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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高职院校专业社团是校园文化建设的重要载体,开辟学校育人的第二课堂,对培养学生的创新
思维、创新意识和创业实践能力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在培养学生创新创业能力时,探索依托专业社团
开展创业知识培训,搭建创新创业竞赛平台,完善服务保障机制,加强专业社团与社会的对接,提升学生创
新创业实践能力。本文就基于专业社团的高职学生创新创业能力培养模式进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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