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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字塔”式特色“三创”培养体系的构建与实践 

 

一、问题的提出 
加强创新创业教育，培养创新创业人才是创新驱动发展、建设创新型国家的

迫切要求，也是解决区域发展难题、提高毕业生就业质量的必然要求。2015 年

李克强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在政府工作报告中，

“创新”一词被提到 59 次，“创业”被提到 22 次，极大激发了人们的创新、创

业热情。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成为国家战略的前提下，高校均在围绕国家

战略开展了相应的教育和培养工作。 

2012 年由科大讯飞主导学校办学时，学校董事会就明确了应用型的办学定

位和“产业工程师、创业企业家的摇篮”的办学愿景。作为一所以培养工程师为

主的应用型本科高校，如何解决产业工程师的创新能力培养和创业企业家必备的

创业能力培养是亟待解决的难题之一。 

学校经过广泛调研和深入思考，明确“三创”的概念并确定了其在人才培养

过程中作用。学校明确“三创”的定义是创意、创新和创业，并从创意、创新、

创业一体化的角度进行白话解释：“创意”就是指应用评判性或创造性思维率先

想到一个主意、方法、点子等；“创新”是指通过某种方式能够将“创意”阶段

的成果变成现实并力争具有可复制、可推广、可市场化的可能；“创业”就是指

把“创新”阶段的成果变成具体的现实的产品销售出去，并从中获得较大的经济

价值。 

 

二、“三创”教育体系的构建 
“三创”教育中的创意创新能力培养是基础，应覆盖全体学生，但高校的创

业教育不等于创办企业的教育，也不同于岗位职业培训和企业家速成训练。因此

我校明确“普惠式”、“分层次”和“专项化”的培养思路，即创新创意能力、创

业意识和基础知识教育要涵盖所有学生，但创业实践能力的培养则应面向真正有

创业想法甚至已开展创业行为的学生进行个性化培养，从而提升其创业实战技能，

并对创业潜力较强的学生予以专项重点指导。 

在培养思路的基础上，学校构建了以创意创新教育为塔基，创新创业培养为

塔身，创业产业孵化为塔尖的金字塔式“三创”教育培养体系（如图 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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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金字塔式“三创”培养体系 

 

（一）塔基：创意创新教育 

创意创新教育为普惠教育，由学校教务处和大学生综合素质与能力培养中心

负责实施，通过“创新创意能力”等系列课程为课程载体，大学生创意与创新中

心为支撑平台，全体学生进行创意创新能力培养，并以学科竞赛成果、专利、科

技论文等为培养产出，达到培养全体学生的创意创新能力的目标。 

（二）塔身：创新创业培养 

创新创业培养为普惠式教育和重点式培养相结合。一方面，通过“创业基本

理论和政策”等创业基础课程激发全体学生的创业热情，培养其创业意识和基本

知识；另一方面，对创新能力较强的学生重点支持其在重点学科竞赛、专利方面

的培养和产出，对创业兴趣浓厚和创业意愿较强的学生重点培养其创意创新阶段

成果向创业阶段转换的创业实践能力，以“大学生创业孵化基地”和“大学生创

业服务管理中心”为载体，辅以“创业导师”的支持，培养数量可观、潜力可评

的小微学生创业项目或实体。 

（三）塔尖：创业产业孵化 

创业产业孵化为专项化培育，由学校和举办方科大讯飞联合成立的 “大学

生创业竞争力促进中心”负责，对塔身中市场化前景良好的团队，以“天使投资”

引入、 “创业专项导师”专门指导的双重支持，培育一批真正能够在市场上站

稳脚跟并快速发展的企业,孕育一批真正的创业精英人才。 

 

 

 

三、“三创”教育体系的实践 
（一）健全“三创”课程体系 

课程是“三创”教育的重要载体之一。学校提出了能力培养公式（C=(K＋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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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Competence核心竞争力、Knowledge 知识、Skill技能能力、Quality 素质)）,

按照“盘活现有课程资源，加快课程体系建设”的思路，紧扣“三创”本质，以

“三创”过程的能力培养为主线，构建了“基础+支撑+实践”递进式，“主干+

拓展”可选式，“线上+线下”融合式的课程体系，分别实现知识、能力和应用三

个层次的对应培养目标（详见表 1）。 

 

