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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成果简介（可加页） 

成 

果 

曾 

获 

奖 

励 

情  

况 

获 奖 

时 间 
奖项名称 

获 奖 

等 级 

授 奖 

部 门 

学校获奖 

2018年 

“三位一体、三创融

合、开放共享” 创新

创业教育体系和平台的

创建 

2017北京市高等

教育教学成果奖

特等奖 

北京市

教委 

2016年 清华大学双创示范基地 
全国首批双创示

范基地 
国务院 

2016年 
全国首批深化创新创业

教育改革示范高校 
国家级 教育部 

2016年 
全国创新创业典型经验

高校 
国家级 

教育部 

2015年 
第一批全国高校实践育

人创新创业基地 
国家级 

教育部 

2002年 
教育部创业教育试点院

校 
国家级 

教育部 

2016年 
中国“互联网＋”大学

生创新创业大赛先进集

体奖 

国家级 教育部 

2017年 
全国高校创业促进典型

高校 

国家级 共青团

中央 

2016年 
第一批北京地区高校示

范性创业中心 

省市级 北京市

教委 

2016年 
北京市“互联网+”大

学生创新创业大赛优秀

组织奖 

省市级 
北京市

教委 

2016年 
跨学科交叉融合的创新

创业教育理念与实践 

2016清华大学教

育教学成果奖一

等奖 

清华大

学 

部门或平台获奖 

2013年 北京高等学校示范性校

内创新实践基地 

省市级 北京市

教育委

员会 



 

2015年 北京市中小学生实验实

践课程基地 

省市级 北京市

教育委

员会 

2013年 北京市科普基地  省市级 北京市

科学技

术委员

会 

2014年 中关村国家自主创新示

范区创新型孵化器 

地区级 中关村

科技园

区管理

委员会 

个人获奖 

2014年 QS全球教育创新大奖 国际奖 国际教

育评级

组织 

2015年 UNESCO教学方法创新

大赛最佳报告奖 

国际奖 联合国

教科文

组织

IITE研

究所 

2016年 中国“互联网+”大学

生创新创业大赛筹备工

作贡献奖 

国家级 教育部 

2016年 中国“互联网＋”大学

生创新创业大赛优秀创

新创业导师奖 

国家级 教育部 

2016年 北京市“互联网＋”大

学生创新创业大赛优秀

创新创业导师奖 

省市级 北京市

教委 

2013年 宝钢优秀教师奖  宝钢集

团 

2007年 宝钢教育优秀教师奖 特等奖 宝钢集

团 

2016年 校级先进工作者 校级 清华大

学 

2010年 北京高校育人标兵 省市级 北京市

教工委 



 

2012年 全国高等学校创业教育

工作先进个人 

 中国高

等教育

学会 

 

    

成果 

起止

时间 

起始：  1998  年 1  月           实践检验期: 4年 

 完成：  2014  年 3 月 

1.成果简介及主要解决的教学问题(不超过 1000字) 
 

成果简介： 

21 世纪是创新创业的世纪，创新创业教育是全球高等教育的热

点和重要发展趋势。《关于深化高等学校创新创业教育改革的实施

意见》（国办发〔2015〕36 号）指出：“深化高等学校创新创业教

育改革，是国家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推进高等教育综合改革的

重要举措 ”。 

清华大学开展创新创业教育的传统由来已久，1998 年举办了亚

洲第一个大学生创业计划大赛，1999 年被团中央推广到全国。在二

十年的创新创业教育实践中，不断研究世界高等教育的发展趋势，

结合我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思考和探索创新创业教育在高等教育

中的定位和实践。 

（1）首次提出了“三位一体、三创融合、开放共享”的创新创业

教育理念。 

（2）创建了价值塑造、能力培养和知识传授“三位一体”创新创

业教育体系，首创“挑战性学习课程”促进创新教育融入专

业，首创“技术创新创业辅修专业”探索学科交叉人才培养

的新机制。 

（3）创建了多学科联动的创意、创新和创业“三创融合”校级协

同教育平台。 

（4）创建了产学对接的全社会“开放共享”创新创业教育支撑平

台。 

项目实施以来，创新创业教育学生受益面和受益深度显著提

高，涌现出了大批优秀学生创新创业团队，创新创业教育成果多次

获党和国家领导人的肯定。教学成果鉴定会评价为“我国创新创业



 

教育领域的重大标志性成果，系统性和示范性强，成果推广应用广

泛，取得了重大的社会效益，引领着我国创新创业教育领域的发展

和进步，产生了重大的国际影响。推荐申报国家级教学成果特等

奖。” 

