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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高等教育的时代性强调高等教育要与时代“同频共振”,面对“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时代
浪潮,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应主动顺应创新创业这一时代主题,促进创新创业教育的发展,提升大学生的创
新创业能力。本文分析了目前高校创新创业教育存在的四个问题,探究思想政治教育对大学生创新创业
的影响以及如何立足新时代做好思政教育下的双创教育,致力于为国家、为社会培养出真正的创新创业
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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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的理论知识外,教师还要具备尽可能
丰富的创业经验、超前的教育教学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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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金帮扶以外,要利用好校友资源、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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