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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
大学竞争力是大学综合办学实力的外 在表现, 大学 核心竞 争力是 大学综合 办学实 力的核 心标
志。对军队综合大学而言, 核心竞争力的体 现就是 其获得 外界 认可的 程度 和对国 防与 军队 建设贡 献力 的大 小。
本文辨析了军队综合大学核心竞争力的教育管理学含义, 探讨 了军队综合 大学核 心竞争 力的构 成要素, 提出 了基
于战略管理思想的军队综合大学核心竞争力生成机制模型, 并给出了提升军队综合大学核心竞争力的对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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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ies in the Core Competence of Military University
ZHU Q-i chao, ZHOU Gang, WANG Qiang
( Education Administration of National University of Defense Technology , Changsha 410073, China)
Abstract: The core competence of a university is the core capability that is acknowledged by the outside world and its
contribution to the national defense and army building. The concept and key elements of military university core competence are
discussed on the basis of the analysis of the characteristics of military university, and then the generating mechanism of the core
competence of military university has been built based on the strategic management thought. Finally, the measures to cultivate and
enhance the core competence of military university has been brought for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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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与 历史实践 证明, 军 事领 域的竞 争归 根结 底是军
事人才的竞 争。信息 化战 争条 件下, 培养 造就 大批 高素质

展、获得社会 的广泛 认同, 并 成为 最优秀 学生 和教师 心向
往之 的圣地。可以 说, 一所 大学, 没 有核 心竞 争力, 就不

新型军事人 才是军队 院校 教育的 根本 任务。军 队综 合大学
是培养造就 杰出军事 人才 的摇篮, 是吸引 和汇 聚社 会最优

可能有持久 的竞 争优势; 没有竞 争优 势, 就不 可能主 动适
应时代的要求获 得社 会的认 同, 并 获得国 家以 及社会 机构

秀人才投身 国防和军 队建 设事业 的基 地, 培育 并加 紧提高
军队综合大 学核心竞 争力, 对 于国 防和军 队事 业的 长远发

的战略与资源关 注从 而保持 其竞 争优 势, 进而 建设成 为高
水平 大学或世界一流大学。

展有着重要的意义。

当前, 国内对大 学核 心竞 争力的 研究 主要集 中在 大学
核心竞争力概念 辨析、大 学核 心竞 争力要 素以 及大学 核心

一、军队综合大学核心竞争力的内涵

竞争力 模 型 构建。 关 于大 学 核 心 竞争 力 的 研 究 观点 主 要
有 [ 1~ 9] : ( 1) 大学核 心竞争 力与企 业核心 竞争 力具有 相似

核心竞 争力 ( T he Core Competence) 本 是企 业战 略管理
的概念, 随着美 国战 略 学家 C1K1Prahalad 和 Gary Hamel 于

的性质, 即一所大 学的核 心竞 争力 是该大 学区 别于其 他大
学的明显特 征, 应独 具特 色, 使其 具有独 特的 竞争性 质而

1990 年在 5 哈佛商业评论6 发表 了一 篇题 为 5 企 业核 心竞
争力6 ( The Core Competence of the Corporation) 论文而逐渐被

难以为竞 争对手 所模 仿, 即应 符合 有价值、稀 有性 、难以
模仿、无可替代的 核心竞 争力特 点。 ( 2) 大学 核心竞 争力

学术界所关 注和使用, 大学核 心竞 争力研 究当 前成 为高等
教育研究的 热点 之一。从 世界 高等教 育发 展的历 史看, 哈

是建立在 大学的 学科、师 资、无形 资产、物 质资 源等 战略
性资源基础之上 的能 力。竞争 必然 导致资 源的 占有和 配置

佛大学、普林斯顿 大学 等世界 高水 平知名 大学 都拥 有各自
独特的核心 竞争力, 并 且凭其 核心 竞争力 推动 学校 不断发

问题, 大学核心竞 争力的 大小 也就 取决于 对其 中战略 性资
源获 取、创造 及整合 能力 的高低。 但战略 性资 源本身 并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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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核 心竞争力。 ( 3) 由 于大学 核心 竞争力 是一 种相 对于其
他能力而 言, 处于 核心 地位、支 配地位 的能 力, 可将 大学

