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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创新的创业（IBE）：双创教学实战能力提升 

线上研习营通知 

高校普及创新创业基础教育、打造双创教育升级版已经成为国家

战略和高校教育改革的重要内容。双创教育升级版的一个共识是，高

校双创教育的目标不是培养创业者，而是培养大学生的创新能力、创

业精神。浙江大学在多年的创业教育中一直强调要创业先创新，要做

基于创新的创业（Innovation based Entrepreneurship,IBE）。但

目前相当一部分高校双创教育仍存在“重创业、轻创新”现象，双创

教育课程体系里面尚缺乏创新内容，甚至一些高校因为师资等原因，

至今仍没有开创新创业类课程，或即使开设了创新创业课程，但效果

还不尽如人意。 

根据国内外双创教育发展趋势和实际需求，中科创大与浙江大学

管理学院科技创业中心（ZTVP），在整合双方多年创新创业教育经验

基础上，联合推出全新的“基于创新的创业（IBE）：双创教学实战能

力提升线上研习营”。 

一、培训目标 

1. 认知升级：重新认知双创教育的初心和使命。 

2. 系统掌握“设计思维”、“精益创业”、“第一性原理”三大创

新创业方法论在双创教育中的落地应用。 

3. 以国家一流课程《创新管理》、《创业管理》为例，提供整体设

计框架和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整体解决方案：通过培训，基于三

大方法论让老师重新审视和设计双创课程内容，并能够结合丰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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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线上线下课程资料、资源更有针对性地在本校开展教学。 

4. 解决“创业是否是教出来的？”以及“没有创业经验的学院派老

师是否能教好创业？”这些长期的困惑和疑问。 

二、培训特色 

体系解读+理论剖析+案例详解+实战指南+互动研讨+线上示范教

学+试讲考评。 

三、培训收获 

1. 获得创新创业教育全新认知和符合国际市场教育最新趋势的线上

线下混合式教学整体教学解决方案，包括全套教材、教学课件、

教学小视频、7 门免费双创国家级精品 MOOC 资源、创新管理、创

业管理、创新创业基础等课程教学大纲、国内最新的创新创业案

例库、免费创业在线讲座和加入中国高校双创教育在线交流社群

等资源； 

2. 深度理解“设计思维”“精益创业”“第一性原理”三大方法论

及系统掌握三大方法论在双创教育中的落地方法和技巧，显著提

升互联网+、创青春等创业大赛指导水平； 

3. 实战研讨、针对性解决学习过程及双创教育中遇到的各类问题，

疫情结束后将优先获得赴浙江大学双创课堂观摩旁听学习（限额）

的机会。 

四、培训对象 

高校一线创新创业教育教师、相关专业课程骨干教师、负责创新

创业工作的领导，各院系、教务处、就业处、团委、创业学院等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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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业工作相关部门负责人等。 

五、培训时间与形式 

培训时间：2021 年 1 月 22 日-1 月 24 日 

培训形式：钉钉线上培训 

六、课程安排 

时 间 培训内容 专 家 

1 月 22 日周五 

上午 9:00-12:00 

• 开营仪式 

• 课程框架设计介绍 

• 基于 IBE 的产教融合双创教育新模式探索： 

  浙大 ZTVP 实践 

• 如何上好《创新管理》（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 

• 互动提问 

郑刚 

1 月 22 日周五 

下午 2:00-5:00 

• 双创教育的三大方法论利器：精益创业、设计  

思维、第一性原理 

• 教学沙龙：双创教学中的痛点难点 

郑刚 

1 月 23 日周六 

上午 9:00-12:00 

• 示范教学：如何上好《创业管理》课程 杨俊 

1 月 23 日周六 

下午 2:00-5:00 

• 示范教学：如何上好“创业机会识别”模块 

• 浙大 MBA 创客班课程体系设计与实践 
邬爱其 

1 月 24 日周日 

上午 9:00-12:00 

• 示范教学：如何上好“创业战略”模块 

• 示范教学：如何上好“创业团队与领导力”模块 

窦军生 

王颂 

1 月 24 日周日 

下午 2:00-5:00 

• 学员代表微课堂试讲（10 分钟/人）、点评辅导 

• 教学沙龙：培训体会与心得分享 

• 总结、闭营 

郑刚 

杨俊 

邬爱其 

窦军生 

王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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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证书颁发 

参加本次培训的学员，经考核合格，将获得浙江大学管理学院科

技创业中心与中科创大联合颁发的培训结业证书（电子版通过邮件发

送，纸质版邮寄到家）。 

八、报名方式 

扫描二维码在线报名， 

我们的工作人员会与您联系。 

 

联系人：王老师 

联系方式：13501185297 

九、收费标准 

本次训练营有两种报名方式： 

1. 以学校集体方式进行报名。报名 10 名及以内，培训费 16800

元/学校；报名 20 名以内，培训费 25800 元/学校；报名 30 名以

内，培训费 29800 元/学校。 

2. 以老师个人方式进行报名。培训费 1980 元/人。 

3. 费用包括培训费、教材及讲义材料费、邮寄费等。参加培训的

正式学员将免费获得以下全套资料： 

（1）教材与配套创新创业教学案例集： 

    A. 陈劲、郑刚.《创新管理（精要版）》，北京

大学出版社，2021（即将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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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斯晓夫等.《创业管理：理论与实践（第二版）》，

浙江大学出版社，2020. 

