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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大学生自主创业作为提升我国创业率和解决就业问题的重要前提,具有很强的正外部性。在保
障创业者能够自主创业的同时,也应该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和岗位,满足更多人的就业需求。这种局面的
存在也对加速知识转化成果、转变大学生的就业观念有着重要的影响。为了更好地促进大学生自主创
业,各个地区的政府出台了一系列扶持政策,这为大学生自主创业提供了充分的就业保障。基于此,本文
就主要从影响大学生自主创业的因素这个角度为切入点,通过分析其影响因素,提出有益的政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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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s an important premise for improving the entrepreneurship rate and solving the employment
problems in China, college students have a strong positive externalities. While ensuring that entrepreneurs can
start their own businesses, they should also create more employment opportunities and jobs to meet the
employment needs of more people. The existence of this situation also has an important impact on accelerating
the knowledge transformation achievements and changing the employment concept of college students. In order
to better promote college students to start their own businesses, the regional governments and various regions
have issued a series of supportive policies, which provides sufficient employment guarantee for college students
to start their own businesses. Based on this, this paper mainly start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factors affecting
college students' self-employment, by analyzing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and puts forward useful policy
sugges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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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往是占据首位的,在选择自主创业内容的过程中它大多数时候

如今,大学生创业已经成为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它们

都比能力更重要,职业兴趣是决定大学生自主创业发展的关键

既是丰富就业资源的供应商,又是先进生产力的代表。鼓励大学

性因素。从相关研究数据也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选择一个自己

生自主创业,不仅可以促进我国经济结构的优化,还可以实现复

感兴趣的职业,一个人的工作能力在工作过程中能发挥80％以

合型人才培养的目的。然而在扶持大学生自主创业的过程中,

上；而选择一个自己不感兴趣的职业,最多只能发挥20％-30％

当地政府扶持政策的推出存在一定的问题,导致不少辅助策略

的能力,还容易出现一些工作敷衍、态度消极等问题。因此,如

没有达到预期的目标,为此,政府在颁布相应的扶持政策时,应

果大学生没有一个清晰的自主创业规划,容易在初期的自主创

该结合大学生自主创业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制定针对性的扶持

业选择中,违背自己的学习兴趣,导致大学生毕业之后对自己的

政策,从而帮助大学生提升自主创业的成功率。

工作不满意,甚至出现辞职或跳槽行为。由此可见,职业兴趣与

1 影响大学生自主创业的主要因素

[1]
大学生的职业价值观、职业满意度等有着密切联系 。

1.1职业兴趣对大学生自主创业的影响

1.2信念对大学生自主创业的影响

兴趣是一个人对客观事物的选择性态度,是一个人对需要的

信念是人们的认知、情感以及意志三者相统一的意识,它可

情绪的表现。而职业兴趣则指的是一个人在职业选择的过程中对

以在人们做出选择之后坚定这种行为的心理或思想。但信念并

某种职业随需要表达出的态度或情绪。对于大学生而言,兴趣往

非只有一种含义和层次,科学的信念必然会随着客观事实的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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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而做出相应的调整和改变,脱离实际的信念则不会现实的改

政府为推动大学生群体自主创业,一方面,开始在各大高校

变而改变,而是随风逝去。此外,随着我国主流舆论和经济结构

中积极开展创业培训论坛、讲座、培训营等,努力打造出积极的

的变化和影响,大学生创业内容也方向也在随之改变。例如很多

创业氛围,鼓励更多学生参与到创业中,实现创业目标。部分高

计算机专业学生受我国信息技术的影响在选择自主创业的时候,

校在课程设置上还结合了当地经济发展具体情况,从大学生自

大都会选择自己的专业。因此,大学生面对自己的自主创业选择

主创业初期就开始提供针对性服务,以提升大学生对于创业知

时,应该根据自身和外部环境的实际情况来确定自己的职业信

识的正确认知纠正误区,并强化其创业意愿和积极性。另一方面,

[2]

念 。

政府部门联合高校及社会企业开展多样化的创业大赛活动,打

1.3三观对大学生自主创业的影响

造浓郁的创业氛围,丰富大学生对于创业的情感体验。通过顺应

三观,是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的总称。一个人的三观对

时代潮流,开始各种新颖的创业比赛还能吸引更多大学生加入

自己的职业发展有着很重要的影响,比如它自己的职业选择就

队伍中,响应政府的积极号召。

是以三观为选择基础的。在择业和就业的过程中,大学生由于未

3 完善扶持大学生自主创业政策的相关建议

正式进入职场,功利、浮躁的心理较容易出现,为了获得就业率,

3.1明确政府的责任

往往会随便选择一个岗位就业,接着就是违约、跳槽,导致一些

在大学生自主创业的过程中,政府在市场化改革过程中的

用人单位对应届毕业生不信任,同时,学生职业能力和水平也是

作用是毋庸置疑的,尤其是在市场制度不断健全的背景下,政府

影响其创业的重要因素,例如有些学生的职业能力和水平较低,

的扶持和培育显得尤为重要。所以,各个地区的政府应该通过政

在处理一些实际问题就难以及时解决,造成自己的创业计划存

策来引导大学生运用自己的专业知识和技能开发自己的发展区,

在漏洞。因此,这些现象都在一定程度上说明警示大学生在自主

通过自主创业的方式来提升自身的综合素质。与此同时,凡是政

创业规划之前要有一个正确的三观,进而在正确的三观的基础

府明文规定的积极推进的政策往往会优于其他领域,这种现象

[3]

