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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培养模式 构筑双创平台
——河南职业技术学院打造创新创业人才培养高地

夏季荷花映日红。
郑东新区，龙子湖畔，在河南职业技术学院美丽的校

园里，处处涌现出创新创业热潮。这所有着 60 余年建校
史的老牌名校，又一次焕发出生机与活力。

河南职业技术学院创建于 1954 年，隶属于河南省人
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是全国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系统
仅有的地方普通高职院校，是国家示范性高等职业院校、
首批全国毕业生就业工作典型经验 50 强高校、2018 年度
全国创新创业典型经验高校、“河南省创业培训定点机
构”。多年来，学院始终坚持“质量立校、全面提升、追
求卓越、跨越发展”的总体工作思路，围绕内涵建设为中
心，强化专业建设与产教融合，践行“一体多元化分层
次”创新创业人才培养模式，探索高职院校创新创业型高
技能人才培养新路径；构建“1+2+N”实践平台，推动学
生创新创业实践活动形成新常态，打造创新创业型高端技
术技能人才培养高地，取得了明显成效。

栽桃育李硕果香。2006 年，学院荣获国家技能人才
培育突出贡献奖，2013 年，学院承办全国首届大学生创
业指导课程大赛。多年来，学院先后被授予全国高职院校
就业“星级示范校”、全省职业教育先进单位、河南省文
明学校等荣誉称号，2016 年被河南省教育部门、河南省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评选为河南省高校就业创业工作
先进集体，2017 年被河南省教育部门评为河南省高校就
业创业课程体系建设优秀高校。2018 年被河南省教育部
门评为河南省大学生创新创业实践示范基地。学院多次在
全省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等活动中荣获优秀组织奖、参赛
项目一等奖 （金奖）。

确保“四个到位” 提供双创保障

为切实做好创新创业教育工作，学院确保了“四个到
位”，即组织机构到位、顶层设计到位、工作机制到位、
条件保障到位。

学院将“双创”工作纳入学校整体发展规划，深入推
进“教学质量提升工程、学生人文素养培育工程和创新创
业教育引领工程”三项工程。2016 年，成立了以院长李
桂贞为组长的创新创业教育工作领导小组，每学期召开专
门会议研究部署创新创业工作。学院充分发挥国家和河南
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主管部门优势，借助引进清华启迪
孵化园的契机，整合多方优质资源，积极共建中国中原大
学生创业孵化园区，推动学院创业孵化园同步发展。

学院拟制了 《高等职业教育创新发展计划 （2015—
2018 年） 总体实施方案》，明确 5 类 15 个任务、9 类 33 个
项目，以强力实施创新发展行动计划推动双创教育改革；
出台了 《“十三五”事业发展规划》，明确提出“全面推
进创新创业教育引领工程”，将“双创”教育工作列入学
院发展战略规划。同年印发了 《学院创新创业教育引领工
程实施方案》，进一步细化实施路径，明确了各部门的岗
位职责并下达了工作任务书。

学院深入实施三大工程以来，不断健全创新创业指导
服务机构，建立了以招生就业、教学、学生、团委、科研
等部门齐抓共管的联动协调机制，从学院层面对创新创业
工作进行统筹规划。2017 年，学院还成立了创业学院作
为专门的创新创业指导服务工作机构，具体推进创新创业
工作。《河南职业技术学院帮扶大学生创新创业实施办
法》，从人才培养方案调整、教育教学改革、资金支持、
实践及科技成果转化平台建设、学生学籍管理机制、服务
与管理等方面全方位给予大学生支持，形成了多部门联动
机制。

为确保条件保障到位，学院不断加大创业经费投入。
建立了独立的创新创业教育教研室、创业导师工作室等办
公场所，并设立了保底不封顶的创新创业教育专项经费。
近 3 年，学院已投入近 800 万元开展创新创业教育工作。

改革培养模式 探索教育路径

学院把提高人才培养质量作为创新创业教育改革的出
发点和落脚点，把创新创业型人才培养融入职业教育全过
程，探索实践“一体多元化分层次”培养模式。“一体”
为基于创新创业教育改革的人才培养方案，实现课程建
设、教学管理、师资队伍建设等“多元化”发展，形成

