

体系中出现的创新创业师资相对匮乏、课程体系设

器成本、人才需求、地域差异等因素制约，地方孵化

置与具体实践脱节、创新创业教育与专业教育融入

器和众创空间出现闲置、项目入驻率低等问题，导

不够、创新创业教育的协同机制和外部支持体系不

致创业人才聚集难、初创项目发展难，客观上形成

完善等问题。如何通过创新创业教育生态体系的

了初创企业成长性弱和带动性滞后的问题。同时

构建来充分发挥高校、政府、企业行业在创新创业

有些地方政府和高校对创新创业教育理念定位不

教育的优势，通过政府强化引导、企业积极参与、高

科学，简单将创新创业概念“功利化”和“庸俗化”，

校推进实施，建立起完整的适合高职院校的创新创

缺乏科学论证和科学管理，导致创新创业教育的推

业教育生态体系是本文研究的重点内容。

进缺乏思路，出现盲目化、片面化、缺乏整体协调、

1

高职院校创新创业教育生态存在的问题
随着互联网技术和高新科技的产生、发展和应

单枪匹马式地开展创新创业教育，缺乏有针对性
的、目标具体化的顶层设计。有些高职院校认为创
新创业教育就是简单地传授大学生创业理论知识、

用，创新创业教育也伴随着知识经济时代的发展而

培养几个创新创业的典型，创新创业教育教学目

成为一种新型的教育模式。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

标不明确，教育教学理念僵化、停滞，导致高校、政

的创新创业教育不仅起步较晚、体系不完善，而且

府、企业行业等没有形成大学生创新创业教育资源

存在着较多问题。

的整合。

1.1 政府的政策准备虽然充裕，但目前还缺乏系
统的体系
李克强总理提出“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口号

1.2 高职院校创业创新教育还没有真正融入学校
的人才培养体系
高职院校创新创业人才培养体系方案的制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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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实施、创新创业教育的设计还缺乏系统性、科学

和复制，所以在高职学生创业项目中占了大部分。

性，在明晰的指标、教学质量的评价标准、课程设置

而创新性不足让高职生的创业项目“含金量”不

的方案、产学研深度合作等方面依然存在较多的瓶

高，生存发展能力较弱。这些都反映出，高职院校

颈。如我国多数高职院校的创新创业教育课程还

创新创业教育与专业教育融合度较低、学生不能结

停留在公共选修课程阶段，缺少完整的创新创业课

合自己的专业优势进行创新创业，许多高职大学生

程体系。高职院校创新创业师资力量较为薄弱，特

很难结合专业教育把创意转为产品、把产品转化成

别是执教水平、学历层次整体较低，兼职教师较多、

商品，创新创业很难解决最后一公里的问题。

专职教师较少。在课程组织构架上，创新创业课程
松散，缺乏体系，整体教育资源还比较缺乏。在产

1.5 高职学生初创项目缺乏有针对性的帮扶和保障
教育实施过程中，政府和相关扶持部门对大学

学研合作中“产、学、研”出现各自为营、缺乏协同

生初创项目的扶持往往出现“业余化”和“精英化”

