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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 青岛理工大学自动化学院学
生周风正忙于面试。 与其他大学生不同
的是 ， 周风不是应聘者 ， 而是招聘者 。
大四时， 周风的创业计划项目得到学校
支持， 获批入驻该校创业孵化基地。

在青岛理工大学创业孵化基地 ， 周
风的公司只是其中一个。

如何推进大学生和毕业生自主创业，
以创业带动就业 ， 实现更高就业质量 ，
是该校一直思考和探索的问题。 创业孵
化基地建设， 成为他们提高毕业生就业
率和就业质量， 培养大学生创新、 创业
能力的着力点之一。

“高校创业孵化基地真正的任务 ，
不仅仅是培养出多少个成功创业的团队
和人才， 而在于让最大化的学生群体在
教育及实践中， 拥有创新精神和创业意
识。” 该校校长徐剑波说。

高校创业孵化基地建设， 立足点和
侧重点究竟应该是什么？ 青岛理工大学
认为 ， 答案还应该是教育的根本任务 ：
立德树人。 为此， 在创业孵化基地建设
过程中， 他们探索形成了五个 “以” 的
特色理念。

以学科专业为引领
培植科技创业团队

赵明坤是环境工程专业硕士研究生，
同时， 他也是依托导师团队创建的青岛
涌泉环境工程设备有限公司总经理。 该
公司发挥给水排水工程和环境工程的学
科优势， 研发出污水处理新技术， 在山
东省35个污水处理企业得以推广和运用，
2013年营业收入达311万元。

“学科与人才是高校拥有的优势资
源,应该充分利用和发挥好这些优势， 培
植科技创业团队。” 该校副校长李东说。

该校发挥土木建筑、 机械制造 、 环
境能源、 电气信息、 经济管理等学科优
势、 人才优势和平台优势， 为创业大学
生提供优质的创业项目。 目前已有27个导
师团队成功入驻。 入驻团队中依托学科

专业的创业项目团队有 65个 ， 占总数
81.3%。

以能力培养为核心
孕育成功创业人才

土木学院学生创业者、 青岛同德工
程咨询有限公司负责人刘德海刚刚预约
了 创业导 师 ， 进行一 对 一 指 导 帮 扶 。
“学校开设了创业大学课程， 创业孵化基
地每周都安排讲座， 专业导师和校外的
实践导师随时都可以接受预约咨询， 这
让我们觉得心里更有底， 发展更有方向
了。” 刘德海说。

近年来， 学校全面实施创新创业教
育计划， 积极为有创业意向的学生提供
指导和培训， 引进青岛创业大学的课程
体系、 教学设施及师资队伍， 首批为839
名学生和42名教师提供创业培训。 依托
教育部门 《地方院校 “六纵十横” 体验
式创业教育人才培养模式创新实验区 》
项目， 形成了富有地方理工科院校特色
的体验式创业教育体系， 不断提高学生
的创业意识和创业能力。

学校获批教育部门国家大学生创新
创业计划训练项目78个， 其中， 2013年，
我校学生在各类创业大赛中获国家奖励
14项， 省级奖励46项。 基地涌现出聂名
勇、 李树功、 窦金国、 周扬民等创新创
业领军人物， 其中， 聂名勇获首届 “中
国大学生自强之星”。

以市场机制为保障
孵化规范创业企业

惠文正是机械学院学生 ， 他注册的
青岛海智机械有限公司刚刚领到学校
发放的创业基金2万元 ， 是学校以发放
创业基金形式扶持的 26家创业企业之
一。

发放创业基金并不是该校支持大学
生创业的唯一途径， 他们的眼光放得更
加长远。 为孵化按照现代企业制度运行
的规范化创业企业， 解决大学生创业经
验不足、 资金缺乏等问题， 学校积极引

进社会资源， 拓宽外联渠道， 积极争取社会
风投资金向入驻企业和团队提供资金支持，
协助创业企业和团队开拓市场， 推进创业企
业和团队对外合作。

此外， 孵化基地还引进青岛启迪投资有
限公司， 为入驻创业团队提供创业融资； 引
进青岛理工创业财务会计服务中心， 为入驻
企业提供财务管理与服务； 注册成立了 “青
岛理工创业服务有限公司”， 对入驻未注册
企业的团队提供专业性服务和社会对接平
台。

基地运行以来， 先后孵化出儒行天下网
上商城、 青岛犀牛装饰工程有限公司等规范
化创业企业。

以服务社会为目标
铸就理工创业品牌

学校紧密对接区域经济社会需求， 围绕
建筑信息化技术、绿色工程材料、材料成型及
快速制造、计算机辅助制造、生态建设等社会
及行业需求，结合学科优势，积极拓展服务面
向，孵化出一系列青岛理工特色品牌企业。