表 1  “三创”能力培养课程体系 

课程层次 层次培养目标 
主干课程 拓展课程 

名称 模式 名称 模式 

基础级 

 知识层：了解创新和创意及其

要素、过程； 

 能力层：能够掌握多种创新性

思维方法和工具。 

 应用层：能够通过创新性思维

和方法对某一具体问题进行分

析并提出改善解决构想。 

《创意与

创新能力》 
线下 

《创造性思

维与创新方

法》 

《创新思维

训练》 

线上 

支撑级 

 知识层：开展创业活动所需要

的基本知识 

 能力层：创办和管理企业的综

合素质与能力 

 应用层：创业精神与知识实现

自我价值的追求意识 

《创业基

础》 
线下 

《大学生创

业基础》 

《创业管理-

易学实用的

创业真知》 

线上 

实践级 

 知识层：从捕捉商业机会到管

理新创企业的实践操作过程与

方法 

 能力层：在实践中运用所学知

识发现问题和解决实际问题的

创业能力 

 应用层：创业能力抓住机会、

整合资源和善于行动的主动意

识 

《创业实

务》 
线下 

《创业创新

执行力》 

《创业管理

实战》 

线上 

 

其中： 

1.基础级：主干课程为《创新与创意能力》，拓展课程为《创造性思维与创

新方法》和《创新思维训练》等。完成本级别课程的学习，学生应能够具备基本

的创意创新能力并能以创意创新的意识对待生活和学习。 

2.支撑级：主干课程为《创业基础》，拓展课程为《大学生创业基础》和《创

业管理-易学实用的创业真知》等。完成本级别的课程学习，学生应具备创业的

主动性与积极性，具备基本的创业知识。 

3.实践级：本级别主干课程为《创业实务》，拓展课程有《创业创新执行力》

和《创业管理实战》等。完成本级别课程的学习，学生应具备将创意转化为商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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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践的实际动手能力。 

（二）创新人才培养管理模式 

“三创”教育的改革和发展要求学校必须推进人才培养管理模式的改变和创

新，以培育“三创”教育发展的政策土壤。学校成立以校长作为组长的三创改革

领导小组，统筹相关部门进行了一系列人才培养管理模式的改革。包括：主动改

进学籍管理制度，实施弹性学制，允许保留学籍 1-2年休学开展创业；专门出台

《安徽信息工程学院大学生学科和技能竞赛奖励实施办法》、《安徽信息工程学院

学生课程替代和学分置换认定实施办法（试行）》、《安徽信息工程学院毕业设计

（论文）学分置换管理办法》、《安徽信息工程学院个性化培养实施和管理办法（试

行）》等重要制度文件来构建长效保障机制。课程替代和学分置换认定实施办法

明确规定学生参与创新创业实践活动所取得的优秀成果可以置换相应的实践类

课程（含毕业设计）。个性化培养实施和管理办法明确规定学科和技能竞赛获得

省级三等奖及以上（包含团队获奖）且所有专业理论课程均通过的学生，可提前

进入企业实习环节、延长企业实习时间或利用正常教学时间参与学科和技能竞赛、

教科研项目等科技创新活动。 

（三）加强“三创”实践平台建设 

实践载体缺失和实践载体资源发挥不充分是当前“三创”教育存在的问题之

一。我校在进行“三创”体系规划时，即分层设置并推进了各层的实践平台建设。   

在“创意创新教育”的塔基层，学校专门建设的大学生创意与创新中心（简

称“双创中心”）面积达 4500 平方米，能够同时容纳 500 名学生开展综合实践。

双创中心定位为校级学科竞赛综合实践平台，旨在通过支撑学生的学科竞赛及各

类创意创新活动来培养学生的创新意识、创新能力及实践动手能力。中心按照“一

学院一分中心、一分中心若干分室”的理念进行设置，各二级学院在双创中心里

设立学院双创分中心实体，结合校院两级学科竞赛体系设立若干分室。截止目前，

围绕学科竞赛的开展已设立 15 个分室。双创中心按照“一分室一社团”的理念

进行管理，每个双创分室均依托一个专业性社团并以学生社团的学生为主体进行

管理和运行，由学生开展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监督，现已实现 7*24 小时

的全天候开放式管理。 

在“创新创业教育”的塔身层，学校建成了大学生创业基地（广场）并面向

创业学生免费开放。中心持续完善学生创业服务机制，统筹校内外创新创业资源，

对自主创业学生实行持续帮扶、全程指导、一站式服务，包括提供政策宣传、信

息咨询、活动交流、项目申报、企业注册、资源对接等服务，为校内外交流与合

作提供纽带和桥梁，促进创新创业成果落地转化，实现创新与创业接轨，创业与

社会接轨。 

在“创业产业孵化”的塔尖层，学校专门成立大学生创业竞争力促进中心，

引入专业的创业投资基金，对种子期、初创期的创新创业团队给予支持，积极引

导学生创办的优质公司对接讯飞产投等投资公司，主动帮扶学生培育优质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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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构建创意创新能力培养三大载体 