的现象。利益激励机制也存在人为因素和行政干

的现象，管理体制不清晰、将创新创业教育仅仅狭

预，高职院校与政府、产业、科研院所等其他创新主

隘地定位在创业教育这一个层面，忽视创新教育

体之间的体制壁垒没有打破，各政府、企业、高校各

的重要性。个别院校甚至为寻求短期的“业绩”效

自拥有的资源分散，直接影响到产、学、研的协同合

果，盲目追求所谓的创业成果、创业数量、孵化项目

作与创新发展，影响了创新创业人才培养完整体系

等，背离了“创新创业教育要坚持立德树人、面向

的形成，造成了资源的浪费。

全体，培养学生创新能力和创新精神、创业意识、创

1.3 高职院校创新创业教育相关课程与专业课程
融合度较低
当前依然有诸多高职院校没有开设创新创业

业能力”的初衷和要求。同时对大学生的创业项目

教育的专门课程，部分高职院校开设了相关课程，

易出现预期不足，导致初创产品难以迎合市场需

但依然存在创新创业教育与专业教育融合度不够

求，导致学生创业风险增高、成功率低。

的问题。甚至有些高职院校简单认为创新创业教
育就是对大学生进行单纯的就业指导理论培训和
创业知识普及。从高职院校创新创业课程内容设

的专业指导和资金扶持往往缺少管理和跟踪。高
职生创业者往往缺乏自我认知、缺少创业经验，容

2 高职院校创新创业教育生态体系的构建
路径

创业培训等实务导向的课程较多，而创新思维、创

强化政府支持，构建创新创业教育管理体系
从创新创业教育的宏观环境来看，相关政策

新实践相关课程开设较少。在创新创业教育的课

已经出台，但在政策落实的细节方面，各级地方政

程与专业课程学分管理方面，大部分高职院校没有

府应健全相关法律法规政策体系，加大对高职院

实现真正的学分互换，也没有课程的跟踪管理制

校创新创业教育的财政支持力度。政府应根据实

度，难以保证课程开设的质量和效果。在创新创业

际情况拨出专门的款项设立创新创业教育专项基

的理论研究方面，高职院校往往缺乏专业研究的深

金，同时还要在政府层面出台相关政策法规指导

度，在课堂知识传授与实际应用方面缺乏组织协

鼓励企业与高职院校加强合作，增加对高职院校

调，导致创新创业教育课程体系在理论的构建上与

的资金支持和技术支持。在高职院校的内部管理

具体的实践环节形成脱节。

体制中，各高校应尽快设置符合学校管理特色、职

1.4 创新创业实践中大学生创业项目总体层次偏
低，创新“含金量”不高，科技成果转化率较低
高职院校的大学生创业类型较之普通本科院

能权限较为清晰的管理部门，如成立学校创新创

校相对缺乏科技含量，整体表现为互联网创业多、

部门，开展创新创业教育相关活动，在创新创业教

实体创业少，低成本小规模创业多、科技创新型创

育的课程设置、实验实践、项目管理、科研竞赛、项

业少，同时在校学生创新成果少、科技成果转化率

目孵化、成果转化后续扶持等方面形成完整的管

低。高职学生往往会选择餐饮、咨询、零售、网络购

理链条。校内校外搭建政府强化管理下的“立体

物等对项目资金依赖较小、风险不大、操作难度不

式”管理体系，整合政府、行业企业、学校、学生资

高的项目创业，这些项目往往简单易学、容易模仿

源，搭建“投资孵化—吸收项目”和“人才—项目

置上看，与创业相关的财会、经济法规、企业管理、

2.1

业教育领导机构，指导和统筹协调学校的创新创
业教育工作 ；明确具体实施创新创业教育的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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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或“转让—获取成果”、
“人才和收益—再投
［1］

资孵化”创业生态链
2.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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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创新理论、创业基础、就创业指导等必修课程
和选修课程，同时也要强化通识课程与专业课程设

