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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ince Premier Li Keqiang put forward the development strategy of “mass entrepreneurship and
innovation”, college students have been actively involved in returning to their hometowns as a
group of innovative spirit. This article through the feasibility and necessity of college students returning home business, mode and problem analysis, and combined with related policies and
documents, comes up with an idea for a new home business model-agency business model, brings
a new direction for college students returning home business, as well as provides a new possibility
for rural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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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自李克强总理提出“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发展战略以来，大学生作为充满创新精神的群体，也积极
投身到返乡创业行列中。本文通过对大学生返乡创业的可行性和必要性，已有模式及其问题的分析，并
结合相关政策与文献，提出新的返乡创业模式设想——机构创业模式，为大学生返乡创业带来一种新方
向，同时也为农村发展提供一种新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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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大学生返乡创业的可行性和必要性
1.1. 可行性
1) 国家层面。人社部、国家发展改革委、教育部、科技部、工业和信息化部、财政部、人民银行、
工商总局、共青团中央启动实施“大学生创业引领计划”。提出促进大学生创业要坚持政府政策支持与
创业者努力相结合，合理运用政府公共资源，充分动员社会其他资源，激发大学生创新活力，以创新引
领创业，以创业带动就业。通过实施“大学生创业引领计划”，使大学生的创业意识和创业能力进一步
增强，支持大学生创业的政策制度和服务体系更加完善，政府激励创业、社会支持创业、大学生勇于创
业的机制基本形成，大学生创业的规模、比例继续得到扩大和提高。同时，针对大学生创业出现的问题：
要求各地提供多渠道资金支持；要求各地充分利用大学科技园、科技企业孵化器、高新技术开发区、经
济技术开发区、工业园、农业产业园、城市配套商业设施、闲置厂房等现有资源，建设大学生创业园、
留学人员创业园和创业孵化基地，为创业大学生提供创业经营场所；要求有关部门加强创业公共服务[1]。
2) 社会层面。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和改革的逐步深入，以及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的不断推进，产业
结构的调整已加快了步伐。这意味着行业中原有的投资主体退出，个别行业将萎缩或消退，而新的投资
者会出现，新兴行业将迅速崛起[2]。新兴行业的出现和投资主体的多元化将推动一大批创业者的产生与
成长；知识经济时代社会财富被新的知识创新阶层所掌控。一些新的就业方式和财富增长方式也将出现，
以知识、信息、网络、数字化等就业者大量涌现[3]。大学生作为我国高素质群体，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
为其提供更多的创业机会；对于创业者来说，要实现自己的创业梦想，融资是相当关键的一步[4]。近年
来，我国银行普遍开展创业贷款业务，大学生创业者所创办的企业规模普遍较小，可以通过这种贷款获
得数万元的资金，实现自己的创业梦[5]。同时，风险投资如今在我国如雨后春笋般迅速兴起，使得大学
生返乡创业的融资环境不断改善。
3) 个人层面。大学生尚处于职业发展初期，创业一次不成可以东山再起。在关于创业失败的调查中，
选择放弃二次创业的有 163 人，占 16.63% [6]；选择“筹备资金准备二次创业”的有 405 人，占 41.33%；
选择“等待时机，积累经验”的有 42.03%。此外，青年总体受教育水平较高，有一定的经营管理理论知
识；学习能力较强，容易接受新鲜事物；合作精神好，注重团队建设，容易形成创业团队等都是青年就
业创业中的优势[7]。同时，作为新时期的大学生经过锻炼，思想活跃，富有创新精神，而创新精神和挑
战精神也是大学生创业最大的优势[8]。

1.2. 必要性
1) 缓解城市就业压力。由于高校毕业生的增多，并且中国社会正处在老龄化发展的社会转型，导致
许多岗位还没空缺，新一波的毕业生又蜂拥而至，出现就业率的严重滑坡[9]。在就业形式如此严峻的情
况下，返乡创业作为一种特殊的创业模式，定位于农村，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城市就业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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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打破农村人才短缺瓶颈。长期以来，城乡二元结构造成了农村人才的短缺，大量的农家学子跳出
“农门”。同时，劳务输出使大量农村青壮年和有一定文化素质的能人外出打工，致使社会主义新农村
建设遭遇了意想不到的“人才尴尬”[10]。大学生返乡创业，能够打破人才的短缺瓶颈。大学生利用自己
掌握的专业知识进行创业，能帮助解决当地一部分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就业问题，带动农村经济发展。
3) 带动农村就业。大学生返乡创业，可以带动农村就业，实现农民工当地就业[10]。大学生返乡创
业，提供更多的就业岗位吸纳当地剩余劳动力，这既免去了农民工外出打工的奔波之苦，也为当地企业
发展提供充足的劳动力，留住农村的能人，活跃地方发展。同时，农民工当地就业还可以有效缓解“三
留守”问题，稳定社会环境。
因此，越来越多的大学生开始把返乡创业作为其职业生涯的一种选择。然而就目前来看，返乡创业
的成果并不理想，返乡创业模式也不十分有效，从大学生返乡创业的现状和对当前已有模式的分析，可
以发现大学生返乡创业存在着一些问题。

