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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复杂的就业问题，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

指出：“大规模开展职业技能培训，注重解决结构性就业矛

盾，鼓励创业带动就业。”2018年 1月，教育部提出要促进高

校毕业生多渠道就业创业，实现更高质量和更充分的就

业。在政府出台的一系列保就业、促创业的政策和措施

下，国内高职院校掀起了一股双创教育改革热潮，但由于

观念、学校、社会等因素，导致高职大学生自主创业率不

高。2016年和 2017年广东省高职院校毕业生就业率分别

为 95.75%和 95.4%，自主创业率分别为 0.40%和 0.26%。与

全国高职高专就业率相比，广东省就业率高出十一个百分

点，说明大学生创业能带动就业。

大学生就业面临复杂的矛盾和挑战，在创新创业教育

背景下和国家大力支持自主创业政策下，如何培养与提升

大学生就业创业能力以适应智能时代的职业要求是高职

院校肩负的重要使命。

一、大学生就业与创业的逻辑关系

大学生毕业后的职业生涯只有就业和创业两种方式，

就业与创业具有内在的逻辑关系。

1.创业与就业密不可分

就业可理解为被动的雇佣型就业，通常是“一人一岗”

的形式；创业是主动的、积极的就业，成功的创业不但能解

决自已的就业问题，提高就业质量，还能提供更多的就业

岗位，即“一人多岗”的形式，就业困境就迎刃而解了。因

此创业是解决就业的有效途径。

2.大学生是创业队伍的主力军

大学生的创业优势是其他群体无可比拟的，集知识、

技能、实践于一体的高职大学生更具优势。主要体现在以

下几个方面：第一，大学生接受了长达十多年的教育，基础

知识和专业知识扎实，专业技能熟练，整体综合素质较

高。第二，大学生具备创业素质。大学生敢想敢干、勇于

创新，通过系统的就业创业教育，具备创业的基本知识和

技能，参加创业实践体验为创业奠定基础。第三，大学生

拥有创新的技术成果。大学生参加的校内外技能竞赛和

科研，将具有创新的科研成果转化为产品。第四，国家出

台了一系列支持大学生自主创业的优惠政策。

3.大学生创业能力和就业能力培养必须双管齐下

就业能力与创业能力具有连续性和可转化性。大学

生的就业能力包括学习、实践、团队合作等能力，这些能力

也是创业需具备的。反之，创业能力中的创新能力可以提

升就业能力。坚持就业优先战略，促进以创业带动就业，

实现以创新创业振兴中华的重任是高职院校的重任，因

此，大学生的就业能力和创业能力培养必须双管齐下，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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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缺一不可。

二、高职院校就业创业能力培养的现状及原因分析

高职院校的创新创业教育观念相对滞后、改革尚未落

实到位，导致高职学生还没有从传统的就业观念转化为新

型的就业创业观念。

1.高职院校就业创业能力培养现状

为全面了解高职大学生就业创业能力培养现状，找出

当前创新创业教育存在的主要问题，对高职在校大学生进

行随机抽样问卷调查（以下简称调查）。调查内容主要包

括：毕业意向、创业意识、创业需求、学校对就业创业的指

导与支持。问卷共回收 120份，对调查数据进行统计分析，

调查结果显示：

（1）大学生就业创业意识淡薄、欠缺主动性。创业意

识是开展创业活动内在的驱动力，涵盖创业需要、动机、兴

趣和理想，只有具有强烈的创业意识，才会主动地开展创

业活动，调查结果如表 1所示。

表 1：高职大学生创业意识统计

调查内容

毕业意向选择创业

支持大学生创业

对就业前景相当了解

已尝试过创业

正在创业

了解大学生创业政策

调查结果（份）

10

113

29

5

1

7

答卷数（份）

120

120

120

120

120

120

百分比（%）

8.33%

94.17%

24.17%

4.17%

0.83%

5.83%

表 1显示，有 94.17%的大学生支持创业，但是毕业后选

择创业的大学生只有 8.33%，在校期间有创业行为的大学

生仅有 5.00%，只有 5.83%的大学生表示了解大学生创业政

策，由此说明大学生的创业意识很淡薄；24.17%的大学生

表示对就业前景相当了解，说明大学生并没有意识到严峻

的就业形势，导致对就业创业活动的兴趣不浓，欠缺主动

性。

（2）创新创业实践活动及职业技能竞赛参与不积极。

图 1显示只有 16.67%的大学生参加过创业实践，且校内、校

外技能竞赛参赛人数也不多，说明大学生还没有意识到创

新意识、就业创业能力和素质对职业生涯规划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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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高职大学生参加创业实践和技能竞赛统计

（3）高职大学生自主创业需求难满足。图 2显示，超过

八成的大学生表示创业需要资金帮助、创业政策和信息咨

询服务，有 73.33%的大学生希望学校开设创业指导课程，

有 65.00%的大学生认为创业需要提升团队能力，有 46.67%
的大学生认为创业需要好的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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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高职大学生自主创业需求情况统计