是那 些长期起关键作用并决定其他要素配置的要素。
因此, 大学竞争 力是 大学 所拥有 的获 得外界 认可 并在

核心竞争力 理解为 / 基于战略 性资 源的能 力0 、 / 整合、协
同各种要素的能力0 或 / 支配其他能力 的能力0。 ( 4) 大学

大学竞争中获得 优势 的能力, 大学 核心竞 争力 应是大 学所
拥有 的获得外界认可并在大学竞争中获得优 势的核心 能力。

核心竞争力 是其 长 期持 续竞 争 优势 的源 泉。对 以 上观 点,
笔者不能全 部认 同, 从研 究现 状来看, 已 有文 献对 大学核

就大学间的 竞争 而言, 核 心竞争 力不 是各不 相同, 而 是大
小不同; 不是 难以 模仿, 而 是没 必要 模仿; 不 是稀 有, 而

心竞争力的 研究存在 一些 问题, 要 么生搬 硬套 企业 核心竞
争力的研究 范式而导 致问 题研究 偏离 了方向 , 要么 对大学

是存 在不同的状态。
对于军队综 合大 学而言, 由于人 才培 养目标 和任 务分

核心竞争力的影响要素和生成机制在认识上还不够清楚。
首先, 大学核心竞争 力与 企业核 心竞 争力 的存在 目的

工相 对明确, 各综合 大学 之间、军 队院校 与向 部队输 送毕
业生的地方大 学之间的 竞争 更多表 现为 一种间 接竞 争 ( 或

有着本质的 区别。企业 的存在 是为 了在市 场竞 争中 追求利
润最大化, 企业 所 生产 产品 的 异质 性是 利 润的 重 要来 源;

称为隐性竞争) , 即培养的人才其综合 素质与能力 的高低优
劣会在毕业后的 工作 岗位上 逐渐 反映 出来, 而 非主要 表现

但大学人才培养的目的不是为了追求利 润, 而是人的 成长,
并且大学所致力营造良 好成长 环境 的能力 几乎 是所 有大学

为直接竞争 ( 或称为显性竞争) ; 另一方 面, 军队综 合大学
的竞争力还表现 在对 国防和 军队 建设 贡献力 的大 小, 这种

的共性, 不 是区别 性或 异质性 的大 学竞争 能力。 其次, 大
学核心竞争力与企业核心竞争力并非都表 现为难以模 仿性。

贡献力的重要指 标有 两个, 一 是高 素质新 型军 事人才 的培
养能 力, 二是 军事科研攻关与创新能力。

模仿主要是 指技 术层 面, 企业 为了获 得稳 定的利 润, 总是
千方百计不 让对手得 知产 品的设 计与 生产工 艺技 术; 而大

综上, 大学 竞 争力 是大 学 综合 办 学 实力 的 外在 表 现,
大学核心竞争力 是大 学综合 办学 实力 的核心 标志。对 军队

学核心竞争 力指的是 大学 整体性 的人 才培养 能力, 并且人
才培养活动不可能存在难以模仿的教育 技术, 在大学 文化、

综合大学而言, 核 心竞争 力的 体现 就是其 获得 外界认 可的
程度和对国 防与 军队建 设贡 献力的 大小。比 如, 美国 著名

大学制度和 人才培养 理念 层面上, 只有大 学之 间相 互学习
交流与借 鉴的 问题, 不 存在模 仿的 问题。第 三, 企业 竞争

的西 点军校其核心竞争力 就表 现为 其在世 界军 事高等 教育
史上 持久而广泛的影响力。

是为竞争更 大的 市 场份 额, 而 大学 竞争 是 为了 竞 争学 生、
社会用人单 位、教师 和国 家在 不同层 面上 的认可。 学生的
认可, 会吸引更多优 秀学 生来 选择报 考; 社会 用人 单位的
认可, 大学将会有更 多的 与社 会机构 合作 办学的 机会, 并

二、军队综合大学核心竞争力构成要素
及其运行模型

可能接受更多的社会捐 赠; 教师 的认 可, 会 使大 学吸 引更多
优秀的教师来校工作; 国家 的认 可, 会使大 学从 国家 争取到

( 一) 从各类评价 体系看大学竞争力要素构成
大学评价旨在从基本 要素 入手 分析大 学综 合办学 实力

更好的政策和物质待遇。第四, 人才培 养的周期 往往比企业
产品的生产周期长, 人才成 长速 度慢, 并且 人才 培养 质量的

或竞争力的状况, 评价指 标可 以看 作大学 核心 竞争力 的基
本影响要素。表 1 给出了 当前 国内外 几种 重要 的大学 排名
[ 10~ 15]

