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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创新创业教育是适应经济社会和国家发展战略需要而产生的一种教学理念与模式，是推进高等
教育综合改革的突破口，对深化教育教学改革具有现实意义。本文紧扣大学生创新创业主题，培养和
提升大学生的创新思维、职业能力和企业家精神，推进大学生由求职者向职位提供者的角色转换，使
大学生在创新创业过程中提高素养、实现自我价值，真正成为“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生力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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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education is a kind of teaching idea and mode whichadapts to the needs
of economic society and national development strategy. It is the breakthroughto promote the comprehensive reform
of higher education and has practical significance to deepenthe reform of education and teaching. This paper sticks to
college students' innovative undertakingtheme, cultivates and improves college students' innovative thinking,
professional ability and entrepreneurial spirit, and promotes college students from the job seekers to job provider role
transformation, so that college students can improve their quality and realize their self-value in the process of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and truly become the new force of "mass entrepreneurship and innov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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