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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州市的公共自行车年底前即将在郑东新区
亮相，停车管理设施现已建设完毕。据悉，未来 3
年郑州市还将在四环内投放4万多辆公共自行车
并兴建相关设施。（见 10月 19日《河南商报》）

这项工程，“便民”光环萦绕，似乎值得期待。
据报道，每辆自行车价格为 1000元，郑州市购买
自行车要投四五千万元，加上建设相关设施，估计
没个两三亿元的一次性投入是拿不下来的，这还
不算后续养护费用。这么大的投入，却看不到可
行性论证与民意调查的公示，是很不妥当的。网
上大多数网民对此并不认可。详加分析，可以看
出这项工程似乎仅是“看上去很美”。

新浪网友＠Matengfei886评论说：“不适应郑

州市情，一不是旅游城市，二基础设施奇差，三人
口密度畸高，综上其结果可想而知。”＠Untitled
说：“郑州并没有多少人需要。”且不说郑州没那么
多游客，市民对公共自行车的需求就该打个问
号。郑州本身就是自行车、电动车大市，综合省消
防总队和郑州市交警支队提供的数据，保守估计
郑州市现有电动车300万辆，而自行车数年前已达
200万辆。郑州市每家都有1～2辆自行车或电动
车，加之私家车、公交、地铁以及不好禁绝的摩的
等交通工具，还会有多少人选择公共自行车？

公共自行车的押金、管理养护等问题，使得其
应用效果雪上加霜。＠竹影拂尘认为：“办卡时需
缴纳200元保证金，非郑州市民需缴纳300元保证
金，这相当于办卡的人自己买一辆车公用。”＠草
莓奶冻卷说：“也就三分钟热度吧，车胎没气，掉链

子，落灰尘，风吹雨打，谁来管理自行车。”从现在
的情况看，有关部门并未做好准备。约等于一辆
普通自行车价格的押金及充值金，也会把不少人
拒于门外。而让市公交总公司作为一项长期投入
的公益事业来进行繁琐管理和大量投入，显然不
可持续。

事实上，公共自行车此前在郑州至少已遭遇两
次“滑铁卢”。一次是2008年私人投资开设了一家
自行车租赁公司，采取的运营模式类似目前郑州市
的办法，但4个月后便以黯然贱卖自行车而收场；
另一次是2010年，《郑州市公共自行车系统规划研
究报告及试点方案》通过评审，计划到2012年底在
郑州建成区内建设1400个公共自行车取还点，但
无疾而终。＠祝福我闯天涯说：“预测（公共自行
车）一年后因无人看管、无人使用、无人维护而拆

除。”＠Goodbye_Juliet说：“担心用车人少，到最后
和街头IC电话一样被遗弃。”这些担忧不无道理。

另一种担忧则来自更为深层的经验性疑虑。
就在笔者写这篇评论的时候，媒体下述报道不绝
如缕：郑州东风路畔的上百棵上好柳树正在被砍；
纬一路、政二街、林科路等等许多街道的路面、地
砖正在被铲被换……尽管都有着“升级改造”的

“理由”，但“昨天种（铺）、今天砍（换）、明天再种
（铺）”，缺乏科学规划、长远考量、循环往复以至无
穷的郑州城建城管状况，却叫人不得不担心，公共
自行车会不会重复地砖、路面、立交桥、树木、BRT
这些“郑州式极端易耗品”的命运？

目前郑州市没有提供任何依据，缓解公众的
担忧，而这些担忧日复一日地在郑州的各种城建
工程中川流不息地变为现实。⑧7

□本报评论员 刘 哲

这是 10 月 20 日《中国纪检监察报》的一条
新闻：“多地省长书记曾建议别曝光，仍被中纪
委点名通报。”这条新闻给人的联想颇多，其中
那句有关“不怕处分怕丢人”的话，在笔者脑海
中久久挥之不去，不断反刍。

这句话在报道中是这样的：对于点名道姓
通报的威慑力，一些受了处分的干部深有感触：

“只要不点名道姓地进行通报，给个什么处分都
行，咱丢不起这个人。”在这一点上，河南省襄城
县纪委干部魏永涛也表示认同，“现在部分党员
干部不怕给个党政纪处分，而怕在一定范围或
网站上进行点名道姓通报，根本原因是怕丢人”。