“普及教育+意向教育+精英教育”“分层次”培养模式。

为确保创新创业教育落到实处，学院修订完善了人才
培养方案：建立专业动态调整和退出机制，主动优化专业
结构，发挥智能制造等示范专业的优势作用，构建人才供
给与产业需求良性互补发展的创新生态系统，增强人才资
源牵引产业升级的能力。深化校企合作、工学结合、产教
融合的“三合”办学模式改革，积极促进校企、校际之间
密切合作和专业产业深度融合，促进专业教育与创新创业
教育有机融合，努力打造特色鲜明的职业教育品牌。实施
目标导向的人才培养计划，制订了相对完整的创新创业能

力培养计划，采取了多种切实可行及有效的举措，把“五
业精神”和“四种能力”作为人才培养的目标，将工匠精
神和创新创业型人才培养融入到职业教育全过程。

加强创新创业课程建设，形成了分层次培养模式。学
院面向所有专业开设“创业基础”（必修 34 学时、2 个学
分）、“创新创意思维”（选修 16 个学时、1 学分） 等课
程，进行创新创业意识普及教育，创新创业意识教育形成
全覆盖。充分发挥作为“全省创业培训定点机构”的优
势，开展多期 SYB 和 GYB 培训，提高学生创新创业能
力。目前已有 12892 人次系统接受培训，有力地推动了学
生创新创业实践活动的开展，保证了创业意向教育培训的
全过程。在进行创新创业意识普及教育和 GYB、SYB 教育
基础上，对创新创业积极分子，连续两年成功举办为期
10 天的创业精英训练营活动。截至目前共有 139 名学生参
加训练，形成了“普及教育+意向教育+精英教育”分层
次教育模式。

为帮助在校大学生创业，学院出台了 《弹性学制管理
办法》 等一系列文件，允许保留学籍休学两年创业的相关
学籍管理办法，并建立了创新创业学分转换制度和创业单
项奖学金以及创业评优机制，鼓励教师的科研和专利用于
大学生创业。学院设立创新创业扶持基金，鼓励学生开展
创新实验、发表论文、获得专利和自主创业，建立了学生
创新创业档案和成绩记载系统。广泛开展启发式、参与式
教学，并积极推进考试考核办法改革。结合学院实际，自
编了 《大学生创新创业实务》 等创新创业教育校本教材和

《河南职业技术学院大学生创业典型》 案例集，开发了慕
课和视频、公开课等在线课程，深受广大学生好评。

创新创业教育，教师是关键。为打造一个“双师型”
创新创业教学团队，学院成立了创新创业教育教研室，建
立了一支稳定的创新创业教育和创业指导教师团队 （其中
就业创业指导副教授 5 人、讲师 25 人），聘请 15 名具备国
家级别创业咨询师资格的教师担任“校内导师”、10 名国
内外知名企业家和优秀创业者担任兼职“校外导师”（其
中 3 名为全国首届大学生创新创业指导课程教学大赛特等
奖、一等奖获得者）、5 名优秀创业校友担任“校友导
师”，形成了校内外结合、专兼职结合的高水平创新创业
指导师资队伍。

学院连续多年邀请全国首届大学生创新创业指导课程
教学大赛特等奖和一等奖的教师来校进行示范课教学；选
送 23 位优秀教师参加了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举办的
国家二级创业咨询师培训，并获得了相应的职业资格证
书；遴选推荐教师参加教育部门举办的创业教育师资特训
营培训和河南省教育部门举办的创业教育师资培训班，通
过多种形式提升师资团队专业水平。建立了创新创业考评
机制，对创新创业教育表现突出的师生和单位给予表彰奖
励，并将创新创业工作业绩作为专业技术职务评聘依据和
绩效考核内容。为加强创新创业理论研究，学院深入开展
创新创业教育教学研讨活动，鼓励师生参与创新创业课题
立项，参加省教育部门创新创业教育优秀论文评选活动。

构筑双创平台 推动教学实践

学院积极整合优势资源，构建“1+2+N”实践平台。
“1”为中国中原大学生创业孵化园，“2”为学院创客空间

和大数据双创基地，“N”为各专业创新创业实训中心。
学院充分发挥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工作战线优势，与

