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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高司函[2013]102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教育厅 (教委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教育局 ,有关高等学

校 :

根椐 《关于报送 ⒛ 13∷年国家级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立项项 目通知》(教

高司函 (2013)45号 )的要求,116所部属高校和 βl个省 (自 治区、直辖市 )

的地方教育主管部门上报了 2013年 国家级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 目。

现公布经审核通过的 23305项 计划项目名单。其中,创新训练项 目 19741

项,创业训练项 目 2587项 ,创业实践项 目977项 。各单位可登陆教育部网站 ,

在高等教育司理工科教育中的
“
大学⊥创新创业训练计划

”
专项栏 目进行查询。

附件 : l。 豹2o13午 韶j属 高校冂家级人学⒋创新创业训练汁划烦 目名单.xls

2.鹩2o13年地方高校国家级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 目名单,x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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