主要解决的教学问题： 

本项目的实施，聚焦我国高校创新创业教育存在的以下突出问

题和挑战： 

（1）对高校中开展创新创业教育的意义和目标认识不清。落在创新

创业上，没有落在育人上，导致两种倾向，一是“不认同这一

理念，因此对创新创业教育有抵触情绪”，二是“对其育人本

质认识不清，片面追求学生办公司和融资数量”。迫切需要厘

清认识，达成共识。 

（2）如何处理创新创业教育和现有人才培养体系的关系？是少数人

的专利（游戏），还是大学教育的一个横切面？此外，还存在

“重知识传授，轻价值塑造和能力培养”、“与专业教育两张

皮”等挑战性问题。迫切需要探索全面融入现有人才培养体系

的模式。 

（3）对怎样达成创新创业育人的目标及教育模式比较茫然。既有的

院系学科知识条块分割、高校和产业间的“围墙”必然是创新

创业教育目标达成的天然壁垒，怎样打通学科及产业界限？迫

切需要探索建立跨越学科界限、跨越产学界限教育平台的机

制。 

 

2.成果解决教学问题的方法(不超过 1000字) 

 

（1）广泛深入调研，明晰创新创业教育本质。清华大学在国内外开

展高校创新创业教育需求和培养模式的调研，并专门召开全校

性教育教学研讨会深入研讨，逐渐明晰了创新创业教育是融入

大学各项核心职能的一个崭新维度，其本质是育人，梳理了价

值塑造、能力培养、知识传授“三位一体”的创新创业人才培

养目标，即：以独立、首创、勇气、包容和责任为核心的价值

塑造，以创新力、执行力和领导力为核心的能力培养，以及以

跨界学习为核心的知识传授。 



 

（2）融入培养体系，创建“三位一体”的创新创业教育体系。引入

基于成效教育 OBE（Outcome Based Education）实现矩阵，指

导第一课堂和第二课堂的教学设计，建设创新创业通识课、专

业课、训练项目和赛事等环节，使得创新创业教育覆盖育人全

过程；针对专业课程的教学，建设“挑战性学习课程”，围绕

专业领域的挑战性问题进行教学设计，培养勇气、挑战和创新

的精神和能力，使得创新教育覆盖全校所有院系；开设“技术

创新创业辅修专业”培养创新创业的“科班生”，采用跨院系

联合主任制，依托校级平台，探索学科交叉人才培养的新机

制。 

（3）跨越学科界限，创建“三创融合”的校级协同教育平台。创新

创业教育需要突破院系学科知识的界限，校团委、基础工业训

练中心等跨越院系的部门依据各自的职能特点建设了若干校级

创新创业教育平台，融合不同院系的教师和学生，实现学科交

叉并探索跨学科育人管理机制。此外，明晰了“志趣驱动是大

学生创新创业的本质”，因此清华大学提出创意、创新、创业

“三创”的概念，并特别关注“创意产生”，并在 2010 年创

建了以“激发兴趣”为主的清华大学未来兴趣团队，同年创建

了以“技术创新”为特色的清华 iCenter，2014 年创建了推动

大学生创业教育的“创+”平台，给有创新创业志趣和能力的

学生提供了创意激发、产品实现和创业指导的全价值链培养和

全方位支持。 

（4）打通大学围墙，创建全社会“开放共享”的教育支撑平台。创

新创业教育还需要突破高校和产业间的屏障，互通师资、课

程、资金等教育要素。创新创业教育由谁来教？“围墙”外具

有丰富实战经验的企业家、投资家等也应该进入创新创业教育

生态圈，清华大学提出“教师+”、“课程+”等概念并建立了

引入机制。同时，发起成立中国高校创新创业教育联盟，成立

中国创业学院在线教育频道，向社会开放优质创新创业教育资

源。 

 

3.成果的创新点(不超过 800字) 
 

（1） 首次提出了“三位一体、三创融合、开放共享”的创新创业教

育理念，探索了创新创业教育“培养什么样的人”和“如何培

养人”的核心问题。明晰了创新创业教育是融入大学各项核心



 