 

 

 

 

C. 郑刚、陈劲.《创新者的逆袭 2：商学院的 18 堂

案例课》，北京大学出版社，2021.1 

 

 

 

 

D. 郑刚、陈劲.《创新者的逆袭 1：商学院的 16 堂

案例课》，北京大学出版社，2017.7 

 

 

 

 

（2）课件：浙大版《创新管理》、《创业管理》全套课件、教学

大纲模板、教学案例小视频等 

（3）精品在线课程资源：浙大 ZTVP 全部 7 门双创精品 MOOC

免费使用与混合式教学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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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创新管理》 郑刚  

B. 《精益创业》 郑刚  

C. 《大学生创业概论与实践》 孙金云、郑刚等 

D. 《设计思维与创新设计》 张克俊 

E. 《基于创新的创业》 郭斌 

F. 《创新设计前沿》   周磊晶 

G. 《系统化管理创新方法》 姚威 

十、授课专家介绍 

郑 刚 

教授、博士生导师 

•	 浙江大学管理学院科技创业中心（ZTVP）创始主任 

•	 《创新管理》国家一流本科课程负责人 

•	 浙大管理学院创新创业与战略学系副主任，硅谷创

业实验室（Venture Lab）创始主任。 

•	 曾受邀担任全国互联网+、创青春创业大赛国赛通讯

评委、浙江大学蒲公英创业大赛评委等。近年来指导

多支团队获全国互联网+、创青春创业大赛金奖。  

•	《创新管理》国家一流本科课程负责人。美国斯坦福大学访问学者（2011-2013）。

中国科学学与科技政策研究会常务理事；国际设计思考学会（ISDT）联合创始人、

理事会成员。全面创新管理（TIM）理论、全面协同创新理论主要提出者之一。 

•	 近年来主要围绕全面创新管理（TIM）理论及全面协同创新、自主创新与超越

追赶、非研发创新、互联网与产业集群转型升级等展开理论与实证研究，曾获教

育部高校优秀成果（人文社科）二等奖、中国管理科学奖、浙江省科学技术二等

奖、华东五校教学奖、全国优秀创新创业课程奖等国家与省部级奖励多项。4篇

案例入选斯坦福及哈佛案例库。 

•《创新管理》慕课、《精益创业》慕课先后入选中宣部《学习强国》AP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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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担任美的集团、网新集团、硅谷健康大数据公司 HBI、遥望网络等国内外创

新型公司创新顾问，以及 Plug and Play 杭州孵化中心、网新立方、银江孵化器

等创业导师，混沌大学特聘研究员。 

•	 主要研究与教学方向:创新与变革管理、全面创新管理与非研发创新、技术创

业等。 

 

杨 俊 

教授、博士生导师 

•	 浙江大学管理学院创新创业与战略学系教授、博导 

•	 浙江大学 ZTVP 合伙人 

•	 浙大 EMBA“战略型企业家项目”学术主任 

•	 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 

•	 天津市青年拔尖人才（首批） 

•	 杨俊教授于 2008 年在南开大学博士毕业（导师：张

玉利教授）并留南开大学任教，2010 年获全国优秀博士论文奖，2013 年入选教

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计划、南开大学首批百名青年学科带头人计划，2015 年入

选天津市青年拔尖人才计划（首批），2016 年晋升为教授，2016~2020 年任南开

大学创业研究中心主任，2017 年设计的课题“新创企业商业模式形成与成长路

径”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资助，2019 年调入浙江大学管理学院。任中

国管理现代化研究会创业与中小企业管理专业委员会第一届理事会成员；中国技

术经济学会技术创新创业分会常务理事、秘书长；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管理科学

部工商管理学科十四五战略咨询专家组成员；Entrepreneurship Research 

Journal 杂志副主编；南方电网公司专家委员会委员等学术和社会兼职。 

•	 杨俊教授专注创业研究，长期关注创新性创业如何发生与成长，现主持国家自

然科学基金重点课题一项（2017 年获批），参与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课题一

项，完成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青年项目一项（后评估为优秀）与面上项目一项（后

评估为优秀），教育部人文社科青年基金项目一项，教育部优秀博士论文作者专

项基金一项。获得教育部中国高校社科成果奖二等奖、青年成果奖、天津市社科

成果一等奖等奖励，出版学术专著/编著/教材/译著共计 6部，在《Journal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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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usiness Venturing》、《Strategic Entrepreneurship Journal》、《Asia 