整合教育资源，搭建多元化的合作交流平台
高职院校应立足服务地方区域经济发展的要

置的合理性和科学性。在创新创业教育的实践教

求，积极争取政府扶持，吸引企业、行业、社会参

学和实践训练项目以及大学生项目的孵化也要注

与，利用各方资源，强化校企合作，提升产学研协

重把科技创新成果、创新技术以及科研项目等与创

同。高职院校要也结合学校办学定位、人才培养

新创业教学相结合。在课程的开发方面应探索与

方案以及服务对象，根据创新创业教育的目标，

企业深度合作，共同开发优质在线教学课程和实践

修订人才培养方案，制定专业的课程设置，促进

课程，完善学分认定的相关制度，校企合作开发适

专业教育与创新创业教育有机融合。同时要不断

合各自学校办学特色和学生特点的创新创业教育

推进校企深度融合，优化市场配置，实现技术、装

教材等。

备、社会资本、市场资源的优势共享。企业可以
进行多方位的交流与合作，帮助高职院校通过优

2.5 加强师资建设，培养造就专兼职结合的“双
师”队伍
师资力量薄弱、师资结构不平衡是当前高职

化专业布局，实现专业教学资源的整合 ；通过课

院校普遍面临的问题。为加强教学实践，在教学

程改革，优化课程体系 ；建构科研平台，实现科研

管理过程中可以选拔聘任具有创新思维、富有创

资源整合 ；建设实训基地，实现实践资源共享等。

新经验的教师作为专任创新创业教师，同时为提

2.3

升队伍建设的合理性和互补性，一方面可以在校

与高校内部就协同创新思想、专业技能和技术等

科学制定标准，全面修订人才培养方案
新形势下，高职院校要主动作为、积极转变观

学环节，可以加强与企业、科研院所合作的对接，教

内聘请专业教师兼职充实师资队伍，另一方面可

念，改革人才培养机制，结合学校的办学特色全面

以聘请校外有实践经验、有影响的社会知名学者、

修订人才培养方案，始终坚持“立德树人”的根本

科研人员、企业家、风险投资人等各行各业优秀人

任务，以培养创新创业人才为目标，把创新创业教

才，担任创新创业课授课兼职教师 ；同时在校内可

育的理念融入人才培养全过程，加强学科建设，打

以把科研项目的主持人、社团指导教师、创新团队

通专业教育与创新创业教育之间的壁垒，构建跨专

指导教师全部纳入到创新创业指导教师队伍，充

业、跨学科、多样化、创新创业教育课程体系。同时

实师资团队建设 ；在师资培养管理中可以让一线

各高职院校应围绕国家大政方针、市场需求需要，

教师深入实习企业和实训基地，到生产管理的第

在经济发展规律的基础上，把创新创业教育嵌入各

一线进行实践锻炼，提高其实践教学技能 ；同时

学科的教学过程中，一方面开设面向全体普惠式的

也可以利用校企合作的优势让学校的教师主动承

创新创业教育课程 ；另一方面结合学生专业背景和

担企业的研发任务，参与企业的生产实践和技术

个人需求，开设专业课程与创新创业兼容的个性化

开发，为其逐步成长为“双师型”教师做好实践准

课程。在满足各主体需求的基础上，拓展创新创业

备。在教学管理中要不断健全完善教学考核评价

教育的外延，强化校企融合，引入技术企业、金融公

制度，结合工作量考核、年度考核、职称职务评聘

司、投资公司等，协同开展多元化、个性化的创新创

等现行制度出台相应的制度规范，同时也要给相

业教育。

关专业技术技能如国家有关职业资格、专业技能

2.4 创新教学模式，健全创新创业教育的课程体系
积极探索和构建适合高职院校办学特点和专

等级考试考核以机会，增强创新创业教师的工作

业特点的课程体系至关重要，国务院 36 号文明确
育目标要求，促进专业教育与创新创业教育有机融

2.6 构建创新创业教育文化、加强创新创业教育
氛围营造
文化是大学精神的重要体现，在构建大学生

合。”因此各高职院校应构建以创新创业教育为核

创新创业教育生态体系中，高校、企业、政府、行业

心，专业技能教育、职业道德教育、传统文化教育相

都应坚持以“协同育人”为基本途径，集聚教育要

融合的全方位、多层次的课程体系。在课程的内容

素与资源，共同营造大学生创新创业教育的生态
［2］
文化氛围 。在氛围营造的过程中应加大对创新

规定 ：
“各高校要根据人才培养定位和创新创业教

设置上，既要加强面向全体学生的学科前沿、研究

积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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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业教育的宣传力度，要通过多种途径打造各种

的协同互动、相互支撑、持续改进的动态实践过程。

宣传载体、广泛宣传创新创业教育政策、选树创新

创新创业教育同样也是提升高职大学生社会适应

创业典型，为创新创业教育提供良好的舆论环境

能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的必由之路，政府、高校、企

和政策环境。各高职院校也要结合创新创业赛事

业必须主动作为，打破层级间的各种壁垒，转变教

的开展、科技成果转化来优化实践育人体系构建，

育观念，互惠互利、资源共享，为大学生提供优良的

以创新引领创业。

创新创业发展空间，扎实推进大学生知识、能力和

3

综合素质全面协调发展。

结语
深化高校创新创业教育改革是一项艰巨繁琐

而又系统的工程，需要政府、高校、企业和社会等共
同参与、协同配合。构建大学生创新创业教育的良
好生态，是高职院校创新创业教育的必经之路，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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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生态体系的形成不是一蹴而就，需要经历长期

A Research on Constructing Educational Ecosystem of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in Vocational Colleges
JI Hai-bo, ZHANG Ping
（Nanjing Institute of Industry Technology, Nanjing 210023, China）
Abstract ：Through the analysis of the current situation and existing problems of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education in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s, this paper probes into the construction path of the ecological system of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education in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s. In the process of the ecology construction,
we should make full use of the advantages of universities, governments and enterprises in the area of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education, through the intensified guidance of government, the active participation of enterprises
and the promotion of universities, we can establish a dynamic ecology for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education
which suitable for the development of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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