乖乖，违反了党纪，却不怕处分怕丢人。这
是一种什么心理？笔者解读是，其一，蔑视规则
或者纪律；其二，太看重个人脸面。一句话，就
是轻规则重面子。

中国人看重面子，关于各种重面子的故事
和段子比比皆是，有为了面子比婚宴斗豪车的，
有比着摔珠宝撕钞票的，近期的版本有两个人
为了面子把一家餐馆的 60 多箱 800 瓶的啤酒都
打开了的，至于普通版的讲面子，比如心里不情
愿还要随份子等打肿脸充胖子的举止，更是车
载斗量，就是再往早追溯，孟子“齐人有一妻一
妾”里那个向扫墓人乞讨残羹剩饭的齐人，更是
个“鼻祖”。所以千百年来，一句谚语一直在流
传，那就是：打人别打脸，揭人别揭短。脸面包
含尊严，是无与伦比，无上光荣的。

如果由此说讲面子是一种人情世故，那其

实也没有什么，只要对社会无害。可关键是，如
今人们讲面子，变成了对规则的无视。对于面
子，林语堂先生曾有段入木三分的表述：中国人
的“面子”这个东西，无法向外国人翻译，无法为
之下定义。它像荣誉，又不是荣誉。它比任何
世俗的财产都宝贵。它比命运和恩惠还有力
量，比法规还受人尊敬。一些中国人正是靠这
种虚荣的东西活着。

而现在，从中纪委的反馈来看，在个别官员
眼里，面子似乎比规则和纪律还重要。对于违
纪者，当然需要中纪委当头棒喝，点名道姓，这
是真正的治病救人，否则一旦病入膏肓就晚了
也完了。面子是自己挣的，岂是别人给的？一
句话，一个人只有重视各种规则，遵守各种法
律，严守各种底线，才能从根本上不丢脸，有面
子，有尊严。⑧7

对于很多上了岁数的妇女来
说，这辈子最大的尴尬莫过于，在
婆婆地位很高的时候当了媳妇，却
又在媳妇地位越来越高的时代成

了婆婆。就拿带孙子来说，有些年轻爸妈生完孩子就
甩给父母带，并视之为天经地义，理解为“约定俗成”的

“潜规则”，甚至稍有不周，就少不了媳妇的一顿埋怨。
对这个“潜规则”，大多数父母本着“含饴弄孙”的

初衷忍耐了事，有的就未必了。话说广西陆川县 56岁
的杨金美，眼见着儿子媳妇一回家就玩手机，孩子一吵
闹就嫌烦，不给生活费不说，还一点都不领情。老人一
气之下将儿子儿媳告上法庭，要求他们支付“带孙费”。

“带孙费”打破的是一种温情默契，平时摆不上台
面的事情一下子张扬起来，乍一看，有点不近情理，但
站在杨金美的角度，抚养孩子是父母的法定义务，不是
爷爷奶奶的。况且，儿子儿媳的“家务啃老”的确过火，
用法律给他们上一课，也好教会他们责任与担当。不
过儿媳认为支付“带孙费”就是把亲情利益化了，虽然
说得上纲上线，却也“鞭辟入里”。

道德的事情找法律解决，早已屡见不鲜。曾有一
对夫妻约定，丈夫如果在 0 点至 7 点不归，须支付给妻
子每小时 100 元的“空床费”，法院裁定有效，予以支
持；新修订的《老年人权益保障法》规定子女应当“常
回家看看”，不常看望老人将属违法；苏州近日颁布
新规，子女如果不“常回家看看”，可能拿不到一分遗
产。法律本来是道德的下限，如今却需要用法律来
强制道德，我们是该慨叹道德的滑坡，还是该欣慰法
治意识的普及？

世上很多事情，本就无法量化，更不是钱的事儿，
尤其是道德。收点“带孙费”没什么，但道德需要法律
频频出手“相救”，是不是就有点什么了？⑧1（薛世君）

据《京 华 时 报》报
道，邢台市第五中学一
女生向媒体反映，这学
期的纯净水饮用费，她
按照老师的要求交了
50 元，但是学校并没有
开具票据。据了解，让
在校学生缴纳纯净水
饮用费，且交费不开票
据，在邢台市已成为普
遍现象。而教师职工
饮用的纯净水，则“由
厂家免费提供”。⑧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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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为古树绕道”
据10月21日《郑州晚报》郑州桐柏南路向