Pacific Journal of Management》、《IEEE Transaction on Engineering 

Management》等杂志发表英文论文 10 余篇，在《管理世界》发表论文 7 篇，在

其他刊物发表论文 50 余篇。目前担任《Journal of Business Venturing》、

《Journal of Small Business Management》、《Management and Organization 

Review》、《管理世界》、《管理科学学报》、《管理评论》等杂志的匿名审稿

人。 

 

邬爱其 

教授、博士生导师 

•	 浙江大学管理学院院长助理 

•	 浙江大学创新创业与战略学系教授 

•	 浙江大学全球浙商研究院副院长 

•	 浙江大学 MBA 创业管理 Track 项目主任 

•	 浙江大学 ZTVP 联合创始人 

•	 主要从事企业战略管理和创业管理研究和教学工作；

•	 美国密歇根大学、澳大利亚墨尔本大学访问学者，与美国、加拿大、英国、澳

大利亚等国著名大学学者保持紧密学术交流与合作；主持和参与国家级和省部级

科研项目十余项，在 JWB/MOR/APJM/JIM/IBR/管理世界/中国工业经济等国内外

重要学术期刊发表论文多篇。 

 

窦军生 

教授、博士生导师 

•	 	 2015 年 6 月至 2016 年 6 月在英国兰卡斯特

（Lancaster）大学做访问研究，合作教授为 Alfredo 

De Massis。 

•	 现任浙江大学 EMBA 教育中心学术主任、浙江大学管

理学院家族企业研究所所长、企业家学院副院长。 

•	 长期从事家族企业传承与代际创业、家族企业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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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与竞争优势等主题的研究，先后主持国家级课题 3项、省部级课题 4项，迄

今已经在《管理世界》《科学学研究》《自然辩证法通讯》《Entrepreneurship 

Theory and Practice》《Family Business Review》等国内外学术期刊上发表

论文 40 余篇，出版专著 4部，参与编写各类研究报告 10 多本。 

•	 目前担任《外国经济与管理》期刊“创业研究”专栏编委，同时担任

《Entrepreneurship Theory and Practice》《Family Business Review》

《Management and Organization Review》《管理世界》等 20 多本学术期刊的

匿名审稿人。 

 

王 颂 

副教授、博士生导师 

•	 浙江大学管理学院工商管理本科项目主任 

•	 王颂博士毕业于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麻省理工

学院富布赖特（Fulbright）联合培养博士生，斯坦福

大学访问学者，现任浙江大学管理学院创新创业与战

略系副教授，博士生导师。 

•	 研究领域包括社会网络、创业管理、组织行为。研

究成果发表在 Journal of Vocational Behavior、Asia Pacific Journal of 

Management、《管理世界》、《心理学报》等国内外权威期刊杂志共计十余篇。

主持三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担任 Human Relations, Journal of World 

Business, Journal of Vocational Behavior, International Business 

Review, 《管理世界》、《心理学报》等期刊审稿人。 

•	 教学优良率为 100%， 荣获浙江省高等学校青年教师教学竞赛一等奖、浙江大

学青年教师教学竞赛一等奖、浙江大学优秀教学成果奖。在学生票选的“最受欢

迎老师”评选中，荣获“春风化雨奖”。 

 

北京中科创大创业教育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浙江大学管理学院科技创业中心（ZTVP） 

                                2021 年 1 月 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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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办方简介 

1. 浙江大学管理学院科技创业中心（ZTVP） 

浙大 ZTVP 是 2016 年成立的立足管院、面向浙大全校开展以科技创业、基于

创新的创业为特色的新型创新创业教育平台，现已成为浙大校园最专业、最有影

响力的双创教育平台。自成立以来，已经整合浙江大学校内外师资，陆续自主或

合作开发、开设了 20 余门线下课程和 7 门精品在线课程，其中国家一流课程 5

门（《创新管理》线上、线上线下混合、《大学生创业概论与实践》（线上）、

《设计思维与创新设计》（线上）、《用户体验与创新设计》（线下）），《创

新管理》、《精益创业》、《设计思维与创新设计》3门精品慕课入选“学习强

国”学习平台，服务全国 9千万多党员和广大社会学习者。浙大特色的基于创新

的创业在线课程体系已经初具规模，可以满足各高校创业学院进行高质量双创教

育的基本课程需要。 

 

2. 北京中科创大创业教育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简称中科创大） 

中科创大是中科招商集团旗下、致力于助力高校创新创业教育与教育创新，

构建高校间协同育人平台，推进高校与企业、城市协同发展的专业机构。拥有丰

富的院校、政府、企业资源和基金、导师、活动资源。目前合作院校 400 余所，

遍布近 100 个城市，与中国移动、华为等众多企业建立了广泛合作关系，是“中

关村中科创新创业教育基金会”理事长单位，“黄河流域职业院校创新创业教育

联盟”秘书长单位，“中国高校创新创业教育联盟”副秘书长单位。组织实施了

“千导计划”及合作院校“驻场基金”，策划运营了 “全球创新创业教育论坛”、

“全国移动互联创新大赛”、“大学生科技创业项目遴选”、“中国移动 5G 应

用创新大赛”等特色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