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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动态 
2016 年第 15期（高教信息总 881期） 

发展规划研究中心                             2016年 3月 4日 

 

【本期特稿】  

构建全球化知识企业：新加坡国立大学创新创业策略研究及启示 

1997 年，亚洲金融危机在次年引起了新加坡经济的衰退，这在一定程度上

促成了新加坡国立大学转型的变革。“新加坡政府开始构建了一套经济重建策略

以此激发经济繁荣发展”。在这一规划中，向创新型、知识经济加速转型的必要

性得到一致认可，并形成了政府投入、社会配合、高校推进三者互相配合的动态

关系。 

一、全球化知识企业：新加坡国立大学创新创业的定位 

这种大学发展战略的定位在一定程度上阐释了，新加坡国立大学将在全球范

围内参与同行竞争，并希望取得一定的国际声誉；更重要的是，必须把培育学生

创业技能，激发学生创新创业精神嵌入教学和科研活动中。“全球化知识企业”

最重要的核心战略之一就是为招募世界上著名的科学家、工程师以及其他人才营

造宽容和创造的氛围，以美国顶尖大学为标准，新加坡国立大学的招聘和晋升政

策严格根据绩效考核标准，为了帮助新加坡国立大学顺利转型，新加坡政府给予

大学的公共资助每年都在稳定增长，甚至颁发财政激励政策。  

二、组织结构整合：新加坡国立大学创新创业的需求 

新加坡国立大学校长希在完成“全球化知识企业”战略规划之后，随即成立

一个新的部门——新加坡国立大学企业 ( National University of Singapore 

Enterprise)，为新加坡国立大学走向创业型大学之路做先锋。为了更好地履行各

部门在实施创新创业活动中的任务，新加坡国立大学企业合并了所有主要的运作

单位。每个新部门的运作都不是一帆风顺的，新加坡国立大学企业也不例外。该

部门在最初成立的 3—4 年里，有时候运作甚至陷入杂乱无序的状态，这主要是

因为该部门的领导者在运营过程中侧重于目标导向，缺乏长期规划，把主要精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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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入在满足于短期的数量目标上。目前，新加坡国立大学企业内部各子部门已形

成分工明确又通力合作的新布局（如下图所示）。 

  

 三、协同推行项目：新加坡国立大学创新创业的新布局  

（一）创业中心的创新创业举措  

新加坡国立大学企业的创业中心主要利用教育项目来激发新加坡国立大学

社区的创业热情和通过科研来发展新加坡和地方的技术风险政策和实践知识。创

业中心通过在校园内外传播和加速外部创业经济系统，使新加坡国立大学变成一

个创业网络活动的凝聚地( magnet)，紧密地连接新加坡国立大学附近社区和外部

创业经济系统，创业中心还成立了一个专门面向所有新加坡国立大学本科生的

《技术创业辅修项目》( Technology Entrepreneurship Minor Program)，重点关注

科学和工程领域的学生，这项举措主要想唤起学生的商业意识和激发学生的创业

精神，弥补了新加坡国立大学课题体系中缺乏创业课程的缺陷。随后，创业中心

又举行“成功企业家发展计划”( Innovative Local Enterprise Achiever Development)

新项目，为脱颖而出的本科生高科技创业者提供为期 7 个月的实习机会和两周的

海外访学之旅，这个项目于 2010 年被转入海外学院( NUS Overseas Colleg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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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企业孵化中心的创新创业举措 

大学衍生企业最初诞生于非商业环境，因此其最大的难题是缺少市场知识。

为了帮助企业了解目标市场，同时将大学的政策和资源支持加以落实，为初创企

业的创建、发展直至成功保驾护航，新加坡国立大学通过整合以前的风险资助单

位，最终建立了企业孵化中心，主要通过商业化试点基金、原型开发计划和种子

基金等帮助衍生企业跨越“死亡之谷”( death of valley)。值得一提的是，即使企

业孵化中心是独立于创业中心的一个组织，但两个单位在推行创业活动中经常通

力合作。  

（三）海外学院创新创业举措 

200 1 年，新加坡国立大学成立海外学院(NUS Overseas College)，这项新举

措整合了全球化和创业两种发展趋势。按照新加坡国立大学校长最初的构想，成

立海外学院的基本理念是把最聪明的和最具有创业精神的本科生输送到世界五

大创业枢纽中心，让他们在高科技衍生企业中实习 1 年，期间他们也可以在每个

国家的合作院校( partner university)注册学习有关创业的课程。该项目被认为是培

养学生具有全球化思维和社会网络整合能力的所做的长期投资。    

表 1 新加坡国立大学海外学院一览表 

年份 海外学院 

2001 美国加州硅谷，斯坦福大学，高科技中心 

2003 美国费城，宾夕法尼亚大学，生物谷  

2004 中国上海，复旦大学，联合研究生院  

2005 瑞典斯德哥尔摩，皇家理工大学，移动 IT 

2008 印度班加罗尔，科技园区，IT 行业 

2009 中国北京，清华大学，高新技术企业 

2011 以色列特拉维夫  

（四）产业联络办公室的创新创业举措  

企业联络办公室（Industry Liaison Office）是 2006 年通过整合企业与技术联

络办公室( Industry and Technology Liaison Office)而成，这种整合的目的是要在大

学——产业的研究合作和技术转化之间建立更大的协同作用。为了筹划大学的技

术力量版图，指导未来创新方向和建立专利布局，在人选的技术区域达到群聚效

应，办公室的专业人员配置必须得到加强。整合完成之后，企业联络办公室的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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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范围也拓展至为大量新的国际合作研发项目承担知识产权管理，这些项目是主