实践检验比企业产品更慢, 因而影响大 学核心竞 争力的要素
评价 体系
。
表 1 当前几种重要的大学排名评价体系
序号

评价 体系

一级指标 ( 二级指标说 明)

1

网大中国大学排行榜

学术声誉、学术资源、学术成果、学生情况 、教师资 源、物质 资源

2

上海 交 大 高 教 所 的 世
界一流大学排名

学术声誉 ( 诺贝尔奖、 5Science6 和 5 Nature6 上发表 论文 情况) 、教师 质量 ( 博士 学位
比例、博士后数量) 、科研经费、生师比

3

中国 管 理 科 学 研 究 院
广东分院的大学排名

人才培养、科学研究

4

国家 本 科 教 学 工 作 水
平评估指标体系

办学思想 ( 办学 定位 与办学 思路) 、师资 队伍、教 学条 件、学科 专业建 设 与教 学改 革、
教学管理、学风、教学效果

5

军队 院 校 教 学 工 作 评
价指标体系

办学思想 ( 办学思路、教学改革) 、教员队伍、教 学建 设 ( 专业 建设、 课程建 设和 实践
教学) 、教学环境 ( 设施设备、信息环境、军校氛围、教风学风、经费投 入) 、教 学管理
( 领导重视程度、机关组织协调、管理条件、管理队伍、质量控制、教学 保障) 、 教学效
果 ( 授课质量、学员知识水平、学员综合运 用与创新能力、学员军政素质)

5

5美国 新 闻 与世 界 报
道6 的大学排名

学术声誉、新生录取水准 、师资力 量、学生 保有率、财政资源、校友赞助、毕业 生就业
情况

6

英国 5 泰 晤 士 报6 的
大学排名

教学评价、科研评价、入学成绩、生师比、生均图书 和计算机费用、生均设备 费用、获
第一学位的学生 比例、毕 业率、毕 业生去向

7

加 拿 大 的 5 麦 卡 林6
杂志的大学排行

学术声誉、教师资源、学生情况、财政资源 、捐赠情 况

从表 1 可以看 出, 国内 外各种评 价指标 体系虽 然侧重
点不同, 但是都在 某种 程度上 体现 了影响 大学 竞争 力或综

合办学实 力 的要 素, 这 些要 素 指标 主要 覆 盖了 学术 声 誉、
师资、生源、教学资 源、学 科、科 研水 平等 方 面, 这 反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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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国内外大学办学实力建设的共性。
另外, 刘念才等 [10] 将世 界一流 大学的特 征概括 为九个

从系统运行的层 面看, 人 才培 养是 由实现 不同 功能的 系统
所构成, 系统 之间 相互衔 接、相 互影 响、相互 制约, 共同

方面: 科研 成果卓 著, 学术 声誉 很高; 学 术 大师 汇聚, 教
师素质很 高; 科研 经费 充裕, 研 究力量 雄厚; 办 学特 色鲜

支撑人才培养 任务的完成。系统又是由相关 要素有机 组成,
要素之间 相互依 存、相互 支撑、相 互作 用, 共同 支撑 系统

明, 办学理 念明确; 管理科 学规 范, 杰出 校 长掌 舵; 学生
素质一流, 生师比例不高; 学科水平 很高, 门类较为 齐全;

