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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创”背景下大学生创业支持体系构建研究

朱 丽

( 亳州学院 马克思主义学院，安徽 亳州 236800)

［摘 要］大学生是创新创业的主体，“双创”背景下提高大学生创业的积极性和成功率，培养大学生的

创业意识、创业精神和创业能力，需要良好的创业环境和来自各方面的创业支持。文章通过对大学生创

业支持体系中政府、高校、企业和社会四个构成要素进行分析，针对创业政策、创业教育、创业帮扶和创

业服务等方面存在的问题，提出落实政府创业扶持政策、构建创业教育系统、充分发挥企业作用及建立

完整的社会服务支持体系的对策建议，以期为大学生创业支持体系的构建提出策略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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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要持续推进大众

创业、万众创新; 第 71 届联合国大会通过决议呼吁

各国都要支持大众创业万众创新; 习总书记在十九

大报告中指出，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是创新，大众创

业、万众创新为中国经济增添新的活力。2018 年全

国高校毕业人数将达到 820 万，在严峻的就业形势

下，激发大学生创业激情，培养他们的创业意识、创

业精神和创业能力，需要来自各方面的创业支持。
在“双创”背景下构建完善的大学生创业支持体系，

提高大学生创业的积极性和成功率，显得尤为重要。
一、大学生创业支持体系构建的价值分析

随着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国家和政府鼓

励、支持大学生自主创业，在“双创”背景下，对于充

满创业激情、创业智慧、创业活力的大学生群体，应

该从多角度、多层面构建完善的创业支持体系，为大

学生营造自主创业的环境和氛围。大学生创业是利

用自身具备的创业知识和创业技能，在优化整合现

有创业资源的基础上，实现个人财富的积累和社会

价值的过程。大学生创业需要来自政府、高校、社会

和企业各方面的资源和政策支持，完善的创业支持

体系对 于 大 学 生 成 功 创 业 具 有 现 实 意 义 和 助 推

作用。
( 一) 有助于加快创新型国家建设

作为创业主力军的大学生，创业创新的能力决

定着创业的成功率，影响着社会经济发展，推动着国

家科技的进步。创新型国家以科技创新作为国家经

济发展的驱动力，科技创新能力的提高需要通过科

研成果的转化和大学生创新创业活动得以实现。大

学生是创新型国家建设中最活跃最富有潜能的因

素，但是由于创新创业经验不足，市场观念淡薄，往

往很多创新创业活动都不能顺利开展。完善的创业

支持体系能够从多层面为大学生利用具备的知识技

能开展创业活动提供帮助，以顺应“双创”背景下社

会经济发展的要求，促进创新型国家的建设。
( 二) 有助于增强创业创新能力，缓解就业压力，

构建和谐社会

面对严峻的就业形势，要想在激烈的社会竞争

中获得竞争优势，大学生只有努力提高自身的综合

素质和创新创业的能力，才能从容面对复杂的创业

环境和严峻的就业压力。由于缺乏创业能力和创业

经验，很多创业计划与创业设想不能落到实处，加之

创业动力和热情不足，造成创业的成功率不尽人意，

无法实现以创业带动就业。创业支持体系可以从多

角度多层面，通过开展创业教育和创业实践，激发大

学生的创业热情，培养创业创新意识，提高大学生创

业创新的能力。有助于大学生积极投身创业大潮

中，缓解社会就业压力，促进社会经济的发展，适应

构建和谐社会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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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有助于深化产教融合，实现协同育人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深化产教融合的若干意见》
中指出，深化产教融合，促进教育链、人才链与产业

