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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疆民族地区高等职业院校创业教育生态系统的构建与实践”  

教学成果报告 

杨红卫   杨  军   宋飞宇   焦艳军   温荣坤   李  楠   李  林 

边疆民族地区高等职业院校肩负着为国家、为地区培养高素质技能型人才，

服务区域、行业经济发展的历史使命。早在 2008 年学校接受“高职高专院校人

才培养水平评估”时，专家指出：高等职业教育在人才培养中，要以就业为导向，

要重视创新意识和创业能力的培养。随即，学校将“创新创业教育的探索与实践”

作为重点项目进行研究，制定了《云南经济管理职业学院创业教育实施方案》（云

经管[2009]147 号），以培养学生“重实践、强创新、能创业、懂管理”的能力

为目标；以岗位创业、家族传承创业、自主创业为导向；以专业教育与创业教

育融合为路径，突显创业精神培植和创业实务能力相结合，构建了“创业资源

体系、创业课程体系、创业实践体系、创业孵化体系和创业评价改进体系”五位

一体的创业教育生态系统。并在实践中主动融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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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办发[2015]36 号）等战略，不断充实内涵

和完善体系。学校先后获得云南省“高等学校创新创业教育改革试点学院”、“虚

拟仿真实验教学中心”等质量工程项目 46 项。2015 年学校被评为 “云南省小

微企业创业示范基地”，2016 年被评为国家科技部“众创空间”。学校连续 8年

获得省教育厅“云南省高校就业创业工作目标责任考核一等奖”，被授予“云南

省 2015 年度高校毕业生就业创业典型经验高校”荣誉称号。近三年来，学生在

“挑战杯”全国大学生创业大赛等省部级以上各类职业技能大赛中，累计获得国

家级奖项 31 项，省部级奖项 157 项。应届毕业生创业率逐步提高，由 2016 年的

4.8%上升至 2017 年的 5.19%，同比高出云南省和全国 4.19 和 2.39 个百分点。

近三年毕业生返乡就业和创业的平均比例为 47.2%和 1.02%，培养了如产值超过

2.7 亿的广南县冲天剑麻科技开发有限公司董事长郑伟等一大批创业精英和带

动家族脱贫致富的上海稷下教育科技有限公司创始人王所表等创业典型。 

一、创新教育教学发展理念，构建创业教育生态系统 

学校地处边疆，少数民族众多，经济、文化、教育落后，生源中非城市占比

85.99%，少数民族占比 33.43%，学生毕业后大部分回乡就业与创业。而在 2010

年以前，整个高等职业教育在创新创业教育方面，存在理念滞后、与专业教育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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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不紧、与实践脱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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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创业教育碎片化等实际。学校借鉴麻省理工学院（MIT）

“创业生态系统”（学位项目和课程体系、组织和管理体系、学生创新创业倶乐

部体系、全球化体系、竞赛和奖项体系以及法律服务体系）和黄国辉博士“地方

高校创业教育生态系统”（政策保障、创业教育纳入专业学科教育体系、创业教

育实践平台、创业教育文化平台、创业教育资金平台）等理论体系，立足学校发

展定位、社会职责和生源实际，通过“产教融合”构建创业资源体系；面向

不同需求和条件的学生，采取分层次、分阶段的开展创业通识、创业精英等

课程体系；通过社会调查、虚拟仿真教学、创新创业训练计划、创业大赛等构

建创业实践体系；出资成立大学生创业园，不断完善创业孵化体系；通过“知

自我、知创新、知创业、知经营”“四知晓”对创业课程体系和实践体系

实施评价，通过“就业率、优质就业率、创业率、创业存活率”“四指标”

对创业孵化体系实施评价，通过评价反馈、第三方调查等，促进创业生态

系统不断迭代与优化。形成了适合边疆民族地区高职院校环境的“创业资

源体系、创业课程体系、创业实践体系、创业孵化体系和创业评价改进体系”五

位一体的创业教育生态系统。 

 

