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是目前规
格最高、参与面最广的大学生赛事，参赛高校越
来越多，竞争越来越激烈。近年来的实践证明，
学校以抓好大赛为突破口，达到了“以赛促教，以
赛促学，以赛促创”的良好效果。“重视、努力、坚
持”三要素，则是学校在“互联网+”大赛中取得
佳绩的关键。

重视是前提。校领导、相关职能部门、学院
及科研单位重视大赛，都将赛事作为展示教学、
科研成果的途径。2016 年以来，学校连续出台

《教师教育质量评价》《“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
大赛奖励办法》《教学建设贡献奖》等 6 项制度，
从大赛顶层设计、政策激励、资源引入、人财物方
面都给予了极大的支持。各职能部门从大赛配
合、后勤服务与保障等方面最大限度予以帮助；
大部分学院及科研单位积极组织团队、挖掘项
目，截至 2018 年 9 月底，成功孵化了 2660 个项
目，近7000名师生参与。

努力是根本。“不待扬鞭自奋蹄”，正是凭着
这股精神，全校上下努力对待大赛路上的每一
步、每个环节。在校内，做到努力挖掘项目、努力
打磨项目、努力演练项目；从校外看，努力设法展
示、努力获得认可、努力寻求帮助。

坚持是保障。“锲而不舍，金石可镂”，大赛组
织初期，学校组织人员一次次去动员、作宣讲，碰
到有项目的教师也不放过任何交流机会。如国
家金奖项目“蚊所未吻”，便是5次在食堂与指导
教师交流挖掘出来的。大赛过程中，在部分评
委、专家不看好学校项目的情况下，不轻易放弃，
而是主动聆听不同的声音，请他们指点不足，列
出清单逐项整改。如国家银奖项目“尘熙家居
服”，省赛复赛失利后积极调整、修正，以省赛复
活赛第一的成绩冲到省级决赛，并力摘省赛金
奖、国赛银奖。大赛结束后，也不放松，而是积极
思考下一步落地发展的办法和下一届比赛的项
目储备。

在大赛组织的具体做法
上，重挖掘、强联动、有激励、
造氛围。

好的项目是挖掘
出来的，学校瞄准
“3 个项目池”：

教 师 的 科 研
项目、学生创
新 创 业 项
目、校友创
业项目，在
两两交汇中
形成了师生
共创、校企合

作 的 好 项
目。好的成绩

是需要数量的，学
校以大赛为抓手，在

教学改革中实施校院两
级联动办大赛，给每个学院

1万元的工作经费，提供评委专家，通过两级互动，在确保
数量的基础上遴选出优质项目。好的机制不能缺少激励，
在教师方面，学校从职称评定、考评考核、评优评先均将大
赛指导业绩纳入；在学生方面，则从学分认定、评先评奖等
方面都予以认可。好的氛围需要营造，学校通过举办创新
创业大讲堂、大学生创新创业先锋训练营等“双创”实践活
动，吸纳大学生开展创新创业实践，学生参与率达到 50%
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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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教特色：实施“双创”教育十余载，奠定坚实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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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科技师范大学实施创新创业教育纪实

江西科技师范大学党委历来高度重视创新创业教育工作，坚持强基础、搭平台、重引导的原则，积极打造良好的创新创

业教育环境，营造创新创业的校园文化氛围，提高大学生的创新创业能力，并围绕培养具有创新意识、创业精神和创新创业

能力的应用型人才，大力推进“433”创新创业教育改革与探索，将创新创业教育融入到学科专业教育全过程，近年来结出累

累硕果。2016年和2017年，学校在两届中国“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中共获得1金4银4铜的佳绩。其中，2017年国

赛金奖项目为江西唯一金奖，也是全国8个现场签约投资意向的项目之一。

江西科技师范大学是教育
部重点建设的培养职业教育师
资的多科性本科院校，2000年被
教育部、财政部确定为全国重点
建设职业教育师资培训基地，主
要培养职教师资、普教师资和应
用型专门人才，为开展“双创”教
育提供了天然土壤和有利条件。

2007 年，学校初步确立“培
养具有创新创业能力的人才”为
本科专业人才培养目标；以制药
工程、高分子材料工程等专业为
试点开展“双创”教育。

2010 年，学校全面实施完
整、系统的创新创业教育。成立
复合式组织机构，构建“四层次、
立体化”创新创业教育课程体
系 ，即“ 创 新 创 业 概 论（一 年
级）＋专业创新创业专题讲座
（二年级）＋创业能力专题培训
（三年级）＋创业实践指导（四年
级）”四模块课程。

2011 年至 2015 年，学校构
建“4 个层次+3 个递进+3 个一

体 ”的“433”创 新 创 业 教 育 模
式。4个层次是指 4个层次的创
新创业教育课程体系，即“普及
教育课程模块+结合专业教育课
程模块+能力培养课程模块+实
战演练课程模块”；3 个递进：指
三个递进关系的培养阶段，即

“知识与意识培养阶段→能力提
升阶段→实践锻炼阶段”；3个一
体：指三个一体化的校企联姻教
育环境，即“校企创新创业文化
一体+校企实践训练一体+校企
指导服务一体”。“基于创新创业
的应用本科高校‘433’模式构建
与实践”获得江西省第十五批教
学成果奖一等奖。

