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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互联网 +”与高职学生创业服务相融合具有很强的现实针对性和必要性。针对现有高职学生创业服

务中政策服务、社会服务和教育服务等层面所存在的诸多不足，提出了“互联网 +”背景下高职学生创业服务体

系的多维度优化策略，旨在有效激发高职院校创业服务活力，提高高职学生的创业意识、创业能力和高职院校创

业教育的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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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时代新浪潮已经引发公

众的极大关注， 成为新常态下中国经济转型升级的

“双引擎”之一。 “互联网+”则是促进“大众创业、万众

创新”的新载体、新机遇。在“互联网+”时代背景下，将

“互联网+”与创业教育深度融合是高职院校必须认真

面对、加以解决的重大现实课题。 现有高职学生创业

服务体系存在诸多不足，需要从政府、学校和社会等

维度探索“互联网+”背景下高职学生创业服务体系的

构建与优化策略，旨在有效激发高职院校创业服务新

活力，提升学生创业意识和创业能力，提高高职创业

教育的成效性，培养高素质、强技能、高层次、复合型

的创新创业人才。

一、高职院校学生创业服务存在的不足

2015 年 7 月，国务院出台了《关于积极推进“互

联网+”行动的指导意见》，标志着“互联网+”时代的真

正到来。“互联网+”与经济社会深度融合，必将激发全

社会的创新智慧与创造活力。 高职院校是国家实施

“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战略的重要力量，在新常态下，

将“互联网+”与高职院校的创业教育深度融合有其很

强的现实针对性和必要性。 高职学生的创业服务是个

复杂的系统工程，涉及政府、社会、高校等诸多利益攸

关方。 由于我国高职创业教育起步较晚，创业服务存

在诸多不足，创业服务体系不够完整，创业服务成效

有待加强。

（一）创业服务政策系统性欠缺，执行力度不足

随着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实施，各级政府陆续出

台了一些大学生创新创业服务优惠支持政策，对大学

生创业无疑产生了一定的帮扶激励作用，可是这些创

业服务政策也存在体系完整性欠缺、 可操作性不强、

门槛要求高、大学生感知度不佳、宣传力度和执行度

不足等现实问题[1]。首先，创业服务政策的体系性和配

套性不够完善。 创业服务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涉

及政府、社会、高校等不同维度的众多因素。 就创业政

策服务的政府维度而言，政府各部门本身职能的条块

分割、各自为政，决定了其出台的创业支持政策存在

系统性不强、可操作性弱、不接地气等现实窘境，难以

形成合力、齐抓共管、助推创业。 其次，创业服务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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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宣传力度和执行力度不够。 由于创业服务政策宣传