“三创”教育的目标既是培养一部分学生的创业能力，更是培养所有学生创

意创新综合能力。因此，我校围绕学科竞赛、专利、项目构建了创意创新能力培

养的三大载体。 

1.学科竞赛载体：学校坚持重点突出明显、范围覆盖广泛的学科竞赛支持机

制，建立校院两级重点、一般两类学科竞赛体系，以重点竞赛为突破口，发挥核

心示范和成果引领作用；以一般竞赛为覆盖面，发挥创新创业文化熏陶、意识培

养、能力锻炼的普及性培养作用。 

2.训练项目载体：学校深入实施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项目，扩大覆盖面，培

养学生原始创新精神。在扩大项目覆盖面的同时，探索协同创新教育形式和创新

创业联动机制，为创新成果向创业项目转换提供必要条件支持。 

3.专利载体：学校鼓励“全校师生”参与实用新型、外观设计和发明专利等

知识产权申报，并设置了“专利写作”课程，通过“创”的过程引导学生创意能

力的发挥，通过“写”的过程引导学生创新能力的落地。 

 

四、“三创”教育的成效 
学校按照“金字塔”式培养体系框架，对标各层的建设目标，扎实落实各项

落地实践工作，在学科竞赛、专利、创业项目数量及其质量，乃至就业质量和社

会影响方面都取得了显著的成效。 

（一）学科竞赛成果显著 

近三年的“三创”教育实践表明，我校大学生学科竞赛参与度显著提高，其

获奖数量及层次显著提升，我校总体学科竞赛成绩位居安徽省本科院校第一方阵。 

以 2018年为例，2018年学科竞赛参与人数 3757人，占学生总数的 42%，参

与人次 8593 人次，较 2017 年的 6217 人次，增长 38%，学科竞赛覆盖面逐年提

高；近三年来，学科竞赛获奖数量快速增长，2018 年省级以上获奖总数 511 项

（国家级 43项，省级 468项）较 2017年的 332项（国家级 36项，省级 296项）

增长 53%。2018年 A、B、O类竞赛获奖总数 432 项（国家级 36项，省级 396项），

较 2017 年 291 项（国家级 32 项，省级 259 项）增长 48%。与 2017 年相比，除

了竞赛获奖数量的明显提升，2018 年学科竞赛更关注获奖质量的提升，全年省

一及以上获奖 93项，参与的 A类赛事排名均进入全省前 10，其中第十三届全国

大学生“恩智浦”杯智能汽车竞赛排名全省第一，第十二届“西门子杯”中国智

能制造挑战赛实现 A 类赛事国家级特等奖的突破，国赛成绩位居全省第四。 

以 RoboMaster 竞赛、西门子智能制造竞赛、恩智浦杯智能车竞赛等为例，

2017年 RoboMaster 竞赛中，我校连续战胜中科大、厦门大学等著名高校闯入决

赛并后续年份基本保持此成绩；2018年我校在西门子智能制造获得全国特等奖；

2017 年的恩智浦杯智能车竞赛我校成绩仅次于合工大，名列全省第二，2018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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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赛事我校成绩名列全省第一。 