职能的一个崭新维度，其本质是育人，培育具有开创性的人

才；提出了价值塑造、能力培养和知识传授“三位一体”的育

人目标，创意、创新、创业“三创融合”的育人模式和全社会

“开放共享”的协同育人理念；明确了建立跨越学科界限和产

学界限的机制和模式是开展创新创业教育的必经之路。 

（2） 创建了价值塑造、能力培养和知识传授“三位一体”的创新创

业教育体系。基于 OBE（Outcome Based Education）的实现矩

阵，设计了创新创业通识课、专业课、训练项目和赛事等环

节，覆盖第一课堂和第二课堂，融入人才培养全过程；首创

“挑战性学习课程”，围绕专业领域的挑战性问题进行教学设

计，培养勇气、挑战和创新的精神和能力，覆盖全校所有院

系，促进创新教育融入专业教育；首创“技术创新创业辅修专

业”，采用跨院系联合主任制，依托校级平台，探索学科交叉

人才培养的新机制。 

（3） 创建了多学科联动的创意、创新和创业“三创融合”的校级协

同教育平台。建立了以“创意激发”为主的未来兴趣团队、

“技术创新”为侧重的全球最大校园创客空间 iCenter 和支撑

学生在真实环境中“创业”的“创+”平台，成立创新创业教

育协调委员会统筹平台间的资源共享和优势互补，面向全校学

生提供了从创意、创新到创业的全价值链成长通道，也成为跨

学科交叉育人的抓手。 

（4） 创建了产学对接的全社会“开放共享”教育支撑平台。在校

内，建立了“教师+”、“课程+”等机制，引入企业家、投资

家等社会资源，构建打通“学校围墙”的创新创业生态圈；在

校外，在全国首次倡议并发起成立了 180 余所高校和 60 余家

企事业单位组成的“中国高校创新创业教育联盟”，在全国首

次建立了中国创业学院在线教育频道，上线课程 53 门，选课

用户 80.27 万人次，线下线上共同促进创新创业教育优质资源

的全社会开放共享。 

 

4.成果的推广应用效果(不超过 1000字) 

 

经过多年努力，本项目提高了清华人才培养质量，产生了重大

社会效益和国际国内影响，包括： 



 

（1）创新创业教育学生受益面大，受益程度深，毕业学生获社会高

度认可。 

双创教育第一课堂（3 门通识课、60 门挑战性学习课、150 门

双创专业课和 3 个学科交叉“技创辅”专业）年选修逾 7000 人

次，对价值塑造和能力培养贡献较强的课程占 90%以上，学科交叉

课程超过 70%。第二课堂（7 个双创品牌赛事和活动，30 余双创训

练项目，100 多个科技创新赛事，115 个企业联合创业实习基地）

年参与 6800 人次。总共提供近 18000 平米的空间，为近 700 支注

册团队年提供 420场 28500人次的培训，近 4年帮助学生融资累计

近十亿元。 

2017 年，11 名清华年轻校友被美国《福布斯》杂志评为 2017

年度“亚洲 30 岁以下杰出创新创业人才”。2006 级本科生印奇以

“旷视科技（Face++）”CEO 的身份，受邀参加李克强总理主持召

开的经济形势座谈会，成为中南海一场会议中最年轻的与会者。 

（2）宣传推广创新创业教育理念和模式，示范性、辐射力和引领性

强，产生了重大社会效益。 

 成果完成人在国内外双创教育研讨会上作特邀报告或大会报

告 20余次，发表双创教育研究论文 36篇，承担双创教育研究项目

9项，辐射全国宣传了双创教育理念、营造了浓厚氛围。 

“清华学生创客”已成为全国双创教育的品牌，2015年 5月 4

日（五四青年节），李克强总理给清华学生创客回信，勉励他们

丰富创客文化、播撒创客种子。学生团队“青橙创客”的三创研

学活动遍布 20 多个省市的学校，包括广西桂林、甘肃平凉、山东

菏泽等西部和贫困地区，让近 7万名师生感受创客文化。 

发起成立了 180 余高校和 50 余企事业单位组成的“中国高校

创新创业教育联盟”；发起成立了 100余高校工程实践与创新基地

组成的“中国创客教育基地联盟”，彰显了引领作用。 

双创教育理念和模式在浙江大学等 11 所高校中应用，成果获

科技部认定通过。中国创业学院频道已上线 53 门创新创业课程，

选课用户 80.27万人次。 

（3）清华创新创业教育获得社会的广泛关注，在国际国内产生重大

影响。 

清华大学创新创业教育平台拓展到了美国，与华盛顿大学共

建位于西雅图的清华大学全球创新学院（GIX），产生了重大国际



 

影响。2015 年 9 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西雅图向 GIX 赠送水

杉，祝福两校友谊常青，祝愿 GIX茁壮成长。 

2015 及 2016 年，首届及第二届全国双创周主会场，李克强总

理两度考察清华大学首批国家级双创示范基地展区，清华大学均

作为主会场核心展区唯一高校参展。 

近年来，清华获得了双创教育方面几乎所有的国家级荣誉：

包括“首批国家级双创示范基地”、“全国首批深化创新创业教

育改革示范高校”等。 

 

  



























 

五、评审意见 

评 

 

审 

 

意 

 

见 

高等教育国家级教学成果奖评审委员会主任委员 

签字： 

年    月    日 

 

审 

 

定 

 

意 

 

见 
签字： 

年    月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