力度不足、政策获取渠道单一，高职学生对创业政策

的认知度不足、感知度偏低。 此外，创业服务政策也存

在“水土不服”、执行不到位和落实难等窘境，严重影

响高职学生创业的积极性和创业效率。 以高职创业学

生偏爱的电子商务为例，此种新颖创业模式由于创业

成本小、风险低、场地要求不高受到创业学生的较多

欢迎，可是多数学生创办的电商因为没有办理营业执

照，无法享受政府贷款、社保优惠、税收减免等创业优

惠政策。

（二）创业社会服务体系不完善，成效性差

高职院校学生创业与社会上的创业意识、创业氛

围、创业培训和创业参与度紧密相关。 当前，创业社会

服务体系仍然不够完善，全社会总体的创业环境与氛

围亟待加强，创业培训比较薄弱，创业热情和创业参

与度不高，创业成功率有待加强。 创业社会服务不足

突出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创业融资门槛高，融

资渠道单一。 资金筹措是高职学生创业面临的最大

“瓶颈”。 高职学生创业资金绝大部分来自家庭和朋

友，很难通过其他融资渠道获得创业资金，但是大多

数创业学生的家庭经济实力难以支撑其创业活动。 商

业银行对学生创业项目提供贷款的条件与预期要求

比较高，贷款额度低且审批程序繁琐。 社会对创业学

生资金支持力度绝对比例偏低。 行业、企业为创业学

生提供的创业基金受众很少、力度明显不够。 调查表

明，毕业半年后自主创业的 2015 届高职毕业生中，仅

有3%的创业资金来自政府科研、 创业基金或优惠贷

款。 虽然相对比例有所提升，但是绝对比例仍然较低[2]。

其次，社会创业培训效果不理想。 社会提供的创业培

训多数由各类职业培训中心承担，由于培训师资良莠

不齐、培训内容与实际脱节、培训手段与培训评估呆

板单调，创业培训很难达到预期效果。 再次，创业服务

平台的作用有待加强。 一些大学生创业服务平台疏于

管理，流于形式，未能真正发挥其应有作用。

（三）对创业教育服务重视不够，创业比例低

近年来，高职院校的创新创业教育取得了一些积

极进步， 高职院校毕业生自主创业群体不断扩大，自

主创业比例持续增长。 2015 届高职毕业生毕业半年

后的自主创业比例为 3.9%，相对于 2011 届毕业生增

长了 1.7 个百分点，增幅达 77.3%[2]。但总体而言，高职

院校对创业教育重视仍然不够，创业教育的深度和广

度有待进一步拓展，突出表现在创业课程、创业实践、

创业师资等方面短板明显。 首先，高职院校对创业教

育重视不够，创业课程设置不成体系。 大多数院校的

创业课程以公共选修课或就业指导课形式出现，教学

内容以理论为主。 创业教育与专业教育有效融合严重

欠缺，创业教材建设严重滞后于创业教育实践。 创业

教育模式单一，教学方法与手段比较落后。 其次，创业

实践明显不足。 创业教育往往拘泥于教材和校内，缺

乏创业的针对性和实践性， 难以满足创业的实际需

要。 一些高职院校往往重视极少数精英的创新创业竞

赛，对大部分学生的创业培训主要以理论为主，真刀

真枪的创业项目甚少， 创业实践能力训练严重不足。

此外，高职创业师资严重不足，没有打造一支专兼结

合的高素质创业教学团队。 高职院校内创业指导教师

主要由辅导员、班主任承担，专业教师参与不足，创业

指导所需的创业实践、创业经历严重欠缺；所聘请的

兼职创业指导教师质量参差不齐，积极性不高，精力

难以保证，激励和管理机制缺失。

二、基于“互联网+”的高职学生创业服务

体系优化策略

“互联网+”时代对高职院校的创业服务体系提出

了新要求、新挑战与新机遇。 高职学生的创业服务体

系涉及政府、社会和学校三个维度的诸多因素。 高职

院校需要立足于本校创业教育实际，充分利用“互联

网+”的时代契机，迅速推进创新创业教育改革，从创业

信息服务、创业课程、创业师资队伍、创业实践、创业融

资等多种途径构建并优化高职学生创业服务体系。

（一）打造高效创业信息服务体系

信息服务在高职创新创业教育中发挥着重要作

用， 需要利用互联网技术构建创业信息服务体系，营

造浓厚的创业氛围和良好的创业环境，搭建“政府、行

业、企业、高校”共享的创业信息网络服务平台。 首先，

要营造浓厚的校园创业文化氛围，让创业文化成为校

园文化建设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 高职院校需要

将创业文化有机融入创新创业教育全过程，让学生在

创业文化的熏陶下潜移默化地习得创业意识和创业

能力。 其次，要搭建“校企合作”的创业信息网络服务

平台。 利用创业服务平台及时宣传创业服务政策、传

授创业知识、分享创业经验、解答创业疑惑。 再次，要

创设移动客户端 APP 和创业微信群， 为高职学生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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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创业政策咨询、创业计划指导和创业项目推介等高

效服务，帮助学生解决创业中的具体困难。

（二）完善高职特色的创业课程体系

创业课程是高职院校开展创业教育的主要载体

和重要途径，需要根据学生的自身特点和创业教育的

实际需要，充分利用“互联网+”技术优势，积极构建并

完善专业知识教学与创业实践活动相结合、必修课与

选修课相统一的创业课程体系。 要将创业课程纳入正

常的人才培养体系，将创业教学纳入人才培养方案和

专业教学计划，实现专业素质培养与创业素质培养的

相互渗透，充分培养学生的创业意识、创业心理品质

与创业能力。 一方面，按照“实用为主、够用为度”的基

本原则开设市场营销学、人力资源管理、会计学、财务

管理、公司法、商法等创业所需的专业课程，培养学生

的创业专业知识；另一方面，要定期邀请创业指导专

家、知名 CEO、创业成功校友到校进行创业专题讲座，

传授创业经验，点燃创业激情，提升创业能力。 要更加

注重高职创业实践的开展。 通过参加创业计划大赛、

校园“创业街”管理与经营、创业园学习、创业项目寻

找、企业管理素质拓展、校企合作的实体制公司等创

业实践活动，着重提高学生的创业实践能力。 此外，要

搭建专门的创业教育在线网站， 开办网络创业课堂；

开发手机 APP，设立移动创业课堂，激发学 生“碎 片

化”学习创业课程的热情；建立创业微信群和 QQ 群，

让创业学生及时共享创业信息、交流创业经验。

（三）优化全真化创业实践体系

随着互联网技术的飞速发展和智慧校园建设的

不断推进， 高职院校的创业教育也需要与时俱进，建

立线上线下相结合的全真化创业实践体系。 高职院校

应依托深层次紧密型校企合作开展全真化创业实践，

努力实现教学过程与生产过程对接、课程内容与职业

标准对接、专业与产业对接，为学生提供创业实践平

台，进一步提升学生的创业素质、创业意识与创业能

力。 首先，要依托“产学研”职教联盟进行校企深度合

作，开展创业实战化演练。 笔者所在学校的市场营销

专业和宁波罗蒙电子商务公司开展校企合作，以罗蒙

电子商务公司“双十一”活动为载体，让学生下海实

战，在实战中学习，在学习中实战。 “双十一”实战演练

创下了销售额过亿元的辉煌业绩，既赚经验，又赚生

活费，受到诸多媒体的追踪报道，引起了较高的社会

关注[3]。 其次，要成立实体公司、搭建真实的创业实践

平台。 成立由学校独资或者与合作企业共同出资形式

的实体公司，以“校中企”这一创业教学实践平台，进

行全真化创业实践教学。 采取专业化实战教学、实战

化职业人培养与全真化企业业务经营的有机结合，使

学校的教学资源与企业的经营资源优势互补，真正实

现企业化管理、市场化运作，让学生在真实的业务经

营、操作流程中边学习边实战，创设“教学做一体化”

