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惠州学院创新创业学院
惠院创新〔2019〕4 号

2017 级《创业指导》开课通知

根据 2016 版人才培养方案要求，2017 级学生要在第二

学年完成公共必修课《创业指导》课程学习（文体艺术类专

业在第三学期，理工类专业在第四学期），为顺利开展本学

期课程，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课程介绍

《创业指导》是面向我校全体学生开展创业教育的核心

课程，16学时，1学分。课程通过讲述创业的基本理论及创

业计划的写作、创业企业管理等内容，使学生了解创业的必

要性与可行性，掌握创业的相关理论与实践，使学生具有创

业的基本常识与思想准备，能够把握机会，整合资源，开创

基业，培养创业技能。

二、开课对象

电子信息与电气工程学院、地理与旅游学院、化学与材

料工程学院、建筑与土木工程学院、数学与大数据学院、生

命科学学院、信息与科学技术学院等以上二级学院的 2017



级学生

三、教学安排

1.课程采取线上线下、校内校外结合的形式进行教学。

教学形式 教学内容 学时 学习时间及要求

线上课程

节选自同济大学经济

与管理学院张玉臣教

授的《创新创业》课

程

5

3 月 25 日-5 月 31日
（登陆超星慕课学习,

课程链接：

http://hzu.fanya.ch

aoxing.com/portal。

用户名是学号，初始密

码是：123456）

线下

课程

理论

教学

双创工作概述 2 3 月 25 日-5 月 31 日

创新创业学院组织专

任教师及辅导老师授

课

双创项目申报指导 2

双创赛事指导
2

实践

教学

参观双创周成果展 1 已完成

到广东惠州大学生创

业孵化基地参加创业

模拟实训

2

4 月 8日-5月 31 日

（各二级学院以班级

为单位上报实训时间，

辅导老师跟进组织）

到东江科技园参观学

习
2

3 月 25日-5月 31 日

（各二级学院以班级

为单位上报实训时间，

辅导老师跟进组织）

2.为做好课程管理，配备创业辅导老师，详情如下：

序号 姓名 所在单位 管理班级

1 文冰
电子信息与电气工程

学院

电子信息与电气工程学院 17

电气工程 1-3 班

2 肖汉
电子信息与电气工程

学院

电子信息与电气工程学院 17
电气工程 4班、17物理学 1班、

17功能材料 1班

3 刘先华
电子信息与电气工程

学院

电子信息与电气工程学院 17

电信工程 1-4 班

4 彭艳华
电子信息与电气工程

学院

电子信息与电气工程学院 17

电信科技 1-4 班

http://hzu.fanya.chaoxing.com/portal
http://hzu.fanya.chaoxing.com/portal


5 邓木彬 地理与旅游学院
地理与旅游学院 17地理科学

1-2 班、17 地理信息科学 1 班

6 梁文书 创新创业学院
地理与旅游学院 17 地理信息

科学 2 班、17 旅游管理 1-2 班

7 梁文书 创新创业学院
化学与材料工程学院 17应用

化学 1-3 班、17 化学 1-2 班

8 黄耀
电子信息与电气工程

学院

化学与材料工程学院 17化工

1-3 班

9 白玉珠 建筑与土木工程学院
建筑与土木工程学院 17工程

管理 1 班、17 土木工程 1-2 班

10 赖兰兰 建筑与土木工程学院
建筑与土木工程学院 17建筑

学 1-2 班

11 刘曼曼 学生工作部（处）
数学与大数据学院17数学1-2

班

12 王凡 创新创业学院
数学与大数据学院17数学3-4

班

13 庄宇婵
电子信息与电气工程

学院

数学与大数据学院 17应用统

计学 1-2 班、17 信息管理 1 班

14 唐冰 生命科学学院
生命科学学院17风景园林1-2

班、17 生物技术 1-2 班

15 黄晨 体育学院
生命科学学院17生物科学1-3

班

16 王婷 音乐学院 生命科学学院 17园林 1-2 班

17 叶新豪 旭日广东服装学院
信息科学技术学院 17计算机

1-2 班

18 杨阳 信息科学技术学院
信息科学技术学院 17软件工

程 1-3 班

19 刘琼 美术与设计学院
信息科学技术学院 17软件工

程 4-6 班

20 刘日飞 文学与传媒学院
信息科学技术学院 17网络工

程 1-2 班

四、课程考核

本课程为考查课，根据学生观看线上课程情况和实践教

学考勤情况评定成绩，分为优秀、良好、中等、及格、不及

格五个等次。



五、课程管理

1.超星慕课（线上课程）：辅导老师负责督促学生在规

定时间内自行登录超星慕课系统进行线上学习并完成相关

测试，负责监督学生学习进度，登记学生成绩。

2.实践教学：实践教学基地为广东惠州大学生创业孵化

基地和东江科技园，辅导老师负责组织并带领学生参加实践

教学活动，落实考勤工作，确保学生有序参加活动。广东惠

州大学生创业孵化基地将为学生提供创业模拟培训，每天可

安排上午 9:00-11:30、下午 2:30-17:00、晚上 19:00-21:30 三

个时间段授课，每个时间段可容纳 3个班，共约 120名学生。

东江科技园将为学生提供现场观摩园区企业的实践机会，每

天可安排上午 9:00-11:30、下午 2:30-17:00两个时间段开放，

每个时间段可容纳约 100名学生。各二级学院填写《惠州学

院 2017级大学生创业指导课实践教学时间表》（附件 1），

于 3月 23日前发送至 cxcy@hzu.edu.cn。

附件：

1.惠州学院 2017级大学生创业指导课实践教学时间表

惠州学院创新创业学院

2019年 3月 21日

（联系人：梁文书 ，联系电话： 252961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