链、创新链有机衔接，对新形势下扩大就业创业具有

重要意义。大学生只有具备创业理论知识，同时具

有创新意识和创业实践经验才能在激烈的市场竞争

中获得一席之地。创业人才的培养需要来自各方面

的支持，需要挖掘多渠道的培养资源，运用多种资源

配置手段，最大限度上发挥培养创业人才的优势。
充分发挥创业支持体系的作用，通过利用社会创业

资源，开发精准创业培训，开展校企合作式的创业实

训等途径，有助于深化产教融合，实现协同育人。
二、大学生创业支持体系构成要素分析

创业支持体系是由政府、高校、企业和社会等要

素组成的复杂系统，是为大学生创业者提供政策支

持、智力支持、实践支持和服务支持的各要素的有机

统一体。完善的创业支持体系能够利用来自各方面

的力量推进大学生的创业活动，为大学生创业提供

系统的支持、保障与服务，提高大学生的创业能力，

推动大学生创业活动的深入开展。
( 一) 政府政策支持要素

政府制定和出台大学生创业相关政策，为大学

生提供国家宏观层面的导向，对创业活动的开展具

有很强的指导性。目前政府支持要素主要通过促进

创业、提供优惠政策和创业教育、技术支持等方面相

关政策的制定与实施，为大学生创业营造良好的创

业政策环境。《国务院关于做好当前和今后一段时

期就业创业工作的意见》中指出要鼓励高校毕业生

多渠道就业，树立正确的就业观，鼓励、引导大学生

树立正确的创业观，积极参与创业活动。国家在资

金、税收、贷款等方面为大学生提供放宽资金市场准

入、提供创业补贴、税费减免、出台政策倾斜照顾等

一些优惠政策，扶持大学生创业。在创业教育方面，

政府通过提供创业指导、举办创业大赛、提供健全的

创业培训体系等形式开展针对性的创业教育，不断

提高创业培训质量。在技术支持方面，对大学生提

供免费的创业政策相关咨询、创业方案指导、创业跟

踪扶持、搭建创业服务平台等方面的支持服务。
( 二) 高校智力支持要素

高校是培养创业人才的摇篮，在“双创”背景下

通过提供最直接的创业教育，丰富大学生的创业知

识，培养大学生的创业思维，提高大学生的创业技

能。目前，越来越多的高校关注和重视在各方面加

强对大学生创业素质和创业能力的培养。如利用课

堂教学传授创业的基本理论知识，将创业教育融入

人才培养全过程; 创办校内大学生创业园，做好创业

孵化工作; 举办和参加各类创业比赛，激发创业热

情、提升创业素质; 拓展校外创业实践基地，提高大

学生的创业实践能力。根据创业教育的需要，以大

学生创业实际需求为导向，加强创业意识培养和创

业实践引导，积极探索创业教育的发展方向和教育

路径的创新。通过培养创业素养、改革创业课程、建
设创业师资团队、提供创业资金等措施，为学生提供

智力支持。
( 三) 企业实践支持要素。
“双创”背景下，大学生创业越来越受到国家和

社会各界的关注和扶持。企业是以营利为目的的社

会经济组织，是市场机制运行的微观基础，大部分企

业的创办都源自创业。企业创办的经历、发展的经

验以及拥有的各类资源对大学生创业均具有重要的

引导作用。企业通过支持指导教师和学生到创业实

践基地实习、提供创业培训、创业建议以及举办创业

讲座与沙龙活动等形式。一方面，为指导教师搭建

校企合作共同学习、交流、分享创业经验的平台，提

升指导教师团队创业实践能力; 另一方面，通过校企

合作为大学生创新创业提供实践空间。高校与企业

建立合作关系，企业通过创业资金、技术指导、创业

孵化等形式为大学生创业提供实践支持，在创业支

持体系中发挥重要的作用。
( 四) 社会服务支持要素

来自社会各方面的创业服务能够为大学生创业

营造积极的创业氛围和良好的创业环境，大学生创

业的成败与社会服务体系的完善紧密相关。社会服

务主要通过构建孵化平台、社会组织提供咨询、策

划、管理等智力支持为大学生创业提供服务与帮助，

有助于大学生更好地开展创业活动，促进社会经济

的发展。如通过创业孵化平台，大学生能够享受到

政府和社会提供的房屋补贴、小额担保贷款、项目推

介、政策咨询等优惠政策，有效推进大学生自主创

业，控制创业风险，提高大学生创业成功率。如安徽

省在《关于推进省级大学生创业孵化基地建设的意

见》中指出，利用孵化基地创业服务中心，通过提供

免费工商注册、税务登记、提供小额担保贷款等服

务，为大学生解决创业起步难的问题。
三、大学生创业支持体系存在问题及困境分析

( 一) 创业政策可操作性不强

近年来，我国政府越来越重视和鼓励大学生创

业，并采取了一些激励创业的措施，比如在融资、税
收、创业培训、指导服务等方面为大学生提供优惠

性、补贴性和扶持性的政策支持，很大程度上帮助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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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解决在创业中遇到的发展瓶颈和创业难题。但