的良好创业实践育人环境。

（四）完善多样化创业融资体系

资金是高职学生创业不可或缺的重要资源， 也是

制约他们成功创业的关键因素之一。 当前需要利用互

联网的独特优势，打破现有的融资渠道壁垒，构建并优

化高职学生创业的多层次、多元化创业融资体系[4]。 首

先，要完善政府主导的大学生创业信用担保体系，破解

现有的大学生创业贷款难题。 由于大学生创业项目没

有抵押担保、项目需要孵化扶持等原因，创业贷款尤为

困难，创业举步维艰。政府的信用担保由于具有信用度

高、抗风险能力强、费用低等特点，成为企业贷款担保

的核心主体。 建议把通过评估考核的大学生创业项目

纳入中小企业政策性信用担保体系， 通过政府的信用

担保，为高职学生融资贷款提供方便。 其次，要设立政

府主导的大学生创业资助资金。 可对优秀的创业项目

提供一定额度的无偿创业资助或贷款贴息补助； 对自

主创业的学生可一次性给予一定额度的社会保险费补

贴；为学生创办的企业参加各类会展提供 50% 的展位

费补贴等[5]。 再次，要设立政府、高校、企业等多主体参

与的创业专项基金，用于完善创业软硬件建设、搭建创

业项目融资平台、设立大学生创业风险投资基金、资助

大学生创业项目、支持创业师资团队建设等。

（五）打造专兼结合的多元化创业师资队伍

创业师资是开展高职学生创业实践教学、提高学

生创业素质和创业能力的重要保证。 高职院校需要依

托互联网的独特优势，打造一支政府、企业、学校多层

级的理论与实践兼备、专职与兼职共存的多元化创业

师资队伍。 一方面，进行创业师资队伍建设的顶层设

计，采取“内培外引”等多项举措，打造校内专职创业

师资。 首先，选派专职教师到企业挂职锻炼，全面提升

教师的创业实践能力。 其次，实施创业教育“师生合

作”式导师制。 开展“师生合作”式创业计划大赛，创业

导师全面指导学生创业计划设计、创业项目实施。 再

次，搭建创业师资系统培训与创业实践平台，通过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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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创业组织和创业协会活动、高校创业咨询师培训等

多种方式，获取创业教育素材和信息，掌握创业教学

理论和创业实践技能。 最后，引进既有学术背景，又有

优秀创业素质和创业经历的“双师”，将创业教学与创

业实践紧密结合，提升创业教学的实战性、针对性和

成效性。 另一方面，进一步优化兼职创业师资的聘任

制度、教学管理与考核激励机制[6]，打造一支稳定优质

的多元化兼职创业师资队伍。 可聘请政府官员、企业

高管、创业成功人士等不同行业的精英为高职院校的

兼职创业指导教师，深度参与高职创业教学实践。 创

业兼职导师能够为师生提供最前沿的创业理论知识

以及丰富的创业实践经验，帮助学生及时了解创业新

政策、新要求和社会经济转型发展的新趋势。

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新常态下，探讨“互联

网+”时代背景下优化高职学生创业服务体系具有很

强的现实针对性和必要性。 要在分析现有高职院校

创业在政策服务、 社会服务和创业服务等层面上存

在的诸多不足的基础上，多维度聚焦“互联网+”背景

下高职学生创业服务体系的构建与优化策略： 打造

高效创业信息服务体系、 完善高职特色的创业课程

体系、优化全真化创业实践体系、完善多样化创业融

资体系、打造专兼结合的多元化创业师资队伍，旨在

有效激发高职创业服务新活力， 提升学生的创业意

识和创业能力，提高高职创业教育的成效性，从而有

效拓展高职学生就业渠道，实现学生更加充分、更高

质量的就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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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ptimization Strategies for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 Students' Entrepreneur
Service System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Internet Plus"

FANG Yi-gui
（Ningbo City College of Vocational Technology，Ningbo Zhejiang 315100，China）

Abstract: The integration of "Internet plus" with the entrepreneur services of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 students has a strong
realistic pertinence and necessity. The paper, based on the shortcomings of current entrepreneur policies, social services and
entrepreneur education, focuses on internet plus-based optimization strategies for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 students' entrepreneur
service system. It is aimed to trigger the new vitality of entrepreneur services and to improve students' entrepreneur awareness
and competence and the effectiveness of its entrepreneur education.
Key words: "internet plus"；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entrepreneur service system； optimization strateg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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