（4）高职院校创新创业教育尚未全面普及和落实到

位。创业实践和校内外技能竞赛的参与人数不多（见图

1），说明学校组织和开展创业活动力度不够，校园创业氛

围不够活跃。

2.影响高职大学生就业创业能力培养的原因分析

根据调查掌握的高职院校大学生就业创业现状，要全

面落实创业带动就业的政策还存在诸多问题，主要来源于

社会、家庭、院校和学生这四个方面。

（1）高职院校创新创业教育的育人模式不健全。第

一，高职院校创新创业教育的育人模式还没有全面深入实

施。管理者、教师和学生对创新创业教育理解不深，认为

创业仅仅是解决一小部分人的就业问题，没有真正理解创

新创业教育的价值。

第二，传统的素质教育、专业教育与创新创业教育的

壁垒没有打破，大部分院校的创业课程都是以讲座、指导

或选修课等形式开展，就业创业课程体系单一，没有形成

一套集专业与创业于一体的课程体系。教学都是以讲授

为主，缺少就业创业实践。

第三，创新创业型的专任师资稀缺，结构不合理，导致

无法开展创新创业活动或开展的活动达不到预期效果，学

生缺乏创业实践体验，学生创新创业活动没有得到很好地

引导和帮助，难以提高大学生自主创业意识。

第四，没有形成一个创新创业信息平台和创业管理机

构，大学生创业的相关政策宣传及落实不到位，超过九成

的大学生表示对国家和各地政府支持大学生创业的相关

政策了解不多或根本不了解。

（2）社会、家庭对大学生自主创业支持力度不足。国

家、各地政府陆续出台支持和扶持大学生自主创业的优惠

政策，但是超过 80%的大学生表示对创业政策、信息咨询服

务不了解，需要创业资金的帮助。大部分家庭对孩子的职

业要求是有份稳定收入的工作，不支持创业，调查中有

90.76%的大学生表示害怕承担创业风险。鉴于家庭不支

持、学校不主动、社会不重视，导致创新创业教育效果不显

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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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基于智能化、项目化和平台化的就业创业能力培

养模式

高职大学生就业创业能力受政府、社会、学校、家庭和

学生自身的影响，只有创建一个与政策接轨的创业环境，

集社会、家庭和学校力量于一体的就业创业平台，才能为

大学生营造活跃的创新创业氛围，创造创业机会。因此，

文章提出智能化、项目化和平台化三大特征的就业创业能

力培养模式。

1.就业创业能力培养模式的智能化特征

智能化是“互联网+”与教育融合的新特征，创新创业

教育引入大数据技术，可有效地提高就业创业数量和质

量，推进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智能化特征主要体现在以

下两个方面。

（1）提供就业信息化服务，提高就业数量和质量。对

历年大学生就业专业需求、区域就业结构数据进行收集，

分析预测当前就业环境和前景、匹配市场就业需求，降低

大学生失业风险；搭建企业对接平台，收集网络招聘信息

和就业岗位、分析就业形势、提高就业率；分享就业经验、

提升就业能力。

（2）就业创业政策宣传，完善创业平台的管理和服务

体系。整合国家及当地政府出台的优惠政策，以可视化技

术宣传就业创业政策，如微视频采访形式。

2.就业创业能力培养模式的项目化特征

项目化教学是培养创新创业能力的有效途径，实现项

目化教学的关键是教师团队建设。打造专业教师、企业教

练和创业项目导师三联合的师资团队，培养和提升大学生

就业、创新创业能力。

（1）专业教师团队建设。完善专业教师到企业实践制

度，在实践中了解行业的工艺流程、产业发展动态，掌握新

技能，熟悉企业的用人标准和需求；对教师进行全面的专

业、职业和创新创业教育培训。

（2）企业教练团队建设。大力从行业、企业中引进具

有丰富企业实践经验的教师，完善在教学过程中学和做为

主的教学模式，从启蒙到体验递进式教学，形成团队化、实

战化、情景式的教学过程。将企业实践经验言传身教，更

好地提高和培养大学生的就业创业能力。

（3）创业项目导师团队建设。引进创业成功者担任创

新创业项目导师，聘请政府机关创业工作负责人、创业成

功人士、著名企业家、风险投资者和优秀的创业毕业生组

成大学生创业导师团。

3.就业创业能力培养模式的平台化特征

平台化是教学资源优化整合和共享的一种方式，为确

保大学生选择的多样性、自主性和教育体系的灵活性，文

章提出建设课程教学、素质拓展和技术创新服务三大平台。

（1）课程教学平台建设。课程教学平台是混合式的教

学模式，将现代教育技术手段与传统课堂教学有机结合，

线上与线下学习相结合，强化大学生参与学习的主动性，

整合和优化课程体系、教学内容，特别是就业指导、双创讲

座、慕课等相关课程。

（2）素质拓展平台建设。素质拓展平台着重对大学生

职业素质、创新精神、核心职业能力开发等方面的培养，以

实践操作为主。

（3）技术创新服务平台建设。技术创新服务平台侧重

解决大学生就业创业方面的信息畅通和实践机会问题，以

“大数据、大整合、大金融”的开发理念，以高职院校就业创

业相关信息为基础，整合学校、政府、企业等各方资源，形

成“互联网+众创生态圈”，提升学、研、创、产的教育理念，

实现科研成果的转化及创业项目的孵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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