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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High-quality� talents�are� the�needs�of�era�development.�The�significance�of�promoting� the�cultivation�of�high-quality�applied�

talents�by�innovative�entrepreneurship�education�could�be�mainly�reflected�as�follows:�being�helpful�to�highlight�the�importance�of�pro-

fessional� knowledge� and� to� promote� the� improvement� of� professional� skills� for� entrepreneurs;� being� helpful� to� foster� the� general� en-

trepreneurial�ability�for�college�students;�being�helpful�to�promote�the�development�process�of�the�reform�of�our�higher�education;�being�

helpful�to�ease�the�pressure�of�employment�in�our�count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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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应用型人才是指能将专业知识和技能应用于所从

事的社会专业实践的一种专门的人才类型，是熟练掌握一线

生产活动的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的专业技术人才。 我国高等

教育长期以来“重理论、轻实践”的教学方式，已经不符合经

济发展的需要，现急需培养出一大批具有具有创新精神和应

用技术才能的高素质人才，其意义非同一般，下面本文将对

此进行详细的阐述论证。

1 国内外创新创业教育发展状况综述

创新创业教育最早始于美国哈佛大学于 1947 年开设的

《创新企业管理》 课程， 旨在对旧有的企业管理理念进行更

新，并开创新的业绩，后来这一课程得到美国各大高校师生

的认可，逐渐演变成一种创新创业教育；美国于 1958 年颁布

了《国防教育法》，指定高校教育要注重科学技术的传授，为

提高国防实力服务；美国的科学促进会于 1985 年起，集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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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外专家学者的心血，花费四年的时间拟定了一份教育改

革的报告《2061 计划：为了全体美国人的科学》，倡导高校开

展科学知识普及教育，培养学生对科学的探索精神和动手操

作能力。1998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法国巴黎召开的首届世

界高等教育大会通过的《21世纪高等教育宣言：展望与行动》

提出：“为使毕业生就业，高等教育应主要培养创业技能和主

动精神，毕业生将不仅仅是求职者，而首先是工作岗位的创

造者”，这一宣言再次强调了创新创业教育的重要性。

我国高校的创新创业教育呈现的是大踏步、跨跃式的发

展———1996年颁布了《关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

的决定》， 明确提出“高等学校要重视培养大学生的创新能

力、实践能力和创新精神”；清华大学、人民大学等高校先后

都在创新创业教育方面有所突破， 如举办创业计划大赛、进

行创新创业教育试点、成立创新创业教育人才培养模式试验

区等；我党的十七大《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提高自主创新

能力，建设创新国家”，“实施扩大就业的发展战略，促进以创

业带动就业” 两大战略目标； 李克强总理于 2014 年提出了

“大众创业”、“草根创业”的号召后，又在历年的《政府工作报

告》中明确强调“大众创业，万众创新”这一举措实施的具体

办法和相关政策，由此可见，创新创业已经成为时代发展的

大趋势。

2 高素质应用型人才的界定

应用型人才最核心的素质主要体现在理论与实践的高

度结合，动手操作能力和实践水平相对较高，能够运用科学

理论和方法来综合分析、解决现实问题，通过对新知识新技

术的不断学习和应用，积累经验，举一反三，融会贯通，形成

创新思维，从而创造性地解决新问题。

《国际教育分类法》 根据人才类型和培养目标将高等教

育分为研究型、应用型、实用型三种类型。 德国、英国、美国、

瑞典、荷兰、芬兰、瑞士等欧美发达国家在工业化过程中即对

高等教育进行了有效的改革，其经验是加强了科技大学的建

设和对应用技术型人才的培养，形成了面向全球、全方位开

拓教育思路，充分融入全球现代教育体系、全球产业体系和

全球政治体系的教育理念，大批量培养出来的应用型人才支

撑起了这些国家发达的实体经济与竞争力，发达国家在教育

目标导向上更注重科学研究和工程技术领域，如“德国应用

型高等教育占 78%、学术型仅占 22%，瑞士应用型有 82%，学

术型仅有 18%。 ”