河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郑州市郑东新区管委
会、清华启迪控股股份有限公司“校、政、企”四方共同建
设了中国中原大学生创业孵化园，按照“一中心多基地”的
总体思路，打造辐射全省的创业培训孵化示范基地。

学院出资 400 万元建造了集创业苗圃、创业培训、创
客咖啡、创业服务、创业孵化为一体的 3400 平方米的创
客空间和创业培训中心，可提供 160 个创业实训工位，截
至目前已有 90 个项目入驻接受孵化；此外，学院正在建
设 4500 平方米的创客公寓，将于 2018 年底投入使用，将
为学生创新创业提供完善的配套支持。

为校企合作共建大数据双创基地，学院与微软 （中
国） 共建面积为 1400 平方米的校企合作项目，《大数据双
创基地建设方案》 已获河南省发展和改革机构与教育部门
审批通过，并得到省领导亲自授牌，目前已进入建设阶
段，届时将为创业者提供基于大数据监测预测研究和决策
咨询服务。充分利用学院各优势专业校内实训资源，为学
生创新创业提供专业支持。1200 平方米电子商务创业实

训中心及 20000 平方米的智能家居和新能源汽车等专业创
业实训中心全天候向在校大学生开放，帮助学生基于所学
专业进行科技型、创新型创新创业。

为强化创新创业教育活动，学院每年都举办创业政策
宣讲会、创业项目巡回展、创业典型经验报告会、创业大
讲堂 （已成功举办 36 期）、创业沙龙 （每月一期），举行
了 5 届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两届大学生科技创新创意大
赛活动以及 3 期创业精英班，参与学生达 17440 余人。同
时，学院建立了就业创业信息网和就业创业微信公众号，
充分利用网络资源宣传创业政策，分享创业体会，推广创
业项目，树立创业典型，形成了良好的创业文化氛围。

为完善创新创业指导服务体系，河南职业技术学院成
立了创业学院，统筹学院创新创业工作，各院系由党总支
书记负责创新创业教育工作，并配备了就业创业工作专干
和国家二级创业咨询师及 SYB 创业培训师，按每生每年
60 元拨付了就业创业工作经费，建立和开放各专业实训
中心，为学生的创新创业工作提供了人、财、物的支持。

与此同时，学院还健全考评和服务机制。对各院系工
作进行量化考核，考核情况同工作经费、招生计划、评优
评先相结合，使工作重心下移，调动各院系工作积极性。
为入驻创客空间的每个项目均配备了专业的创业指导教
师，对项目进行全程跟踪指导与服务，导师团队每周两次
入园开展项目“一对一”的咨询指导与服务，每半年对项
目进行一次诊断与评估。对不能入驻创客空间的创业项目
派专业导师团队进行现场指导与服务，保障每个创业项目
均能获得指导。

为扎实开展创业培训，学院建立了标准化创业培训中
心，成立定点培训机构。2011 年，学院被河南省人力资
源和社会保障部门确定为“全省创业培训定点机构”，并
有 13 位教师取得了创业培训师资格证，同时还建设了
1400 平方米标准化创业培训中心，该中心拥有国家标准
专业培训教室 5 间、专项功能室 4 间、沙龙会场一个，可
以同时进行 5 期 SIYB 培训，并可以提供项目路演、企业
问题诊断和咨询、无领导小组讨论、德菲尔专家分析等创
业演示和服务。

学院每年对在校生进行筛选开展 GYB 和 SYB 培训
（近 3 年有 12892 名学生接受了培训），对有强烈创业意向
的学生，利用暑期开展为期 10 天的全天候、全封闭精英
训练。培训结束后组织每月一次创业沙龙活动，为学生提
供“一对一”的指导与服务。对于已拿到营业执照并开始
创业的在校学生，学院给予每个项目 5000 元的开业补贴

（近 3 年已有 64 个项目获得），同时对获得政府部门财务支
持的项目兑现所有的配套补贴，对于申请小额贷款的学
生，学院给予担保支持，建立了创业奖学金和创业大赛资
金奖励机制。