上制定一套切实可行的自主创业发展规划 。

的表明也间接说明鼓励大学生自主创业,不仅可以为增强国家

2 政府扶持政策特点

经济发展动力做出一定贡献,也是缓解当下大学生就业难问题

2.1扶持对象宽泛

的重要途径。除此之外,我国很多地区受税收改革和新冠肺炎期

根据国家颁布的有关扶持大学生自主政策的文件来看,从

间退税改税、减少沉没成本等影响,大学生自主创业大都选择小

中可得知许多政策中对于“大学生”的界定较宽泛。以北京市

规模方向发展,不敢投入太多资金。基于这种局面,政府作为扶

最新的大学生创业优惠政策为例,其中包括“税费减免”、
“部分

持大学生自主创业的主体,应该其政策制定方面多结合当地大

孵化空间免费使用”、
“建立创业风险救助”、“提高贷款额度”

学生自主创业的情况,从而制定合理的扶持政策,建立健全相关

等,政策中大学生群体包括诸如专科、本科、研究生等,均可享

[4]
的法律法规,为大学生们提供一个良好的自主创业环境 。

受到政策的扶持,受益群体广泛。基于扶持政策下有更多大学生

3.2加大资金扶持力度

群体都能得到帮助,且所帮助的学生数量越发增多,但如此宽泛

对于大学生而言,自主创业并非一件容易的事,资金问题往

的界定也从层面指出了相关政策缺乏针对性。通常不同大学生

往制约大学生自主创业的首要因素。加之我国资金市场处于一

在创办私营企业时,所处的行业、创业规模等情况均有不同,导

种比较谨慎的状态,适合大学生自主创业的氛围并不浓厚,社会

致学生需要的贷款数额也存在差异,学生对于资金的需求明显

资金对大学生自主创业的支持力度也比较小,其创业工作很难

不同。若扶持政策未重视到大学生群体的个体化差异,采取一视

开展起来。在这种情况下,大学生自主创业的资金更多是寻求当

同仁的扶持政策,会一定程度上降低政策实施有效性,导致政府

地政府的资金支持。因此,我国的中央政府和地区政府都应该对

的公共资源难以被充分运用。

此事引起充分的重视,通过设立大学生自主创业储备资金、挑选

2.2扶持内容详细

技术含量较高的创业项目等方式对学生进行直接资助,从而提

通过整理有关大学生自主创业扶持政策后可知,扶持政策

升大学生自主创业的热情。除此之外,地方政府还可以与当地的

制定大多是当地人民政府主导下,财政厅、人力资源设备保障厅

企业和地方产业一起合作,在输送优秀人才的同时促进大学生

等单位协作共同管理,且共同制定政策细化内容。随着时代发展

职业能力的提升。以大连市为例,在扶持和引导学生自主创业的

经济水平提升,当前针对大学生自主创业政策的内容也顺应时

过程中,大连市政府结合当地的特色产业发展情况,引导学生往

代更详细和完善。最初相关政策内容中是将大学生纳入到扶持

第三产业的方向,尤其是软件方面的行业。这样一来,不仅可以

对象中,而后在政策不断优化下开始增设了诸如“优惠贷款”、

充分利用大学生的知识优势和专业技能,带动产业经济结构的

“融资”、
“税费”、
“创业服务”等一系列政策,切实地位更多大

优化,还能促进当地经济的发展,为当地经济可持续发展奠定坚

学生群体提供有益的政府帮助。囚禁在政策扶持内容越发详细

[5]
实的基础 。

下,也明显提升了更多大学生自主创业的热情,减少其创业时的

3.3注重政策的导向性

顾虑及担忧,从而给大学生的综合发展提供了便利及保障。

大学生不仅具备丰富的知识,还拥有高素质、高学历,其创

2.3创业教育蓬勃发展
138

新创业能力也对国家和社会经济发展有着有利的推动作用,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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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自主创业的发展方向也应该要符合国家和社会建设的基本

制和配套服务措施,比如建立大学生创业一条街活动或特色产

要求。因此,政府在制定具体的扶持政策中,一定要树立全局意

业基地等。除此之外,当地政府还应该为大学生建立大学生自主

识,积极引导大学生树立正确的创业方向,既要充分考虑大学生

创业服务中心。该中心内可建立起创业项目资源库,并设置专业

的中间发展区,使之符合未来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又要结合大

的创业信息、政策发布平台,及时将健全创业软件硬软件推进机

学生现有的知识储备和专业能力,在充分发挥大学生的主观能

制和配套服务措施过程中出现的问题进行组织交流,进而提出

动性的基础上做到万众创新。另外,政府在制定扶持政策的过程

合理的解决方案,推动大学生自主创业的可持续发展。总之,要

还应该与大学生的自我认同原则相结合,将大学生创业扶持政

想做好健全创业软件硬软件推进机制和配套服务措施工作,需

策发挥最大效用。

要各方力量共同协作,发挥各自的力量来将这个创业工作发展

3.4积极引导社会投资
大学生自主创业除了寻求政府的资金支持,社会资本的资
金支持也是推动大学生自主创业的一大利器。在西方的发达国

地越来越好。

4 结语
综上所述,目前经济形势、社会发展状态等因素都会对大学

家中,很多大学生自主创业的资金都是来源于社会资本的资助。

生自主创业发展有着重要的影响。因此,大学生在进行自主创业

相比较而言,我国在吸收收社会资本参与大学生自主创业项目

规划的过程中必须结合当前经济形势与专业发展相结合,从而

等方面还存在一些不足。由此,各个地区的政府也应该利用相关

帮助确立一份合理、正确的职业目标和计划,同时学校也可以采

的政策,吸引社会资金投入到大学生自主创业项目之中,同时发

取措施来引导学生积极主动开展创业,最终促进其职业能力的

挥多方协调的作用,引入多方的社会投资,利用社会上闲置的一

提高。

些厂房或者专业化的实践场所让学生开展自主创业工作。要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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