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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自创新创业教育提出已经有接近百年的历史,对于培养创新创业人才各高校也纷纷总结了很
多有效的方式。作为培养普通高等人才摇篮之一的民办本科高校,在创新创业人才培养中存在毕业生能
力与社会需求脱节、创新创业体系不够完善、创新创业条件薄弱、师资力量实践经验不足等问题,需要
从构建创新创业人才培养体系、打造“双师型”教师队伍、激发学生创新思维等方面解决存在的问题,
从而落实创新创业,并收到成效,符合国家对应用型技术技能型本科人才的要求。
[关键词] 创新创业；创新创业问题；创新创业人才培养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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