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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金问题几乎是每个参赛团队都
会提到的创业发展“硬伤”。为此，湖南
省教育厅决定设立湖南黄炎培职业教
育奖创业规划大赛奖励扶持资金。根
据资金使用管理办法（试行），从2016
年起至2018年， 省教育厅将每年从省
职教专项经费中安排200万元左右作
为职业院校学生创业奖励扶持资金，
同时积极争取社会资金支持。

湖南每年200万元
扶持职校学生创业

众创时代，职业教育大有可为

省教育厅副厅长邹文辉：
职业教育与经济建设联系最为
紧密，在服务大众创业、万众创
新中， 较之其他教育具备诸多
独特优势。 职业教育可以为创
新创业打造“练兵场”。一是要积
极拓展职业院校实训实习基地
功能。二是职业院校可以积极配
合当地政府，建设对区域产业发
展起引领作用的职校生创业园。
三是要加强校企合作， 引企入
校，大力发展校办产业，为学生
创新创业提供实战场所。

“接地气”更易吸引风投

方达思投资基金管理（湖
南）有限公司负责人崔亮：职业
院校学生的创业项目看上去不
大， 大部分都能立足地方产业，
涉及领域也大多与文化创意、节
能环保等相关，可操作性很强。为
了降低投资风险， 投资人和投资
公司多会采取分散投资资金的方
式，宁可将200万资金分散投到10
个小项目上，也不会将全部资金
孤注一掷投给一个大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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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二男生研发节水器年卖900多套
6年，湖南黄炎培职业教育奖创业规划大赛培养7000名创业青年

数字

27个！实业创业受热捧

近几届比赛中高职32个获一等奖
的创业项目， 代表着湖南职校学生创
业的发展方向。

依据创业方法分类，32个项目中
实业创业的为27个，网络创业的高职4
个、中职1个，实业创业占84.3%。

依据项目所在行业分布分类，涉
及的行业达到14个，包括农林牧渔、水
利水电、建筑建材、信息产业、电子电
工、玩具礼品、旅游休闲、家具用品、环
保绿化、专业服务、机械机电、服装纺
织、医药卫生、轻工食品等等。

依据项目性质分类， 其中传统技
能型创业5个，其中高职两个，一个是
湘绣、一个是湘瓷，中职3个，包括踏虎
凿花、湘西民族坊和手工布艺。高新技
术型创业1个，其他26个为知识服务型
创业；依据项目特点分类，其中产品类
为18个，服务为14个。

通过分析不难看出： 在一段时期，
实业创业仍将是职校生创业的主体，随
着互联网的兴起，电子商务、网络创业
具有很大的发展空间；在创业项目行业
分布上看，行业之间的差异不大。但是，
立足地方经济社会发展重点领域的创
业项目，具有更大的优势。如果创业项
目还能够紧贴战略性新兴产业，优势会
更加明显；利用所学专业技术技能知识
进行创业，仍是职校生选择创业项目的
主流。 一些具有民族和地方特色的产
品，也是职校生选择创业项目的重要来
源；有一定技术含量，拥有专利技术的
创业项目在竞争上具有较大的优势。

长沙民政职业技术学院大二
学生蒋孝勇和他的创业团队研发
了一个“节水循环装置”，只需在用
热水前几十秒启动，即可实现“一
开即见热水”。12月8日，在2015年
湖南黄炎培职教奖创业规划大赛
上， 这个项目获得高职组一等奖，
蒋孝勇和他的创业团队成为湖南
高职院校创业团队的佼佼者。

由湖南省教育厅主办、湖南中
华职业教育社承办的“湖南黄炎培
职业教育奖创业规划大赛”自2010
年开赛以来，坚持“以创业带动就
业”为指导方针，发现和培养了近
7000名优秀的创业青年。一项赛事
如何全面提升学生的创业能力？怎
样的创业项目和团队在比赛中脱
颖而出？近日，三湘都市报《创周
刊》记者采访了比赛主办方、参赛
团队以及省教育部门负责人。

【比赛】
职校学生的创业很“接地气”

今年4月，2015年湖南黄炎培
职业教育奖创业规划大赛正式启
动。比赛历时8个月，共吸引了全省
近70所高职院校、100多所中职学
校和近10万在校学生参与。通过初
选、在大赛申报平台提交申请书的
项目达到233个，参赛选手破千人。
湖南中华职业教育社副秘书长周
勇是比赛的主要策划者之一，他告
诉记者，比赛已举办六届，随着“大
众创业，万众创新”热潮的推动，越
来越多的湖南职教学生关注创业。

在周勇看来，和本科生、研究
生创业项目不同，职教学生的创业
走的并不是“高精尖”路线，倒是很
“接地气”。按照比赛要求，具备一
定技术含量、能立足地方经济和产
业结构调整的项目，尤其是先进装
备制造、新材料、文化创意、生物、
新能源、信息、节能环保等产业的
项目，普遍具有可行性，能获得不
错的分数。另外，要求参赛作品涉
及的内容与参赛团队成员所学和
擅长的专业业务、个人特长、爱好
紧密结合，团队具备融资、抵御风
险、公司管理等能力，并有能力将
规划付诸实践。此外，参赛作品已
经获得国家专利授权的，或者已完
成企业工商税务登记的，均可以在
半决赛获得额外加分。

据统计，经过六届比赛，累计

有50多个项目获得了国家
专利， 超过100个项目成
功入驻湖南省的各大创业
园区，近600个项目进入各
职业院校创业孵化基地，
争取各种创业孵化基金近
3000万元， 创造就业岗位
10000多个。 各职业院校
结合创业规划大赛， 先后
建立了近20个创业孵化基
地。今年，进入到半决赛的
56个项目中，17个创业团
队已落地并注册成为小微
企业。此外，今年比赛期间
还举办了优质项目展示洽
谈会， 一批创业项目获得
创投资金支持。

【故事】
大二学生卖节水器赚10万

20岁的常德男孩蒋孝
勇还在上大二，他坦言自己
是个“爱折腾”的人。学供热
通风与空调工程技术的
他， 在2013年时就研发了
“节水循环装置”， 并申请
了专利。“热水器排冷水时
间过长的问题每个人都会
碰到， 我想一定有办法可
以解决， 于是经过各种实

践，发明了这样一个装置。”
蒋孝勇口中的装置由遥控
开关、按键开关、水流开关、
单片机、循环水泵和温度传
感器组成，并通过电子技术
结合。安装时，根据热水管
路长度设定好第一个延时
时长， 当需要使用热水时,
启动节水装置开关，由水流
开关发出电信号指令让循
环泵将热水管中的冷水循
环到水箱中，等过了设定的
延时时长，打开水龙头就有
热水。因第二个延时开关的
作用， 热水器出热水后，循
环装置自动停止工作，热水
器正常运行，实现“一开即
见热水”。

获得专利的时候，蒋
孝勇还在念高中， 进入大
学后， 他便开始推广专利
产品。2014年，他把父母支
持的10万元创业金用于专
利产品生产， 并销售产品
300多套， 实现盈利3万余
元。之后，他又与一些企业
分别签订生产加工合同和
代售协议。今年10月底，他
还正式成立了自己的公
司， 今年一共卖出了912
套，成功盈利10万元。

专家观点

12月8日，2015年湖南黄炎培职教奖创业规划大赛决赛之前，湖南省副省长李友志、省教育
厅副厅长邹文辉等领导来到赛场外的湖南职业院校学生创业项目展示区， 与创业的学子亲切
交流，深入了解创业项目的运营情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