南穿过后河芦村，打通至长江西路，但正好有一
棵 300 多年的皂角树在规划的路中间。10 月 20
日，记者从施工现场获悉，桐柏南路主体工程基本
竣工，已有车辆、行人从此经过，古皂角树周围被垒
起花坛。实施绕道工程，项目部多投入近50万元。

郭元鹏：为古树绕道花50万元值不值？当然
值！这不仅仅是经济利益的问题，其牵涉的还有
生态、环保、文化多方因素。为古树绕道，恰恰是
我们这个时代呼唤的工程施工底线。建设中难
免还会出现“路到树前”的尴尬，不可能每个施工
方都会停下挖掘机倾听群众意见，这就需要从法
律的角度对工程施工设定一个“为古树让路”的规
矩。但愿“工程为古树绕道”能在人们的心中扎
根，而不仅仅是孤单单的个例感动。⑧7

关键词“扶老人险”
据 10月 20日央广网 近日，支付宝悄然

在“我的保障”中新增了一个扶老人险，仅需支
付 3 元就能享受一年期的扶老人险，其间最高
可获 2 万元法律诉讼费用，并提供全年法律咨
询服务。引得不少网友直呼：妈妈再也不用担
心我出门扶老人被讹了！

关育兵：该险种仅上线三天，就有 2.6 万人
投保，其中 2.4 万投保用户为 80 后和 90 后。年
轻人占投保的大头与他们的网络消费习惯有
关。但除此之外，有没有其他原因？从见诸媒
体的报道来看，面对倒地的老人，年轻人扶起来
的热情，要高于其他人群。某种程度表明，或真
或假的扶老人事件，并未阻挡他们助人为乐的
信心。这显示了年轻一代的责任担当，有这样
的能量，我们的民族就会充满希望！⑧7

关键词“夺命购物”
据 10月 20日《环球时报》 10 月 19 日，香

港发生一起内地客被导游团导游及“不明人士”
围殴的事件，起因是一名内地客逛珠宝店因“嫌
贵不买”起争执，随后遭神秘男子拖出店围殴。
重伤后的该男游客经留医抢救近 24 小时，于次
日 10 时许终告不治。案件也已改列谋杀案。

司马童：众多旅游服务机构将“旅游”与“购
物”的强行嫁接，是引发各种旅游纠纷、阻碍旅游正
常发展的一大症结。通过“夺命购物”这一惨痛的
教训，若能刺激相关部门迅速决断，把“纯粹旅游”
作为提升旅游质量、强健旅游发展步伐的重要工
作，才能标本兼治，让“夺命购物”不再发生。⑧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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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自行车不能只“看上去很美”

缘何“不怕处分怕丢人”

安阳师范学院：以创新创业引领学校科学发展全面提升
2012 年，被共青团中央、中华

全国青年联合会、国际劳工组织联
合授予“大学生 KAB 创业教育基
地”，被河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
障厅、河南省教育厅授予大中专毕
业生就业工作先进集体；2011 年以
来，连续四年荣获安阳市全民创业
先进单位；2014 年,获得河南省大
学生就业市场豫北分市场承办资
格；2015 年,被确定为安阳市“大学
生就业创业培训”定点单位，在河
南高等教育就业公信力调查评选
中荣获“河南高等教育就业质量最
佳示范院校”称号。一直以来，安
阳师范学院高度重视大学生创新
创业工作，用创新创业引领学校科
学发展全面提升。

抓核心
完成人才培养方案修订

实施创新创业教育，人才培养
方案修订是关键。安阳师范学院
从 2013 年 12 月到 2015 年 8 月，经
过调研国内 30 所院校人才培养方
案和分析 2010 版人才培养方案，
邀请高校、企业校内外专家，对《安
阳师范学院关于修订 2015 版人才
培养方案实施意见》（讨论稿）进行
论证，最终形成了《安阳师范学院
2015 版人才培养方案》，方案共包
含 52 个本科专业人才培养方案和
创业教育二级学院试点单位 8 个
本科专业人才培养方案。