2. 已有模式及其存在的问题
2.1. 已有模式
1) 村官创业模式。大学生村官利用自身地位优势，选择农村生产过程中的特色农产品，找准特色农
产品销售过程中的障碍环节[11]，通过自身与政府部门的关系和政府部门优惠扶持政策，通过自身创业行
为嵌入到障碍环节中，通过产业化运作来提高农村产业的竞争力[12]。
2) 农民专业合作社模式。在大学生的牵头下，成立农民专业合作社，通过联合大户、推动小规模农
户和贫困农户入股，通过农民专业合作社这个平台来实现自身的创业梦想[13]。
3) 个体创业模式。个体创业是大学生在农村选择合适的创业机会，自我经营实现创业价值。通过对
三化协调下农村发展方向的把握，通过利用自身的知识优势和管理优势，利用优惠的大学生农村创业政
策，选择合适的机会，投入适量的资本进行创业[14]。

2.2. 存在的问题
1) 大学生创业教育匮乏。我国的创业教育处于起步阶段，尚未形成创业教育的理念[15]。王青山创
业教育的课程设置单一，以入门知识为主，缺乏完备的教育体系和师资力量。创业教育重理论轻实践，
脱离了专业教育，不能发挥专业课老师对创业项目的指导，合理规避大学生创业的风险[16]，导致学生对
国家在对学生创业方面的方针政策知之甚少，创业技能等方面知识和能力欠缺。
2) 创业成功几率低。当前存在模式其创业团队大学生比例较低，面对问题难以做出全面的考虑，很
多问题无法从专业角度看待，导致创业失败的可能性增长[17]。同时缺乏创业经验，很容易给自己和本就
不富裕的村民带来损失。
3) 创业者知识层次低。根据大学生返乡创业意向调查，研究生(含硕博士)返乡创业意愿最低，仅为
16.0% [18]，即返乡创业群体中大学生的层次，深度有限，大部分更优秀的学生都选择了其他就业方式。
无论是就业地区期待还是就业地区容忍，选择农村就业的毕业生都是寥寥无几，就业中的城乡二元分割
是不争的事实[19]。
4) 创业方向单一。当前存在的基本是以发展电子商务为主要创业形式，并且农村经济模式单一[20]，
大学生返乡创业发展空间、资源有限、村民支持度均有限。
目前，大学生返乡创业存在着许多问题，成功率低是不争的事实，模式简单也是造成成功率低的重
要因素之一，根据对当前已存在模式的分析，比对相关行业的发展，提出返乡创业模式的设想，并作如
下探讨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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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返乡创业新模式——团体创业模式
3.1. 团体创业模式运行机制
大学生团体构成类似与咨询机构式的创业规划机构，为乡村打造符合自身特色的创业项目，如有文
化特色的村庄可开展旅游相关的创业方式。采取村民竞争加盟式创业，由机构提供给村民创业流程，并
帮助其申请政府补贴等，获取相应股份，具体运营由村民操作，期间机构不定期核查协助，提供跟踪服
务。同时与政府及公益机构合作向农民普及创业教育，电商知识，增强农民自主创业的积极性，增加农
村创业案例，为农村发展研究提供可靠信息，并以此获得政府及公益组织支持，给予平台基本营运资金
与农村创业支持授权。团队本身可视规模确定辐射范围，县镇乡村不等。

3.2. 团体创业模式优势
1) 团体人才复合多样。如互联网人才专攻技术，法学人才专心研究有利的政策等。以此解决由个人
组织创业带来的因考虑不完备等而失败的可能性，并且可以将项目的各个方面达到最完备的状态，实现
“1 + 1 > 2”。
2) 农民创业更具积极性。通过农村居民对电子商务及创业的了解，协助农民直接参与创业，提高农
民创业的积极性，带动农村经济发展。同时使农民了解当前商业模式，缩小城乡居民知识层面差距。
3) 创业成功率有效提高。团队拥有较多经验和案例，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创业成功率。通过对大量创
业问题和创业案例的分析，可从根本上了解农村经济发展的方向及其改变途径，从而实现农村经济快速
发展，农民生活水平迅速提升的美好愿景。同时为研究机构、高校提供大量真实有效的创业案例，既为
解决农村发展问题提供一手资料，也为大学生创业教育提供充足的素材。
4) 展示农村自有经济发展。大学生创业收入不计入农村自有经济，可以更直观的反映出创业项目为
农村经济带来的改变，反映出创业项目的可行性。同时将受益直接与村民绑定，则不会出现最终只为个
人的情况。
5) 农民信任度提高。政府及公益性组织的加持，提高农民对团队的信任度，间接提升农民创业积极
性。农村创业项目的兴起，将有效缓解“三留守”问题。
6) 团队创业更具吸引力。个人可在团体中负责专门的部分，相较于其他已存在模式，压力较小。运
作模式更多是创新与改进，而不是单个项目创业的循环重复。

4. 结语
创业模式的优化，多样化是增高我国大学生返乡创业成功率及吸引力的一大重要因素[21]。无论是村
官创业模式，合作社创业模式，个人创业模式，抑或是设想的机构创业模式都旨在解决农村问题与大学生
就业问题。农村问题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首要问题和难点问题，抓好农民增收和粮食生产不仅关系到中
国农业发展和农民生活水平的提高，而且关系到中国现代化建设和世界经济发展全局[22]。大学生就业也
是当前国家及人民迫在眉睫希望解决的问题，然而问题所在也正指出发展空间所在，如何实现两者的有机
结合，即寻求更符合我国国情的大学生返乡创业模式，是需要不断研究，不断创新，不断完善的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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