要由新加坡国立大学与海外著名院校合作发起，其中包括新加坡国立大学与麻省

理工学院的《新加坡一麻省理工学院联盟》（Singapore-MIT Alliance）等项目。  

四、硕果累累：新加坡国立大学创新创业发展策略的成就 

（一）专利技术授权活动呈稳定上升的趋势 

自 20 世纪 90 年代末开始，新加坡国立大学的专利申请和专利授权等项目已

经有明显的增长。同时，自从 2000 年以来，科技转化也有了明显的增长。1 995

年～2002 年期间，该大学平均每年颁发的授权书不到 1 0 份，但这个数量在 2002

年~2012 年期间则每年增长超过 20 份，在 20 1 1 财政年末，新加坡国立大学已

经签署了 3 30 项技术授权协议，其中大约 80%技术授权是在 2000 年之后签署的。 

（二）大学衍生企业呈快速增长的趋势 

自定位向创业型大学转型之后，新加坡国立大学通过鼓励研究人员创建大学

衍生公司来进一步促进技术商业化，这种举措也取得显著的进步。在 1 99 1 年到

20 1 1 年期间成立的 114 家大学衍生公司，其中超过 95%比例是在 2000 年及其

之后成立的。大学衍生公司在初创阶段南于缺乏资金支持等因素往往将面临“死

亡之谷”的瓶颈，因此新加坡国立大学持续为大学衍生公司提供种子基金、孵化、

独有的知识产权保护等关照。 

（三）校企合作更加频繁和融洽 

校企合作是进一步发展基于大学研究科技成果和科技商业化的重要渠道，尤

其当大学与企业在技术发展和推销阶段，由于信息、动机的不对劲以及科学、技

术和商业企业之间存在的制度距离，那么校企合作对于帮助和填补他们之间的资

金缺口( funding gap)就显得意义重大了，应该说，这种合作取得了优势互补，互

惠互利的效果，新加坡国立大学走向创业型大学以后，校企合作更加频繁。 

（四）全球优秀人才呈现快速增长的趋势  

“羞答答的儒家社会、严格课税以及居民会因为品行不端而被实行公开的惩

罚”。这是新加坡留给公众的形象，但是，现在已今非昔比了。其中最好的体现

就是为吸引世界上最好的科学家和工程师以及国际留学生营造宽容和创造的氛

围，吸引创造型人才，迫切需要为新加坡营造一个开放的文化环境，从而帮助新

加坡从以效率为驱动的国家转变成一个创新型国家。  

（摘编自《比较教育研究》2016 年第 1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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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高等教育动态】 

国内外专家共商城市 4.0 阶段智能交通 

城市 4.0 阶段，是一种未来城市的状态，是一个可感知、可反应、可思考的

城市，基础设施智能化，公共服务便捷化，产业高端化，管理精准化，信息技术

设施安全化，这是其发展目标。以“计算机信息物理融合系统及其在智慧城市交

通中的应用”为主题的中德双边研讨会，在青岛市黄岛区召开。会议在国家自然

科学基金委中德科学基金研究交流中心的支持下，由青岛理工大学与德国克劳斯

塔尔工业大学联合举办，旨在贯彻落实中德两国在智慧城市智能交通领域的发展

规划，对标“中国制造 2025”与德国“工业 4.0”，实现优势互补、资源共享、

互利共赢。 

（摘编自 2016 年 2 月 29 日中国教育新闻网） 

【国外高等教育动态】 

中国蝉联澳大利亚第一大国际留学生来源国 

最新数据报告显示，继 2014 年之后，中国去年再次成为澳大利亚第一大国

际留学生来源国，2015 年总共有 136097 名中国留学生在澳大利亚留学，比 2014

年增长了 13.3%，占在澳国际留学生人数的 27.3%。国际教育行业去年为澳大利

亚经济贡献了 200 亿澳元，成为澳增长最快的五大行业之一，也是该国最主要的

服务出口贸易之一。澳政府不断通过简化教育机构的行政负担，确保对学生强有

力的保护措施，来提高澳国际教育在全世界范围的竞争力。 

（摘编自 2016 年 2 月 29 日新华社） 

【高等教育评估】 

FT 全球 MBA 排行榜出炉：中国人民大学上榜 

英国《金融时报》（FT）公布了最新的全球 MBA 排名，在本次排名中，与

美国顶尖商学院风格迥异的欧洲工商管理学院（Insead）MBA 项目，今年首次

登上榜首。哈佛商学院和伦敦商学院分列第 2 和第 3 位。中国人民大学商学院

MBA 项目是排名最高的新上榜 MBA，排在第 43 位，处于同属中国内地商学院

的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排名第 39 位）和复旦大学管理学院（排

名第 47 位）之间。 此外，中国商学院中，中欧国际工商学院排在第 17 位，而

香港科技大学、香港中文大学、香港大学的商学院分列第 14、26 和 44 位。  

(摘编自 2016 年 1 月 25 日《金融时报》中文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