安阳师范学院 2015 版人才培
养方案突出学生的自主性选择、个
性化培养和多样化发展，主要特点
是：一是分类培养，最大程度满足
学生成长需求。根据学生个性发
展需要和职业发展导向，着重培养
扎根基础教育的优秀人才、行业企
业急需人才、学术后备人才和适应
现代市场需求的创新创业人才四
类人才。实施卓越教师人才培养
计划、卓越汉字文化创意人才培养
计划和卓越创新创业人才培养计
划。二是强化实践，让学生在活动
中增长才干。提高实践教学学分、
学时比例。确保人文社科专业实
践教学环节学分、学时占总学分、
学时的比例由 20%提高到 24%，理
工科专业实践教学环节学分、学时

占总学分、学时的比例由 30%提高
到 32%。以提高实践能力为重点，
加强校校、校地、校企之间的深度联
合，强化实习实践教学。在第四学
年，一体化设置毕业论文（设计）与
实习工作。在实践教学平台设置
综合实践模块。围绕人才培养定
位，构建全员、全过程、全方位育人
格局，将党课团课、科研训练、素质
拓展、创新创业、社会实践等第二课
堂活动纳入人才培养方案，实施

“学生成长六大工程”，推进“一院一
品”活动，共同促进学生成长。三是
突出创业，为学生创新创业提供舞
台。构建了以项目训练为统领的
通识教育课程、创业教育课程和专
业教育课程三位一体的人才培养
方案，构建了“点面结合”的创业教
育类课程体系，即在创业教育二级
学院的课程体系上设置“创业教育”
课程模块，着力强化创业教育知识
和能力，在全校本科生的课程体系
上设置创新创业课程自选模块和
大学生创业基础必修课程，培养创
新创业意识。

抓示范
成立创业教育类学院

在创新创业教育的实施过程
中，安阳师范学院发扬特区精神，
通过设立创业学院和遴选创业教
育二级学院来带动学校创新创业
教育的实施。

安阳师范学院依托商学院成立
了创业学院。创业学院的任务是：
面对全体学生，采取课程+项目训
练的方式，开展创新创业通识教育，
组织创新创业活动，全面提升大学
生的创新意识和创业灵感；面对有
创新创业意愿的学生，开展创业实
训实践，提供创业指导、信息服务、
场地支持等，着力培养“有担当、会
管理、能经营”的高素质创业人才。
目前创业学院机构、场地、人员、经
费基本到位，安阳师范学院还设立
创业基金 30万元，2000平方米的融
创客空间、创意讨论区、创业仿真实
训区、创业公共服务区、创业项目孵
化区、创业成果展示区于一体的大
学生创业生态园正在招标建设中，
创业学院组织参加了全国“互联

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推荐 22
个参赛项目。在省教育厅、省人力
资源和社会保障厅、省科技厅联合
举办的“云台山杯”2015 中国河南
—美国区域高校大学生创新创业
大赛中，学院选送的两个创业团队
——“青春网”和“安阳易网电子商
务有限公司”均获大赛优秀奖。

2015 年 5 月，经学院申报、专家
评审、党委会研究审议，安阳师范
学院确定传媒学院、软件学院、经
济学院 3 个学院为学校首批创业
教育二级学院试点单位。制定出
台了《安阳师范学院关于建设创业
教育二级学院的实施意见》，目的
在于设立一个特别的教育教学改
革实验区，以二级学院为基本实施
单位，全力推进以创新创业人才培
养体制为核心的教育教学综合改
革，重构教育教学和课程体系,创新
教学方法,强化实践教学,从人才培
养、科学研究、服务社会、产教融合、
师资队伍、就业创业 6 个方面 27 个
建设任务上试点先行，示范引领，探
索和积累转型发展的成功经验和
有效举措，为全校转型发展树立榜
样。要求经过4年（2015-2019年）建
设，基本形成适应经济社会发展需
求、创业教育与专业教育相互融合
的教育教学新体系，学生创业精
神、就业创业能力显著增强，逐步
成为具有一定知识创新、科技开
发、产品孵化优势，社会服务能力
较强的二级学院,为把学校建设成
为在省内有地位、国内有影响的创
业教育示范高校打好坚实基础。
目前 3 个创业教育二级学院涵盖
学校 8 个本科专业、2 个专科专业，
分别对应文化创意、互联网+、经贸
物流三大河南战略新兴产业，参与
学生达 6000 多人，占全校学生的
30%，拥有特色专业、实验教学示
范中心、精品课程等校级、省级本
科教学与质量工程项目 15 个，与
行业企业联合共建了 21 个校外实
习实训基地。以创新创业为引领
的人才培养方案，经国内外 20 多
名知名学者和行业企业专家审阅
修改，已通过学校教学指导委员会
审定，颁布实施。