2016 年至今，学校增强“双
创”教育的广度和深度，制定 3.0
版“双创”教育改革方案。提出

“创新创业人才培养计划”，明确
“创新创业教育改革要面向全体
学生、全员参与、融入人才培养
全过程”。每年安排创新创业不
少于 200 万元的专项经费，出台

系列激励政策，启动“携手奔梦·
校友领航创新创业行动计划”。

自开展创新创业教育以来，
学校创业孵化基地共入驻105个
项目，2017年校自主创业人数为

509 人，占全校学生比例 2.8％。
其中大学生获得四项国家专利；
2016年、2017年学校大学生创办
企业 189家；2014年至 2017年学
校大学生申报创新创业课题国家

级立项18项，申报创新创业科研
课题国家级立项42项；2014年学
校申报创新创业科研课题国家级
立项 13 项，2015 年立项 15 项，
2016年立项14项。

教学改革：推行校企合作、产教融合新模式
以人才培养模式改革、课程

体系改革、实践教学改革、教学
研究改革为主线，学校将教学改
革贯穿于创新创业人才培养的
全过程，为创新创业教育提供了
持续动力。

一是对接区域经济发展人
才需求，重构人才培养模式。学
校对本科生实施分流培养，进入
大三后本科专业在职教、普教、
应用类分流，66个本科专业通过
分流培养实现了专业知识培养
与实践能力、岗位能力深度结
合。推行校企合作，成功举办
30 多个产教融合特色教学班，
彰显了应用型人才培养的特
色。每个本科专业都开设了不
少于 6 学分的校企合作课程。
学校与省内外 400 多家行业企
业、中职等单位建立人才培养

合作基地，先后举办亚龙班、九
州药业班等，推进校企合作工
程技术学科实践创新人才培养
模式；举办金牌讲解班、瓷上绘
画班，探索以“双主体双基地”
为主要形式的校企结合产教融
合的合作模式。

二是推进“双创”实践平台，

创建“3个一体”校企联姻教育环
境。通过开展校企合作讲座、开
办“红谷之声”讲坛、组织学生到
企业顶岗实习等，让企业创业文
化元素与校园学术文化融为一
体。积极与企业开展长期、深度
合作，引进企业创新创业文化，
实现校企实践训练一体化。实

行“一线工程师”项目，企业导师
走进校园；提高教师教学实践能
力，校内导师走进企业；建立校
企导师融合的创新创业导师团
队。通过培育良好的校企联姻
教育环境，企业创业文化与校园
创业文化形成合力、驱动，形成
多元的创新创业文化环境。

三是完善“4层次立体化”创
新创业教育课程体系。在 2010
年“面向全体、培养骨干、结合专
业”的“双创”教育理念中新增了

“强化实践”的育人理念。人才
培养方案的创新创业教育课程
学分由原来的6学分提高到8学
分，增加的学分全部用于实践教
学。专业课程教学中引导教师
培养学生专业领域的创业能
力。在课程设计方面，突出实
务、实战模块课时的比重；在师

资聘任方面，强调专兼结合，聘
请行业内具有丰富创业管理经
验的企业家或管理人员参与课
堂教学活动；在教学内容方面，
积极推动专业教师在教学过程
中渗透创业理念和知识；在教学
方法方面，注重案例项目、模拟
经营等实践性较强的方法，提高
学生专业领域的创业能力。此
外，还将“大学生课外创新创业
成绩单”纳入毕业管理，量化记
录学生开展创新活动、创业实践
等情况，注重对学生创新思维方
式和实践创造能力的评价。

近年来，学校主动与企业对
接，共获批教育部产学合作协同
育人项目9项，2016年获批1项、
2017 年获批 8 项，通过项目，创
新产学合作协同育人机制，提高
应用型人才培养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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飞扬的青春 成长的彩虹

以今年江西科技师范大学青
年红色筑梦之旅项目——“桃醉井
冈”为例，该项目源自 2015年夏研
究生师生团队在井冈山市茅坪乡
的教育扶贫活动。2016 年初，学
校派出以科研人员和研究生团队
为主体的精准帮扶小队再次来到
茅坪乡，通过调研、探讨、论证，与乡

政府商定以学校的学科优势助力当地
发展黄桃产业的扶贫计划。经过近三

年的努力，“桃醉井冈”项目团队构建起“教

育+文化+产业+技术+品牌+营销”的六位
一体可持续全产业链的“井冈神山模式”，已
经从单纯的教育扶贫走向了共同创业，并进
一步升级为产业扶贫。在团队的努力下，助
力茅坪乡新增黄桃种植基地三千余亩，2017
年黄桃合作社平均每人分红提高 1800 元，
2017 年 2 月茅坪乡全面实现脱贫摘帽。目
前，已经形成了可持续的“文化+品牌”的产
业模式，后期还将结合当地资源重点打造文
化旅游和桃喜品牌，为当地产业可持续化发
展提供保障。

◆经典案例 ◆

实践演练课程模块

能力培养课程模块

结合专业教育课程模块

普 及 教 育 课 程 模 块

实践锻炼阶段

能力提升阶段

知识与意识培养阶段

参赛团队参赛团队

参赛队员在大赛中演示项目参赛队员在大赛中演示项目 参赛团队参赛团队

““桃醉井冈桃醉井冈””
项目团队助力当项目团队助力当
地黄桃基地建设地黄桃基地建设 ““433433””创新创业教育模式创新创业教育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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