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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合作目标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科技与产业化发展中心和

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双方共同认为创新、绿

色、共享、高质量发展是国内外绿色城市发展

的共同趋势，本计划的目的是推动中国与新

加坡双边在可持续绿色生态城市解决方案方

面的合作，包括：

促进国际技术交流、研究、创新、技术商业

化、试验项目应用、工业化以及投资；

交流在绿色城市发展方面的科技创新机制

与管理经验，促进绿色低碳、生态宜居、智

慧创新及城市可持续发展水平的提高；

共建国际合作平台，在绿色城市发展方面

开展合作；

在绿色城市科技创新协同发展方面，共同

开发 “一带一路” 及东盟市场的合作机遇。

2. 合作领域及模式

双方将促进中新两国政府机构、企业、科

研院所、行业协会、应用企业、投资者参

与以下领域的合作： 

可持续、绿色、生态城市精细化治理；

重点领域研究与推广， 包括但不限于：智

慧城市、绿色建筑与建造、零能耗与低能耗

建筑、可再生能源建筑应用、以及绿色生态

城区的出行、交通、市政与基础设施与大数

据技术应用等）；

产业园区科技创新及绿色化；

城乡建设绿色发展的市场化机制和绿色金

融研究与实践；

能力建设与培训；

其他。

3. 2019-2020 工作计划

2019-2020 的合作工作计划大纲包括以下

三方面：

考察、 交流与能力建设；

国际科技研究合作；

城市建设科技创新企业 “走出去” 计划。

3.1  考察、交流与能力建设

2019-2020 年度的交流计划包括在新加坡

以及国内举办的活动。

3.1.1   在新加坡举办研究考察与交流活动

内容可以包括以下主题， 或其他有兴趣参与

单位提出的主题：

城市设计与老城更新；

智慧城市规划与建设经验；

城市大数据平台建设 / 应用；

绿色建筑与建造；

科学园区建设与管理；

绿色城市科技创新体制与实践；

绿色生态校园；

绿色金融与绿色建筑；

其他 。

我们在新加坡的合作伙伴包括政府部门、企

业、大学与科研机构等将会参与有关交流，

3.3 城市建设科技创新企业 “走出去” 
计划

通过双方的合作平台，推动中国与新加坡在

城市建设管理领域的科技创新企业合作，提

供给中国的科创团队 / 企业 “走出去”的机

会， 把成熟的科技产品、技术、设备、平台等带

入国际市场。我们可以探讨协助合作企业与

南洋理工大学建立研发基地，强化与新加坡

企业与政府的合作。  

我们通过南洋理工大学的能源科技创新中心

平台，可以协助与新加坡政府、企业、科技公

司伙伴合作，寻找测试项目，并为如何把握这

个机遇，提供支援与咨询、引入投资、支撑科

技转化，缔造商机。

有关科技领域包括 （但不限于）：

绿色建筑与建造；

城市能源系统；

交通与移动、新能源汽车；

智慧城市与大数据应用；

环境与生态；

水资源、废物处理与空气素质；

循环经济；

其他 。

欢迎对国际市场有发展意愿的科技创新企业

联系我们， 提出建议并讨论合作可能性。

3.2 国际科技研究合作

我们推动中国科研机构 / 大学 / 企业与新加

坡有关单合作进行国际科技研究，特别是针

对东盟“一带一路” 国家和城市未来建设需要

的科技创新应用技术的研究，内容可以包括： 

城市建设管理、能源、交通与移动、建筑与建

造、城市大数据应用、绿色生态资源等。 目的

是通过中国和新加坡两地的国际研究项目产

生科技创新研究成果， 应用在中国与东盟地

区市场。

目前已在考虑的国际研究合作例子：

城市 / 城区能源资源规划优化；

绿色金融与绿色建筑；

3.1.2 在中国 2-3 个城市举办交流与能力建
设活动

我们计划于 2020 年内在中国 2-3 个城市与

地方政府、管理部门、行业协会和企业合作， 

举办 1 到 2 天的交流会议。 会议议题包括 

（但不限于）新加坡在城市建设、 城市设计管

理、大数据城市平台与管理、老城更新、海绵

城市、绿色建筑与装备式建造、应对气候变化

的城市建设、智慧交通与移动系统、科技园区

建设与管理、 绿色金融与绿色建筑 / 房地产

开发等。新方会安排国际与新方专家、政府单

位代表、企业、运行商、科技公司等参与。

欢迎地方城市政府机构与行业协会 / 企业联

系我们商讨，与我们合作举办在国内城市举

办行业交流、培训 （可以参考以上主题或建议

主题）， 国际合作协商等活动。

合作模式：

通过信息交换、技术交流与培训；

人员互访、行业交流；

共同开展技术研究与技术咨询；

投资推广与试验项目应用等。

其中包括新加坡市区重建局、新加坡建筑与

建造局、裕廊集团、南洋理工大学、新加坡国

立大学等。

城市大数据分析工具应用在城市建设和管理；

工业园 / 科学园区数字化管理系统。

欢迎中国有关单位参与以上领域的合作并提

出其他研究合作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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