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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伴随着我国针对学习型社会、终身学习体系目标构建的进一步提出,也逐渐成为推动高校教育发
展的必然趋势。近些年的发展来看,随着高校毕业生人数的不断增加,所面对的就业压力也逐年增大,由此,
在高校的课程教育教学当中,则需要结合现实社会的发展需要,将创新创业教育与高校思政教育有效融合,
也只有这样,才能够进一步提升学生进入社会中的就业率,为其后期走向工作岗位打下坚实的理论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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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further development of the goal construction of learning society and lifelong learning system
in China, it has gradually become an inevitable trend to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higher education. Judging
from the development in recent years, with the increasing number of college graduates, the employment pressure
they face is also increasing year by year. Therefore, in the course education and teaching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it is necessary to combine the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education with th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effectively. Only in this way can we further improve the employment rate of
students entering the society and lay a solid theoretical foundation for their later employ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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