我国于 2015 年由教育部、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联合

发文《关于引导部分地方普通本科高校向应用型转变的指导

意见》 指出，“建立以提高实践能力为引领的人才培养流程，

率先应用‘卓越计划’的改革成果，建立产教融合、协同育人

的人才培养模式，实现专业链与产业链、课程内容与职业标

准、教学过程与生产过程对接”，进一步明确了高素质应用型

人才的培养目标。

3 以创新创业教育促进高素质应用型人才培

养的意义

3.1 有助于突出专业知识的重要性， 促进创业者提高专

业技能

高校经过一系列的探索和改革，确立了以提高人才培养

质量为主要任务的办学方向，其根本点是以增强专业知识和

技能为导向，促进学生所学与社会所需相融合，提高学生的

专业知识水平，为地方经济的发展服务，为提高地方的科技

水平和文化氛围提供人才支撑， 培养直接解决实际工作问

题、为社会直接创造价值的应用型人才，培养与生产实践、技

术操作和社会实际需求相符的，具有基层生产、管理、服务能

力的复合型人才，使其能将抽象的理论知识转化成具体的操

作能力和技术才干，进而由此衍生出新的构思和产品，完成

应用学习到应用创新、技术学习到技术创新的伟大转变。

“在当今以创新和变革为导向的社会动态环境中， 源自

于知识的创新和知识向市场价值转化的力量在推动社会经

济向前发展的过程中发挥着愈加重要的作用”， 在知识经济

时代，创业项目的设计、创业方式的选择、产品的生产和销售

以及后期服务的跟进等等，都需要创业者具有丰富的专业知

识储备，这包括敏锐的市场洞查力，销售途径的分析能力、超

强的策划力、良好的运营能力和计划决策的执行力管理能力

等等，由此可见，创新创业能力的深层基础是与专业相结合，

扎实的专业知识是实现创新创业的关键所在，如果没有扎实

的专业能力做底子，创业途中难免会走一些弯路，而这些弯

路其实是补缴的学费，是对专业知识的再学习过程。

创业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情，不是听了几个企业家的成功

故事、上了几堂创业成功学课程、参加了几次创业技能培训

就能获得创业的能力。 那种利用微信、淘宝平台进行的创业，

复制率太高，大家蜂拥而至，难免形成产能过剩或者渠道拥

堵的不良后果，究其原因，是这种创业形式缺乏技术和知识

的含量———这也是创新创业教育力度有待加强的体现。“创

业是一项高风险的经济活动，创业的高度不确定性、模糊性、

创造性和资源的有限性都不断对创业者提出高难度挑战，这

就为创业教育的存在提供了充分的必要性依据”。

3.2有助于培养大学生的通用创业力

通用创业力，指的是创业者选择任何一种行业进行创业

时所应具备的能力， 它包括创业者的语言的沟通运用能力、

数字的逻辑运算能力、项目的论证推理能力、策略的思考决

断能力、资料的理解分析能力等等。 也就是说，通用创业力是

专业知识与技能之外的其他能力，是每个行业通用的个人素

质和能力，是适应行业变化的最基本最适用的能力。 创新创

业教育是专业教育的延伸，它除了教授学生在面对创业情境

时所应具有的专业知识技能之外，还有助于提高学生的心理

动机、信心信念、态度毅力等通用的创业素质，以备创业实践

之需，以适应创业过程中的变革和挫折，应对创业过程中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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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在线开放课程需要一支得力精干的队伍，包括教学