以机械学院学生为主体的创业团队， 有
关成果获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 获国家专利
20项， 完成企业项目10项， 累计创造经济效
益约5000万元， 依托国家与地方联合工程中
心， 拟青岛理工联创科技有限公司， 注册资
本金1000万元。

近年来， 该校先后获评全国青年创业教
育先进集体、 共青团中央大学生KAB创业教
育基地、 山东省大学生创业教育示范院校、
全国就业先进工作单位、 青岛市优秀大学生
创业孵化基地等， 逐步铸就了理工创业品
牌， 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和报道。

以创业企业为载体
实现创业带动就业

创业孵化基地从无到有， 由弱及强， 基
地建设现已进入快车道， 孵化企业的数量和
规模迅速提升， 创业企业吸纳毕业生就业的
能力不断增强， 充分实现了创业带动就业。

初步统计， 近5年来， 基地的孵化企业吸纳
我校600余名毕业生就业， 发挥了创业带动
就业的倍增效应。

商学院陈志强创办了青岛立奇玻璃制品
有限公司等企业， 投入资金5000万元， 年营
业额达2亿元， 接收学校实训生280人， 创业
带动就业人数达到40人。

自动化学院周风创办的青岛风行者广告
亮化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金50万
元， 2013年工程总量230万元， 带动就业人
数36人。

悠久的办学历史
青岛科技大学是山东省属重点

建设的大学 ， 获批为具有山东省
“211工程 ”之称的 “山东省应用基
础型人才培养特色名校 ”， 始建于
1950年 ， 历经青岛橡胶工业学校 、
山 东 化 工 学 院 、 青 岛 化 工 学 院 ，
2001年山东省青岛工艺美术学校并
入 ，2002年更名为青岛科技大学 。
学校现有崂山校区 、四方校区和高
密校区三个校区 ，已发展成为一所
以工为主 ，理 、工 、文 、经 、管 、医 、
法、艺等学科协调发展 ，以材料学 、
化学工程 、应用化学 、机械工程 、自
动化 、信息与计算机为特色学科的
多科性大学 。

优秀的师资队伍
学校现有工程院院士1人、 双聘

院士4人， 外专千人计划专家1人，国
家特支计划百千万人才 （教学名师）
人选1人， 国家教学名师奖获得者1
人，“百千万人才工程” 国家第一、二
层次人选1人， 新世纪百千万人才工
程国家人选1人， 国家有突出贡献的
中青年专家3人，全国优秀教师10人，
“泰山学者”特聘教授7人，“泰山学者
海外特聘专家”7人，省级教学名师10
人，享受国家政府特殊津贴51人。

完善的学科基础
学校现拥有3个一级学科博士点 ，22

个二级学科博士点，4个博士后流动站，20
个硕士学位授权一级学科，125个硕士点；
拥有1个国家工程实验室，1个国家工程技
术研究中心，1个国家重点实验室培育基
地，3个教育部门重点实验室、工程研究中
心，1个省级协同创新中心，30个省级重点
学科、重点实验室、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学
校有2个国家教学团队 ，5个国家特色专
业，1个国家人才培养模式创新实验区；获
得国家教学成果奖2项， 国家精品课程2
门，国家双语教学示范课程1门，国家实验
教学示范中心1个， 国家工程实践教育中
心1个， 国家大学生校外实践教育基地1
个，国家精品资源共享课2门，国家精品视
频公开课1门， 国家专业综合改革试点项
目1个，国家“卓越工程师教育培养计划”
4个。 在2013年山东省学科专业评估中 ，
我校共有17个专业类（含37个本科专业）
进入全省前五名行列 ，其中 ，材料类 、化
工与制药类、化学类和仪器类位居全省排
名首位。

雄厚的科研实力
学校先后获得14项国家技术发明奖、

国家科技进步奖，1项国家科技部门杜邦
科技创新奖。在中国校友会网发布的“2010
中国高校国家重大技术发明奖排行榜 ”

中，列全国高校第29位（并列），山东省
属高校之冠（并列）；在“2010中国高校
科学贡献力排行榜”中，列全国高校第
59位（并列），驻鲁高校第3位，山东省属
高校之冠。 学校通过科研成果转化或提
供核心技术支撑而上市的公司已经达
到四个。