为强化信息化建设和发挥新媒体的传播作用，学院建
立了就业创业信息网和就业创业微信公众号。开设了创业
政策、创业培训、创业指导、创业孵化、项目推介、创业
动态、创业典型与窗口，为学生提供政策宣传、培训指
导、项目推介和典型引领服务，并能做到及时更新，学生
满意度较高。学院通过开展创新创业教育宣传月活动，让
每个学生了解创业政策、创业培训、创业孵化、创业典
型，并通过现场发奖活动使学生主动扫描学院的创新创业
微信公众号，通过公众号推送创业各类信息，对学生进行
全方面渗透服务与指导。

为营造双创氛围，学院举办了每周一期的创业大讲
堂、创新创业大赛、创业项目巡回展、创业之星评选、创
业政策宣讲会、创业典型报告等活动，并在学院的教学
楼、实训中心、创业学院、培训中心、办公楼以及学生餐
厅布置了宣传展板、条幅和水旗，培育了创新创业文化氛
围。

力促成长成才 收获满园桃李

春风雨露育新人。双创教育与实践的改革与发展，促
进了学生的成长成才。

近 3 年，河南职业技术学院毕业生初次就业率分别为
93.87%、94.8%、91.2%，位居全省和全国同类院校前
列，就业质量和水平稳中有升。第三方高等教育管理数据
与解决方案专业机构麦可思数据表明，近 3 届毕业生的月
收入水平 （2015 届—2017 届分别为 3148 元、3247 元、
3457 元） 整体呈上升趋势，毕业生就业现状满意度近 3 届
呈上升趋势，职业期待吻合度呈平稳趋势。近 3 年，学院

毕业生创业率分别为 5.1%、5.5%、4.6%，高于全省和全
国同类院校的平均水平。

学校创业工作获得国家、省级表彰 30 余次，学生获
得省级二等奖、国家三等奖以上奖励 166 次。其中 2016 年
荣获“河南省高校就业创业工作先进单位”；2017 年被评
为“河南省高校就业创业课程建设优秀高校”；2013 年田
嘉老师荣获全国首届高校创业指导课程教学大赛一等奖；
2017 年第十届“畅享杯”全国职业院校创业技能大赛，
学院获团体一等奖；2017 年学院被评为“全国大学生

‘互联网+’创新创业大赛”河南赛区优秀组织奖，1 个项
目获一等奖、1 个项目获二等奖、两个项目获三等奖。

近 3 年，河南职业技术学院涌现出一大批大学生成功
创业典型。20 余场创新创业典型报告激励着更多的学子
跃跃欲试地加入到双创大军中。与此同时，创新创业教育
科研工作硕果累累，截至目前累计完成各类创新创业研究
达 100 余项。其中河南省政府部门决策研究课题两项、河
南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调研成果一等奖两项、河南省大中
专毕业生就业创业研究优秀成果奖一等奖课题 4 项、河南
省大中专毕业生就业创业研究优秀成果奖一等奖论文 8
篇、主编参编创新创业教材 4 本。学院招生就业处张琳处
长被河南省教育部门特聘为就业创业指导专家，田嘉老师
被聘为河南省创业教育师资培训专家，是创新创业教育领
域具有影响力的学科带头人。学院还积极引导学生围绕本
专业进行创新创业，鼓励高科技、高水平创业，使创业的
科技含量和科技成果转化都得到提高。

学院举办大学生创业精英训练营活动学院举办大学生创业精英训练营活动

学院与河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学院与河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郑州市郑东新区管委会和清华启迪公司共建中国中原大学生创业孵化园郑州市郑东新区管委会和清华启迪公司共建中国中原大学生创业孵化园

学院举办创新创业教育论坛暨学院举办创新创业教育论坛暨““创业大讲堂创业大讲堂””年度峰会年度峰会

学院组织创业学生到梁家河开展学院组织创业学生到梁家河开展““青年红色筑梦之旅青年红色筑梦之旅””活动活动

学院举办第五届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学院举办第五届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

学院举办大学生创新创业沙龙活动学院举办大学生创新创业沙龙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