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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为更有效地提高人才的适应性,促进学生就业,近年来高等教育越来越重视创新创业教育,并尝
试将其与思政教育融合,两者相互促进,实现人才培养。通过思政课程的教育,能够进一步培养学生良好
的就业创业品质,并保证学生的创新创业教育工作方向的正确性。本文围绕高校创新创业教育与思想政
治教育融合路径研究展开论述,并在实践的层面提出具体的操作策略,以期提高学生创业创新能力的提
升,促进课程融合的教学成果,促进新时代高等教育人才实现全方面成长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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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order to more effectively improve the adaptability of talents and promote the employment of students,
higher education has paid more and more attention to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education in recent years, and
tried to integrate it with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and the two promote each other to achieve talent training.
Through the education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courses, it can further cultivate students' good employment and
entrepreneurial qualities, and ensure the correctness of students'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education. This article
focuses on the research on the integration path of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education and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and proposes specific operational strategies at the practical level, with a
view to improving students' entrepreneurial innovation ability, promoting the teaching results of curriculum integration,
and promoting the realization of higher education talents in the new era Growth and development in all aspects.
[Key words]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education;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ntegration pa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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