（二）大学生专利数量和其质量持续上升 

我校以专利为载体进行学生创新教育，学生专利创新成果丰硕，专利数量和

质量在逐年持续上升，特别是发明专利的申报数量是逐年稳步上升，培养成效在

逐步提升。 

近三年，我校参加了三届芜湖市大学生专利创新大赛，共获得 144 个奖项，

其中特等奖和一等奖 9个。 

截止 2018 年 12 月 31 日，近三年全校师生累计申报的各类专利有 1872 件，

其中发明专利累计申报 650件。已累计获得授权的专利数达 679件，在省内本科

高校中名列前茅（其中 2017年位居全省高校第六位、2018年预估位居全省高校

第五位）。年度专利申请数量从 2016年的 359件/年增长到 2018年的 790件/年，

增幅 120%，其中年度发明专利申请数量从 2016 年的 78 件/年增长到 2018 年的

335件/年，增幅 329%；年度专利授权数从 2016年的 107件/年增长到 2018年的

358件/年，增幅 235%。 

以管理学院的发明专利“智能蜂巢储物柜”为例，此专利荣获芜湖市专利大

赛特等奖，并以此专利为基础的成果参加安徽省三创赛，获省赛特等奖，同时作

为安徽省仅有五件双创典型作品，代表安徽省参展教育部大学生双创十周年成果

展等。 

（三）创业孵化数量和质量明显提高 

我校从 2016 年建设创业孵化平台以来，共孵化创业项目（企业）101 项，

截止 2019年 3月 26 日在孵项目（企业）25 项，孵化出园项目 76项，涵盖科技

创新类、电子商务类、信息技术类、文化传媒及其他，并形成了数家优秀创业示

范企业。 

芜湖凤炎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于 2017 年 5 月入驻大学生创业孵化基地。公司

主营业务为 cosplay 道具、配件，服装等设计、制作与销售，承办展览展示，动

漫、游戏产品角色定制道具、产品雕塑设计、制作，工艺美术品设计、制作等业

务，公司拥有完整研发、制作设备和团队，具有独立开发设计、生产制作能力，

2018年营业额近 400 万元，市场前景广阔。 

芜湖安沚津信息科技有限公司于 2017 年 2 月入驻大学生创业孵化基地，公

司旗下拥有“速客出行”品牌：速客出行是一家为城镇人群提供安全便捷的公共

交通服务型企业，公司搭建智慧出行交通网络，推动文明县城建设并通过人工智

能和大数据相结合的科学方法改善城镇人群的出行现状。2018 年营业额近 200

万元，市场前景广阔。 

（四）就业质量具有显著竞争力 

我校已累计向社会输送 7000 名产业应用型人才，历年就业率保持在 98%以

上（安徽省 120 所普通高等学校前三），近三届毕业生平均起薪高于中国大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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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均起薪约 12%，人才培养质量得到了用人单位、社会各界广泛认可，为地方经

济社会发展提供了重要的人才支撑。 

（五）社会影响明显增强 

“三创”教育施行以来，成效显著，社会赞誉良好，自双创中心展厅建成以

来（2017 年 10 月），双创中心共接待安徽省副省长王翠凤，省人大常委会党组

副书记、副主任沈素琍，安徽省政协副主席、教育厅厅长李和平为代表的省市领

导及兄弟院校、企事业单位等各级各类参观 80 余场，受到广泛好评。王翠凤副

省长、沈素琍副书记均树大拇指点赞我校的办学成果，芜湖市贺懋燮市长评价我

校是一所“梦想的大学、应用的大学、市场的大学、能力的大学”。 

 

五、存在的问题及其展望 
尽管我校在“三创”体系的构建、实践及其成果方面呈现了一些特色，取得

了初步效果，但也存在一些不足需要进一步优化提升： 

1.“技术型创业”有待加强。我校当前的学生创业尽管也有一些围绕专业技

术开展，但整体占比还偏少。MIT发布的《全球一流工程教育报告》中的“后起

之秀”都在尝试“技术型创业人才”的培养。我们需要积极学习国外先进理念，

以“技术驱动型的创业培养”为路径，学习新加坡科技设计大学“4D”教育方法，

探索创业项目的课程融入，把创业项目作为课程之外的“第四维”设计活动的重

要组成部分之一，将技术驱动的创业实践作为“第三维”设计活动的一个项目。 

2.创业孵化基地的社会服务性有待加强。我校的创业孵化基地建成不久，当

前主要立足于校内项目培育及其指导方面，尚未开展对校外的服务，和政府、企

业等各类资源联动也不强。但创业孵化基地应是集研发服务、技术转移、成果孵

化、培养学生创新与创业能力的大平台，为大学老师和学生的科技成果转化提供

了一个平台，方便教师、研究人员、学生自行创办企业，转化成果，因此必须要

积极吸纳并利用各类优势资源通过实践、培训、指导等各种方式造就新型技术性

创新创业人才。 

3.师资支撑有待加强。我校在“三创”培养方面存在“三创”师资匮乏、企

业导师挂名多于做事等问题，而大学生创新创业最缺乏的就是经验和指导。因此，

必须要建立真正校内-企业成长双导师制度，既要结合专业特点聘请知名企业家、

创业成功人士、尤其是优秀校友来校兼职，更要结合自身的实践经验参与专业设

置论证，企业和学校共建课程体系，共建教学团队，共同制定培养方案和教学计

划，参与教学过程实施，对广大师生开展创新创业教育进行指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