是，有些创业政策在执行过程中手续繁琐，并且条件

限制严格; 还有创业政策在执行和落实过程中需要

相关部门的配合，由于各部门执行、落实的力度不一

致，部门之间沟通不畅，缺乏具体的配套措施和考核

激励机制，使得很多创业政策的可操作性不强，不能

很好落实，无法实现预期的效果。
( 二) 创业教育缺乏系统建构

创业教育我国起步较晚，整体教学水平上与西

方发达国家之间尚存在较大的差距。很多高校没有

形成特定的既具有理论知识又具有实践经验的教学

团队，开设的创业教育课程也只是仅仅局限于就业

指导和职业生涯规划等单一的课程，没有形成完整

的课程体系，对不同专业背景的学生采用的是统一

的教学内容，缺乏教学课程的专业特色。由于高校

资金的限制，很多校内创业园的基础设施建设不能

满足大学生创业实践的需求。另外，作为提高大学

生创业能力重要途径的创业比赛，由于参赛人数的

限制，无法实现全覆盖，使得大多数有创业意愿的学

生，不能通过比赛的方式提高创业能力。
( 三) 企业提供的创业帮扶有限

企业在支持创业教育方面，特别是在实践教学

环节为大学生提供了现场教学、项目扶持、风险规避

等方面的支持。但是由于企业以实现自身利益最大

化为最终目的，更加关注的是对大学生创业投入后

能够为自身带来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因此很多

企业在社会资源、产品推广、融资力度等方面投入较

少。有些企业虽然提出能够为大学生提供创业项目

支持和资金支持，但是往往在具体实施过程中，由于

大学生缺乏创业经验或者创业项目市场竞争力不强

等因素，拒绝提供创业资金支持，无法达到企业支持

的预期效果。加之，高校与企业之间合作、保障和激

励机制尚不完善，致使一些企业在创业支持体系中

不能充分发挥支持要素的作用。
( 四) 社会服务有待进一步完善

大学生创业不仅需要创业前期的支持，还需要

创业中期和后期的服务。政策的支持、高校的教育、
企业的帮扶更多是对大学生创业前期的支持，创业

的持续性离不开创业中后期来自社会的创业服务支

持。目前社会服务支持要素主要存在以下不足: 一

是虽然社会为大学生创业提供创业服务，但是很多

机构的服务意识比较淡薄，比如，在信息咨询、创业

辅导、资金扶持等方面不能积极主动为大学生提供

创业服务。二是大学生创业需要优化的创业社会环

境和创业氛围，但是目前受传统就业观的影响，很多

大学生对创业缺乏认同感，更多的是持观望的态度。
三是不能为大学生创业提供系统化管理机制，整个

社会没有形成完整的社会服务链条，社会创业服务

资源没有得到充分利用。
四、大学生创业支持体系构建路径分析

( 一) 完善落实政府创业扶持政策

政府作为大学生创业的倡导者和管理者，应制

定切实可行的、有执行力的能够保护大学生创业者

利益的政策机制。首先，在税收、扶持、金融等方面

出台更大程度的优惠政策，搭建创业网络服务平台，

帮助大学生创业者及时了解创业扶持政策，获取创

业咨询服务，降低大学生创业风险。通过为大学生

提供的“绿色通道”，使优惠政策落到实处。其次，政

府作为政策的制定者和监督者，要建立相应的监督

考核机制，同时协调财政、工商、税务等有关部门，搭

建信息、教育、培训平台，对政策制定和政策执行实

行一体化管理模式。最后，为大学生创业营造良好

的投融资环境，通过设立创业专项基金和补贴等形

式，根据创业的不同阶段分别制定融资优惠政策，构

建大学生自主创业融资体系，为大学生创业提供资

金资助。
( 二) 构建完善的创业教育系统

作为创业教育实施的重要载体，高校担负着支

持大学生创新创业教育的使命，构建完善的创业教

育系统，促进大学生创业的顺利开展，高校责无旁

贷。首先，建立系统的创业课程体系，优化创业知识

结构，合理设置创业课程，针对不同的专业背景柔性

设置创业课程。建立通识课程为基础，专业知识为

主体，管理技能为主线，创业实践为目标的创业课程

体系，在此基础上健全创业教育的评价体系。其次，

组建专兼职结合、结构合理的动态的师资团队，吸引

专家学者、成功创业者、企业家等担任兼职教师。建

立创业教育研究所，为教师搭建创业教育科研平台，

同时鼓励教师参与外部培训，到企业挂职锻炼，丰富

自身的创业实践经验。最后，参加创业比赛和技能

大赛的同时，利用校企合作平台，鼓励学生到企业实

习、邀请企业家和成功创业者举办创业指导讲座。
设立大学生创业社团组织，利用社团活动开展创业

实践，提高大学生的创业能力。
( 三) 充分发挥企业的引领示范作用

许多企业都经历了创业阶段，积累了创业的经

验和企业发展的资源，这些对开展创业的大学生具

有指导的作用。作为大学生创业支持体系中重要的