二、探索跨学科专业培养机制，形成“专业+创业”培养模式 

学校针对创业教育课程与专业课程并行、创业教育与专业教育结合不紧密、

融入人才培养体系有限的问题，构建了涵盖了创业三要素——资源、团队和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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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创业教育生态系统。探索“专业+创业”教学模式改革，将创业教育贯穿于各

专业人才培养全过程，实行分阶段、分层次管理。一是在所有专业开设“创业

基础课程”，同时根据不同专业（群）的人才培养目标和能力素质要求，

开设不同的创业模块课程。二是面向不同专业（群）学生，挑选具有创业想法、

有专业创业项目以及具备一定创业条件的学生，进行专业教育与创业教育深度融

合的“2+1”、“3+1”（专科、本科）创业精英教育。三是建立跨专业、跨行业交

叉培养创业人才的新机制，以创业教育引领专业教育改革，促进人才培养与经济

社会发展、创业需求紧密对接。四是以创新思维、创业意识和创业能力作为评价

人才培养质量的重要指标，修订专业人才培养方案、评价标准，细化创业素质能

力要求。五是赛教结合，将创新创业大赛列入教学计划中，加强学生创新创业能

力训练。 

（一）产教融合，搭建创业资源体系 

 

通过产教融合，构建创业资源体系，包括：产教专家对接，实现教育与产

业专家时间、知识与经验共享，目前专家库已有 120 人；产教需求对接，构建

新技术运用平台、教师提升平台、学生实习就业平台，实现产业和教育需求的精

准对接；产教人才对接，实现人才培养过程与生产实践融合，人才培养质量与

行业人才标准匹配，实现人才培养与岗位人才服务精准对接；产教空间对接，

建设智慧教室，营造工作场景，使产业文化融入教学空间，空间共享的同时实现

教育理念与职业文化的对接；产教科研对接，协同产业资源建立服务共同体、

技术协同创新团队、产学研多功能为一体的产教协同中心，共同开展科学研究、



 

 4 
 

技术创新及孵化推广应用；产教项目对接，成立项目工作室，将创业竞赛、创

业项目训练、初创公司孵化活动串联，服务学生的全程职业化成长；产教资本

对接，建立产教融合创新创业基金，构建创业初期的股权交易平台，将投资流

向与创业项目筹融资对接；产教知识对接，以能力培养为重点设计创新创业课

程体系，将学校教育知识与行业需求对接。 

（二）分阶段、分层次构建创业课程体系 

 

1．创业通识教育课程。创业通识类课程作为必修课程纳入人才培养方案，

贯穿人才培养全过程。根据不同专业（群）需求，开设《创业基础》、《设计思维》

等 7 门创业通识模块课程,从创业的环境、机遇、能力、案例等方面，帮助学生

了解创业基本常识，激扬创业文化、营造创业氛围。 

2．创业精英教育课程。面向不同专业（群）学生，选拔具备创业欲望、

潜质和条件的学生，在专科或本科最后一年开设“2+1”、“3+1”创业精英班，开

设《商业模式设计》、《创业机会识别与评估》等课程，并通过游学交流、家族企

业案例讨论、创业项目设计、创业项目实作等，在创业导师指导下开展项目运作。

已形成云南携创企业管理有限公司等 100 余个创业典型案例。 

3．创业专业教育课程。全国首批、云南首家招收“中小企业创业与经营”

专业，实施创业专业人才培养，开设《商业模式设计》、《家族企业传承》、《创业

财务管理》等课程，培养具备良好的创业意识、创业思维、创业能力和综合职业

素养，从事家族企业传承、自主创业、岗位创业、中高端职业经理人的高素质技

能型人才。 

4．创业应用型课程。根据产业发展及职业能力需求、职业工作任务等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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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课程模块，形成以能力模块构建为导向的专业课程体系。以“工作任务课程化，