团队、助教团队、拍摄与后期团队。 教学团队主要完成课程教

学设计，课件开发与案例资源库准备、开课等系列工作，助教

团队帮助课程教学实施与管理， 协助教师完成课程考核、线

上答疑，拍摄与后期团队则主要完成授课视频。

2.3.4�加强校企合作

近年来，随着社会力量参与教育教学改革的力度越来越

大，为了弥补高职在视频拍摄方面的不足，可以引进优势企

业参与课程开发，取双方所长，努力将课程建成优质、共享、

共赢的教育资源。

互联网时代，机遇与挑战并存，高职院校要做好“变轨超

车”，将互联网思维与互联网技术充分融入现代职教体系，改

革教育教学模式，促进高职教育健康、快速、高效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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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的各种状况。

创业的本质是“教育”， 从发达国家的创业教育经验来

看，创业教育目的并不一定是要学生办企业，而是让学生在

继续学业的同时， 做好职业选择与就业工作的心理准备，培

养他们探索创业的兴趣和能力。 创业教育虽然不能直接刺激

社会经济的发展，但其对学生应用型人才素质的培养和通用

创业能力的提高具有一定的意义，这正体现了教育的社会功

能。

3.3�有助于推动高等教育改革的发展进程

当前严峻的就业形势和创新创业热潮推动着高校进行

教育改革，随着教改的深入，地方本科院校都在走应用型发

展的道路，所设立的专业课增加了大量的实践环节，基本上

都能与社会需要接轨，使在校大学生能够学有所用，学有所

长，学有所专。 高校的教育改革所采取的主要措施有：确定了

本科学历学位与职业技能素养相结合的人才培养模式，并进

行了一系列的实践教学研究， 构建了应用型实践教育体系，

建立校外实践基地，打造双师型教育队伍，确保实行产学研

一体化，这一系列的举措收效显著，“中国人民大学创业学院

发布的《中国大学生创业报告 2016》显示，高校创新创业教育

实践已经为我国创业教育的总体生态系统贡献了巨大活力

……九成左右的大学生认为高校创业教育对于创业活动有

一定促进帮助； 高校创业教育正向促进了大学生的创业意

愿。 同时，大学生也十分看重大学专业知识对于创业的价值，

‘优先转入创业项目相关专业’ 成为最受大学生欢迎的学校

创业鼓励政策，可见高校专业教育为大学生创业实践提供了

富有价值的知识与技能。 ”由此可见，深化高等教育改革既符

合广大学生个体发展的需要，也符合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

3.4 有助于缓解我国当前的就业压力

创新创业教育的目的是培养符合社会经济发展需要的

具有创新意识和创造素质的人。 创新创业教育能提高人的就

业能力和创业品质，能促进部分大学生创业就业，从而缓解

当前我国的就业压力， 符合当今全球经济发展的大环境，高

校实施创新创业教育，有利于培养出具有创新思维、创造能

力的人才，以使他们适应未来社会经济发展的复杂性和不确

定性。

年轻人是最富有创造力的群体，他们当中在大学期间就

开始创业并卓有成就的例子有很多，最典型的当属微软公司

的创始人比尔盖茨，苹果公司的创始人乔布斯和脸书公司创

始人扎克伯格，他们没有按步就班地为修得一纸文凭而停止

自己的创业的脚步，而是及时抓住创业灵感，运用自已所掌

握的知识和技能实现了创业梦想，并为社会提供了多个就业

岗位，有效地实现了国家以创业带动就业的设想。

4 结语

创业教育的本体性价值并非是鼓动学生随随便便地投

身到创业大潮中，而是让学生在创业教育中使各方面的能力

得到锻炼，使态度、品格和心理素质也有所提升。 形式化、运

动化的创新创业行业不值得提倡，昙花一现式的创业形式只

是浪费人力物力，并非创新创业教育的宗旨。 创业教育要杜

绝表面文章和形式主义， 辨清创新创业教育的价值定位，整

合专业课程与创新创业通识课程资源，既要搞好创新创业教

育的理论学习环节， 又要落实好创新创业教育的实践步骤，

有序推进创新创业教育的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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