2015 年，安阳师范学院院长黑
建敏分别与首批设置的创业教育

二级学院试点单位传媒学院、软件
学院、经济学院的负责人签订了建
设目标任务书。

重协同
推进校企合作产教融合

安阳师范学院积极探索建立
校企合作、产教融合的协同育人新
机制，吸引社会资源投入创新创业
人才培养。2015 年 6 月,学校加入
清华大学发起成立“中国高校创新
创业教育联盟”，成为全国首批 137
所联盟高校之一。

与此同时，3 个创业教育二级
学院成立后，加强了与企业行业的
联系，传媒学院分别与北京贯辰集
团公司、安阳广播电视台第五频
道、土土视觉传媒公司等 5 家企
业；软件学院分别与北京蓝鸥科技
有限公司、洛阳惠普公司等 8 家企
业，经济学院分别与河南通用国际
集团、豫北跨境电商产业园等 12
家企业签订了合作协议，建立了实
习实训基地。其中土土视觉传媒
公司在传媒学院设立了工作站，日
播的《生活传真》栏目入驻传媒学
院，该栏目播出量大，任务密集，师
生广泛参与，师生在主题策划、节
目录制、主持、配音等方面得到较
强的锻炼，提升了在采编播导表演
方面的专业能力。软件学院与惠
普-洛阳国际软件公司的合作已经
进入了第二年，首批 36 名学生入
驻惠普-洛阳国际软件人才及产业
基地学习企业置换课程半年，实习
毕业后，绝大多数学生留在了 IT 行
业，就业薪酬平均达 6000 元/月以
上，目前第二批经过选拔的 51 名
学生马上就要出行入驻。经济学
院与河南通用国际集团合作在学
校 建 设 了 省 级 电 子 商 务 示 范 基
地——“豫北跨境电商孵化及人才
培养基地”,承办了安阳市第一期跨
境电商 B2C 培训暨 Alibaba 全球速
卖通课程培训，实现了专业知识现
场教学、专业技能智能测评、学生创
业就业于一体的人才培养新模式。

为进一步推进产教融合，加强
应用型研究与服务，2014-2015 年
全校完成应用型研究项目 146 项，
获得企业行业横向研究课题 11 项，

获得经费资助 280 多万元，发表创
新创业论文 12 篇。其中由安阳师
范学院副院长姚远峰教授主持申
报的《河南地方本科高校转型发展
研究》获得河南省教育科学规划
2015 年重大招标课题，将为学校的
转型发展奠定坚实的理论基础。

抓关键
加强“双师型”队伍建设

“双师型”教师是促进学校创
新创业教育的重要举措。安阳师
范学院出台了一系列举措打造“双
师型”教师队伍。鼓励考证，鼓励教
师积极参加国家职业资格证考试
或相关职业任职资格培训，获得相
应的资格证书，增强自身的实践经
验与技能。校内培训，引入外部培
训机构在校内建立培训基地，组织
教师定期参加社会实践、创业教育
等技术培训。同时加强社会实践
教学研究活动，充分利用学校现有
的优秀“双师型”教师或外聘教师，
对有兴趣从事实践教学的教师进
行初级培训，以老带新，互帮互学，
共同提高。校外进修，选派教师去
企业事业单位的一线进行实践锻
炼，顶岗培训，了解企业现代生产、
管理过程，体验企业生产氛围，提高
专业技术素质，达到“双师型”教师
的要求。目前已有 8 名教师到企业
挂职锻炼。引进人才，按照“培养骨
干、校企合作、专兼结合”的原则，引
进和聘任 120 多名有实践工作经
验，又有较扎实理论基础的高级技
术人员和管理人员到学校任教，承
担课程教学、讲座、讲学及实践教学
等活动。目前，学校专任教师 1060
人，其中“双师型”教师 253人，占专
任教师总数的 23%。