功能的实现。要素 或子系 统与 外部 环境之 间建 立起催 化循
环和超循环, 并通 过催化 循环 和超 循环把 大学 组织推 向下

国际化程 度高, 留 学生 比例高; 经费投 入巨 大, 办学 设施
优良。郑家成 [ 5] 认 为影 响学生 与社 会单位 对大 学认 可程度

一个状态水 平。因此, 单 纯的 要素 或要素 的累 加不能 构成
大学的核心竞争 力, 大学 核心 竞争 力的形 成既 是一个 长期

的因素包括师 资、教学 资源、大 学文 化、制 度、学科 布局
与水平、声誉等; 影响 教师对 大学 认可程 度的 因素 主要有

积淀 的过程, 又是大 学各 种办学 要素 相互耦 合、相互 作用
的产物。本文认同 从软件 和硬 件的 角度来 分析 大学核 心竞

教学资源、大学文化、 制度、学 科 布局 与水 平、声 誉、待
遇等, 这 些 构 成 了大 学 竞 争 力 的 基本 影 响 要 素。 王生 卫

争力影响要 素的 划分, 从 大学战 略管 理的流 程看, 大 学核
心竞争力的 形成, 应 当首 先明确 大学 的办学 定位, 明 晰办

等 [7] 还将影响大学核心 竞争力 的因 素分为 软件 因素 和硬件
因素, 其中硬件因素 包括 领先 的学术 能力、较 强的 创新能

学目 标, 制定 科学的发展战略, 培育特色鲜 明的大学 文化,
统筹各种办 学资 源, 提高 大学运 行管 理能力 水平, 培 育和

力、科研成果的转化 能力 和具 有竞争 优势 的人力 资源; 软
件因素包括 现代 化的 大学理 念、独特 的大 学文化、 大学的

塑造 大学核心竞争力。
对于军队综 合大 学而言, 由于人 才培 训任务 分工 相对

核心战略和资源的整合能力。
本文认为, 军队综合 大学 和地方 普通 高校 都必须 遵循

明确 , 可利用 的教学 资源 有限, 面 对复杂 多变 的军事 人才
培养需求, 更加有 必要从 战略 管理 的角度 加强 办学定 位的

高等教育发 展的共同 规律, 其 核心 竞争力 影响 要素 没有根
本性区别。比较而言, 军队综 合大 学因为 其任 务特 征和管

顶层 设计, 合 理统筹 各种 办学资 源, 提高 人才 培养的 质量
效益 。基于大 学战略 管理 的思想, 本文将 大学 核心竞 争力

理特征, 要比地方大 学更 注重 目标定 位和 发展战 略, 因此
影响军队综合大学核心竞争力的要素主要 应包括办学 思想、

影响要素进一步 整合, 形 成影 响大 学核心 竞争 力直接 生成
的功能子系 统模 块, 对于 军队综 合大 学, 这些 功能子 系统

办学理念、办学目 标定 位、发展 战略、师 资 水平、学 科水
平、大学文化、管理制度、教学资源、声誉等方面。

模块 主要有六个, 即办学 方向、 办学 目标、发 展战 略、组
织制度与 大学文 化、办学 资源、运 行管 理能力 。各功 能子

( 二) 军队综合大学核心竞争力生成模型
按照系统学 的观 点, 现代 意义上 的综 合大 学具有 复杂

系统模块 相互作 用、相互 影响、相 互耦 合, 在办 学实 践过
程中逐步形 成军 队综合 大学 的核心 竞争 力。简言 之, 军队

系统的典型 特征, 并 且是 开放 的能动 的系 统, 由相 互作用
的要素和 子系 统组成, 各要素 之间, 各 子系 统之 间, 各要

综合大学核心竞争 力的 生成, 遵 循要 素 y 子系统 y 能 力的
发展路径。军队综 合大学 核心 竞争 力功能 子系 统模块 及要

素、子系统 与环境之间都保持着或松散或 牢固联合的 关系。

素如 图 1 所示。

图 1 军队综合大学核心 竞争力构成模块与基本要素
图 1 中, 军队综 合大学 核心竞争 力的生 成有赖 于正确

组织编制结 构、完备 的现 代大学 制度、激 昂奋 进的大 学文

的办学方 向、清晰 的办 学目标、 科学的 发展 战略、合 理的

化、雄厚的办 学资源 和高 水平的 大学 运行管 理能 力。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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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学方向包 括先 进的 办学理 念、正确 的办 学思想、 明确的
使命任务和优良的办学传统; 办学目标包 括办学层次 定位、

成模 型, 大学 作为复 杂的 开放系 统, 大学 核心 竞争力 以及
大学综合办学实 力的 提高, 仅 凭单 个要素 的改 善无法 获得

学科优势特 色、学员 培养 类型 定位和 清晰 的培养 目标; 大
学发展战略 主要包括 学校 发展的 目标 定位、清 晰的 中长期

明显的整体 效益, 而 必须 依靠体 系推 进, 不断 统筹优 化各
种办 学资源, 提升大 学整 体竞争 力。三是 要不 断巩固 办学

发展战略和 科学 可 行的 战略 步 骤; 合理 的 组织 编 制结 构、
完备的现代大学制度和 特色鲜 明的 大学文 化是 大学 核心竞

优势 和特色, 进一步 提高 开放办 学的 能力和 水平。大 学没
有了自己的 办学 特色, 也 就丧失 了个 性, 没有 个性就 无法

争力快速生 成的 组织 保证、制 度保证 和精 神激励 要素; 办
学资源主 要包 括师资 队伍、优 秀生 源、政策 资源、经 费资

在竞 争中生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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