教学任务项目化”思路开展课程改革，打造产业链课程群，引入实际产业项目或

案例，打造项目化课程（群），实现课程链与产业链的无缝对接。课程直接对接

真实项目，学生真学、真做。普遍推广项目式教学法，培养学生的创意思维、创

新能力、自主学习能力及批判思维的能力。 

三、搭建创业教育实践教学平台，实现资源共享 GUE 协同育人 

针对创业教育实践平台不足的问题。学院加强与政府、企业的合作，G-U-E

协同搭建创业教育实践平台。 

（一）全方位、全过程建设创业实践体系 

社会调查。组织学生通过社会调查即实地调查或现场研究，让学生深入到

行业企业一线，亲身参与和体验真实市场环境，收集记录第一手资料，不仅训练

学生将理论运用于实践的能力，同时也能让学生在社会调查中发现人们生活中需

要解决的问题，发掘创业机会。 

虚拟仿真实训。为帮助学生系统构建创业与企业经营实践能力结构，学

校建设虚拟商业社会环境实训室、创业实训室、现代经营管理实训室，配套创业 

之星、营销之道、ERP 商战沙盘等虚拟实践平台，开展企业虚拟经营、创业商业

运营实战等创业实践训练项目。 

创新创业训练。学校配套创业导师、资金、技术等资源，通过创业教育、

专业课程改革、师生科研活动等形式，挖掘具有一定潜质的项目和团队，进行校

级创新创业训练立项。学校配套创业导师、资金、技术等资源，通过校内指导、

培育、提升，构建校、省、国家三级创新创业训练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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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创业竞赛。学校组织校内外创业导师团队，将具备发展潜质的大学生

创新创业训练项目设计成创业公司，整合产业资源，完善商业模式，整合产业资

源，修订商业计划书，指导路演等。加快应用型课程改革，利用投智圈等项目管

理平台，帮助教师实现项目在线辅导、评审以及项目路演评审，构建课赛、院赛、

校赛、省赛、国赛五级赛事辅导机制。以赛代练、以赛促练、赛教结合。 

（二）集聚“政产学研用”资源，构建创业孵化体系 

 

学校以创业园为依托，形成了围绕中小微企业主和大学生初创企业为

对象的立体式服务平台，如：公共服务，依托全省综合服务平台的服务资源

及中小企业服务机构，提供工商注册、税务登记、银行开户、争取政策扶持产业

咨询等面对面服务；线上线下技术服务（O2O），搭建云南农特产品线上线下技

术服务，以及网络支付服务支持；企业孵化服务，提供场地孵化，提供各类管

理咨询服务，打造创业资源整合平台，并协助企业完成专利版权的申请工作；跨

境电子商务服务：依托云南作为国家面向南亚、东南亚辐射中心的区位优势紧

贴产业发展链条，为云南省跨境电子商务产业提供懂国贸、懂电商、懂物流的综

合型应用人才；金融服务，提供创业投资，搭建天使投资者、创业者、股权基

金公司等之间的信息交流平台。 

（三）不断迭代优化构建创业评价改进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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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知晓：通过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创业教育生态系统，要求学生在学习、