重保障
加大经费投入和质量监控

创新创业教育的实施，需要物
质条件的保障。创新创业教育的
效果，需要对执行的过程进行监控。

安阳师范学院一方面大力加
强教学基本设施建设，集中优势资
源，努力改善教学条件，并优先保
证创业教育二级学院教学行政用

房、实验和实训场所、图书资料室
等建设。在南校区投资近 1 个亿
的大学生创新创业大楼正在规划
建设中，为培养高素质的创新创业
应用型人才提供了条件保障。学
校坚持优先安排教学经费，不断加
大日常教学经费的投入，四项教学
经费逐年递增，并向创业教育二级
学院大幅倾斜，创业教育二级学院
生均四项经费有较大增长。2014
年和 2015 年学校仅在本科教学与
质量工程和教学院部投入经费就
达到了 1622 万元和 1639 万余元。
同时，根据《河南省财政厅、教育厅
关于下达 2014 年本科学校转型发
展试点引导资金的通知》精神，科
学合理地安排河南省第二批专业

（集群）转型试点专项 200 万元经
费项目的预算和使用工作，为支持
创业教育二级学院的建设，学校每
年配套 120 万元专项支持资金，切
实保证创业教育二级学院转型发
展试点工作的扎实开展。

另一方面，根据创新创业应用
型人才的培养规律，特别制定了包
括 6个方面 27项指标的评估指标体
系，对各个教学环节提出了具体的
要求，做到“监有标准，控有效果”。

抓效果
成就学生创新创业

一直以来，安阳师范学院高度
重视大学生创新创业工作，认真贯
彻落实国家“大众创业、万众创新”
发展战略和“大学生创业引领计
划”。学校每年设立 30 万元大学生
创业基金，并制定出台了《安阳师范
学院大学生创业基金管理办法》，为
学生创业提供支持；聘请校内外创
业指导师、优秀校友、商界精英开设

“创业大讲堂”等知识讲座和报告会
52 场；积极开展创业培训与实践活
动，开设了“SYB”、“KAB”、“GYB”
创业培训班 14期，1000多名学生受
训；培育和孵化学生创业项目 24
项，有 8 个创业项目入选河南省大
学生自主创业引导专项资金扶持
项目，其中 2013 年、2014 年 5 个项
目获批资金 43万元，2015年获批的
3个创业项目扶持资金等待下发。

学生积极参与申报大学生创新

创业基金项目。几年来，学生申报
大学生创新创业基金项目共立项资
助 276 项，其中国家级项目 168 项。
在已结项的项目成果中，发表论文
107篇，其中 33篇被 SCI、EI收录；获
得专利1项；获教育部优秀奖1项。

学生参加各类专业学科竞赛成
绩喜人。全国大学生数学建模竞
赛作为教育部倡导的大学生九大
学科竞赛之一，学校近年来共获得
全国二等奖 9 项，省级奖励 124 项。
全国大学生英语竞赛成绩斐然，学
校共获得全国特等奖 3 项，一等奖
14项，二等奖 41项，三等奖 82项。

学校在“挑战杯”大学生课外
学术科技作品竞赛、“创青春”大学
生创新创业大赛中获得国赛金奖 1
项，并获得 1 万元现金奖励以及 10
万 元 创 业 基 金 授 信 ，国 赛 银 奖 1
项、国赛铜奖 3 项，省赛金奖 6 项、
省赛银奖 3 项、省赛铜奖 4 项。在
2015“互联青春 创梦未来”首届中
国青年互联网创业大赛全国决赛
中，入选全国百强青年互联网创业
项目，并获大赛铜奖。

在创新创业的氛围中，安阳师
范学院涌现了一批创新创业的典
型。2012 届毕业生江毅负责的安
阳市天地人有限公司，每年实现利
润 15 万元以上，成为河南省大学
生创业典型，参加了全省大学生创
业巡回报告团；2015 届毕业生陈
新刚负责的安阳易网电子商务有
限公司，成立两年来，发展势头强
劲，其项目获得了全国“挑战杯”大
学生创新项目金奖、河南省创业设
计比赛优秀奖；传媒学院学生史子
阳创办了安阳市安艺传媒有限公
司，张艳钊创立了中国“品爱主持”
团队，张书朋成立了河南大象融媒
集团，运营情况良好。

安阳师范学院院长黑建敏表
示，安阳师范学院大力推进创新创
业教育,是服务于创新型国家建设，
适应和引领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
重要战略；是深化教育教学改革，激
发办学活力，锻炼创业能力，培养创
业精神的重要途径；是落实以创业
带动就业，促进毕业生充分就业、自
主创业的重要举措，是顺应世界高
等教育发展新趋势，推动学校科学
发展全面提升的重要抉择。

本报记者 李树华 本报通讯员 王卫民 苗红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