构成要素，企业应充分发挥助推作用。一方面，鼓励

企业加强与高校之间的合作，通过共同制定人才培

·71·



吉 林 工 程 技 术 师 范 学 院 学 报 2019 年 1 月

养方案、开展实践教学等方式，将就业指导与创业培

训引入高校。另一方面，政府应加大对企业的引导，

营造具有责任感的社会环境，鼓励龙头企业充分发

挥引领示范作用，通过与国家高新区、创新园区、高

校合作发展“众创”空间、建设创业孵化器，在资源、
信息、市场、经验等方面与大学生创业者进行多元互

动。同时利用技术项目合作的形式为大学生提供创

业资金，为创业者提供低成本、专业化的服务。
( 四) 建立完整的社会服务支持体系

大学生创业需要丰富的社会资源，特别在资金

扶持、风险投资、咨询服务和信息服务方面，需要建

立以大学生为核心的创业社会服务支持体系。一方

面，营造良好的创业氛围，利用媒体宣传，加大对支

持大学生创业扶持政策的宣传力度。同时提倡社会

服务机构为大学生提供全方位的创业交流平台，宣

讲创业政策，弘扬创业精神，营造全社会支持、关注

大学生创业的良好社会环境。另一方面，建立专业

的创业管理服务机构。充分利用各种社会资源，设

立由政府、高校、企业联合组成的创业服务机构，为

创业大学生提供创业前期的辅导、创业中期的答疑

解惑和创业后期的跟踪扶持。配备具有服务意识和

服务能力的服务人员，通过经验交流、专业培训、实

训模拟等方式，提升服务人员的综合素质，以便为大

学生提供更加专业全面的创业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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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Supporting System for University Student Entrepreneurs in the
Context of Mass Entrepreneurship and Innovation

ZHU Li
( School of Marxism at Bozhou University，Bozhou Anhui 236800，China)

Abstract: An environment friendly to entrepreneurs and supports from the society are badly needed if
university students are to improve their initiative and rate of success in starting up businesses and develop
their awareness，spirit and capabilties of entrepreneurship in the context of mass enterpreneurship and
innovation． On the basis of an analysis of 4 integral elements in the supporting system，namely，government，
university， enterprise and society， the paper below presented some strategies like implementing
governmental policies，establishing entrepreneurship education system，making full use of enterprieses and
setting up a complete social service supporting system，as a solution to the problems in these 4 aspects
saidabove，aiming to help with the construction of a supporting system for university students ＇ business
startups．
Key words: University Students; Supporting System for Entrepreneurs; Establish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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