实践、团队合作中认识自我，在课程中知创新的重要性以及如何创新，在创业

教育课程及各类创业实践活动中知道如何创业、经营企业。 

四指标：学校秉承“创业能力是就业能力的最高表现”，构建大学生职业能

力结构模型，围绕学生职业核心能力培养目标，设计创业模块课程、专业核心课

程。学校每年主要围绕“就业率、优质就业率、创业率、创业存活率”四个指标，

对各二级学院的人才培养质量进行考核。 

四、推进创业教育改革与建设，提高毕业生就业创业能力 

（一）创业教育改革与建设突显成效 

创业学院建设。2015 年，云南省教育厅批复成立云南省高校首家，也是

目前唯一一家创业学院。探索云南省高校创新创业教育体系，形成创业教育平台

和工作机制。 

师资队伍建设。选派 130 余人次到国内外参加培训和交流访问。与南京

大学、香港城市大学等 10 余家机构建立师资委托培养合作关系。2 位教师获百

森商学院认证；30 余位教师获 SIYB、KAB 国际师资认证；50 余位教师获得用友、

中科招商等行业协会认证；聘请新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马德富等 20 余位

企业家为导师。2017 年在云南省首届创新创业师资技能大赛中获 4个金奖之一。

2016 年获全国民办高校创新创业师资队伍建设奖。 

课程、教材建设。2014 年出版了云南省十二五规划教材《创业基础》，

首次发行超过 1万册，国内 10 余所高校使用量达 3万余册。2015 年完成《设计

思维》、《创业机会识别与评估》等 7 部教材讲义和初稿编写；2018 年由项目组

成员杨红卫等编写的《商业模式设计与创新》教材，在科学出版社出版。探索建

设基于慕课和翻转课堂相结合的 O2O 线上线下结合的教学模式,60%的课程实施

了基于工作过程系统化的课程改革，70%的学生参与企业真实项目，累计 200 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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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共立项云南省精品课程 6 门，校级精品课程 65 门，网络课程 800 门、编

写和出版教材 30 部。 

创业园建设。云南翰文大学生网商创业园由学校股东云南翰文教育投资

集团出资成立，目前拥有国家科技部、云南省科技厅、昆明市科技局、安宁市工

信局等多层级众创空间，先后获省小微企业创业园、省大学生校园创业平台、昆

明市科技孵化器等 20 余项政府项目立项，累计获专项建设资金 300 余万元。依

托科技孵化器，加快学校师生和创业公司科技转化，共获批专利 92 项。创业成

活    137 家。 

（二）学生就业创业竞争能力优势明显 

毕业生创业促就业。依托学校创业园，搭建企业孵化平台，引进优质资源，

由行业专家为大学生初创团队梳理项目，邀请优秀创业者做经验交流。学校落实

“一把手”工程，校、院、班三级实施就业、创业“双线目标考核”机制，推动

就业质量的提高。2017 年应届毕业生年终创业率达到 5.19%，同比高出云南

省和全国约 4.19 和 2.39 个百分点，连续 8 年获省教育厅目标责任考核一

等奖。 

创业孵化项目及竞赛成果。学校对优秀创业项目进行孵化，截止 2017 年，

学校创业园已孵化云南携创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等 100 余家大学生创业公司，

注册登记大学生初创企业 137 家，年营业额超过 1500 万元。近三年，学生参加

各级各类技能竞赛累计获国家级一等奖 3项、二等奖 10 项、三等奖 17 项，省级

特等奖 1项、一等奖 26 项、二等奖 46 项、三等奖 68 项。 

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立项。学校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每年立项不

少于 200 项；近三年，学生共获国家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立项 20 项，

云南省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 72 项。 

五、宣传推广建设应用，提升学校办学声誉 

承接云南省创新创业技能竞赛。学校承办了 2015 年云南省高校大学生创

业计划大赛，云南省共计 20 所高校 46 个团队参赛，参赛师生超过 200 人。连续

3年承办了云南省高校电子商务技能竞赛，超过 500 名师生参赛，比赛结合市场、

行业标准设计赛程赛规，推动专业培养与行业接轨。 

承接创业导师培训。学校成为“云南省高等职业院校创业教育教师培训基



 

 9 
 

地”和“创业教育教师素质提高计划培训机构”， 并与用友新道等机构建立创新

创业师资研修基地，面向全国各专业群师资进行创新创业教学教法的培训。历年

来举办各级创新创业师资培训，其中全国 2 期，省内 4 期，校内 4 期，共 600

余人参训。 

承接社会服务。自 2014 年创业园区开园以来，每年接待来自各级政府、

省内外高校、合作企业、入驻园区咨询等 200 余场，3000 余人次。园区承办多

场面向全社会的政府、企业、高校对接会，受到各级媒体的报道与社会好评。项

目组成员先后给云南花投集团、红河地税、安宁发展投资公司等 20 余家企事业

单位提供管理咨询和员工培训；先后给德宏州团市委、玉溪市、安宁市等政府部

门提供项目辅导员及创业培训；先后给昆明理工大学、玉溪师范学院、德宏师范

高等专科学校等 10 余所高校约 5000 人次提供创业讲座及创业辅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