广阔的就业前景
我校毕业生以扎实宽厚的专业知

识，勇于开拓的创新精神，自强务实的
工作作风， 得到了广大用人单位的青
睐，毕业生在政府机关、高校、企事业单
位等岗位就业前景广阔。 学校积极开拓
“国际化就业”、“学士后流动站”等就业
渠道，毕业生在国际化公司的就业比例
逐年提高， 部分专业国际就业率达到
50%以上。 在巴斯夫、拜尔、大众、德固
萨、阿尔卑斯等跨国公司都可以看到学
校毕业生的身影。 毕业生就业率连续8
年位居省属本科高校之首 。 2007年 、
2012年被山东省人社部门、教育部门联
合授予“全省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先进
集体”称号。 近年来，大学生创业工作成
绩显著，2010年被山东省人社部门评为
“山东省高校创业教育示范院校”，2011
年被青岛市评为仅有的“优秀高校毕业
生创业孵化基地 ”，2012年被山东省人
社部门评为“山东省大学生创业孵化示
范基地”。

看点一：专业优势
2014年学校新增新能源科学与工程和休闲体

育两个本科专业；自动化（中法合作办学）一个合
作办学本科专业。 学校招生本科专业达到70个，其
中材料学、化学工程、应用化学、机械工程 、自动
化、 信息与计算机为特色学科的热门专业因其教
学资源完善、师资力量雄厚、就业前景广阔，历年
来吸引着广大考生踊跃报考。
看点二：英才培养计划

学校选择化学工程与工艺、 高分子材料与工
程、机械工程和新能源材料与器件4个专业设立“英
才班”，培养拔尖创新人才。 该计划整合教学资源，
配备一流师资，开展双语教学，选用国内外一流大
学的高水平教材，努力推进课程国际化进程。 实施
导师制小班独立教学，开放国家重点实验室等教学
及科研实验室，设立专项资金，用于学生科研训练、
科技创新、参加学科竞赛等实践活动。 实行本科与
研究生贯通培养，“英才班”的优秀学生可参加校内
研究生推免或推荐报考国内外高水平大学。

每班每年招收学生25人， 其中10个名额列入
当年招生计划， 其余名额面向全校当年入学的大
一新生选拔招收。 施行优秀学生选拔机制、动态进
出机制和自由选择专业机制。
看点三：个性培养

学校坚持以人为本、 因材施教的教育教学理
念，为营造有利于学生成才的学习环境，充分调动
学生学习的积极性、主动性，学校允许成绩优秀且
符合条件的学生转专业学习或修读双专业、 双学

位。 改变了高考一考定终身的现状，培养学生个性
化成长，全面助力学生成才。

此外， 学校绝大部分本科专业享有免试推荐
攻读本校相应专业硕士学位研究生机会， 为毕业
生继续深造提供了良好的途径。
看点四：强化实践

经教育部门批准，学校选择软件工程、机械工
程、化学工程与工艺和高分子材料与工程4个专业
列入教育部门“卓越工程师教育培养计划”。 学校
与德国朗盛公司、日本株式会社阿尔卑斯技研、青
岛软件园等国内外知名的大中型企业深度合作，
培养具有较强工程实践能力、 创新能力和较高综
合素质的优秀工程应用型人才。

教育教学分两阶段， 前期在校完成基础课程
学习， 后期在企业或工程训练基地学习专业知识
并进行工程实践及毕业设计， 重点培养锻炼学生
工程素质和工程实践能力、 协作能力和在企业与
社会环境下的综合工程能力。
看点五：国际化特色

学校积极推行开放战略和国际化战略，同德、韩、
美、加、俄、法等16个国家和地区的61所高校开展合
作，联合培养本科生、硕士、博士等不同层次人才，形
成了鲜明的国际化教育特色。其中与德国帕德博恩大
学合作成立的中德科技学院， 纳入中德两国政府间
合作项目，被誉为中外合作办学的成功范例。 以此为
蓝本的国际化教育教学研究与改革成果，获2009年度
国家教学成果二等奖。 学院2012、2013连续两年被新
浪网评为十大品牌影响力中外合作院校。

报 考 看 点

创业带动就业 创新孵化梦想

青岛理工大学
2014年招生情况链接

青岛理工大学创业孵化基地只是
该校以人为本 、 服务学生的一个缩
影 。 近年来 ， 该校狠抓教育教学改
革， 提高人才培养质量， 构建起了科
学有效的就业体制机制， 实现了就业
与招生、 培养、 社会需求等的良性互
动。

青岛理工大学是一所以工为主 ，
理工结合， 土木建筑、 机械制造、 环
境能源学科特色鲜明， 理、 工 、 经 、
管、 文、 法、 艺多学科协调发展， 科
学教育与人文教育相结合的多科性大
学。 建校61年以来， 学校构筑起本专
科、 硕士、 博士人才培养体系， 目前
在校普通本专科生28910人， 全日制博
士、 硕士研究生1294人。

2014年面向全国招收本专科新生
8100人， 其中， 本科生5300人， 专科
生2800人。

欢迎广大有志学子
携梦报考， 圆梦未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