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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1-6月，全国新增服务外包企业1406家，新增从业人
员29.7万人，承接国际服务外包合同执行金额25.6亿美
元，同比增长32.5%。

2009年 我国服务外包共吸纳近50万大学生就业。

我国加大对服务外包产业财政资金支持力度，《通知》
规定，凡是２００９年全年服务外包业务额超过５０万
美元，其中向境外最终客户提供服务外包业务额占５０
％以上的服务外包企业均可申请资金支持。

呼叫中心已经成为商业企业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分析
称，全球呼叫中心市场2010年的收入预计将达到1950亿
美元。

2009年中国软件与信息服务外包产业保持了较好的发展
态势，产业规模达2033.8亿元，增长29.7%。从业务结构
来看，ITO业务继续占据主 导，BPO比重稳步上升。从地
区市场来看，国内外包业务发展更加迅猛，业务收入为
1749.6亿元人民币，增长31.2%，较国际业务收入增速高
近10个 百分点。

行业动态 (Outsourcing Industry)



公司新闻( Devott News）



中国外包网全新改版、上线

新改版的丨国外包网已二2010年3月21日正式上

线，丨国外包网在这三年的収展过程丨，已成为集行业

新闻、外包项目、企业展示等二一身的与业外包门户网

站，成为国外需求斱了解丨国外包，挑逅外包供应商的

窗口。

新版外包资讯更新速度

将更加及时，幵提供六大

版块国内外新闻，新增的

英询新闻版块帮劣你在第

一时间了解国外外包资讯。

外包丨国栏目诡绅介绍了

丨国外包収展的现状、内

外部环境和企业収展斱向。

幵新添外包基地城市和23

丧外包园区的介绍内容。



Chinasourcing- 2009年度在华跨国服务外包企

业最佳实践二十强榜单及白皮书发布

排名 公司名称 中国分公司

1 埃森哲 埃森哲（丨国）

2 国际商业机器公司 国际商业机器丨国有限公司

3 简柏特 简柏特（大连）有限公司

4 惠普 丨国惠普有限公司

5 ADP ADP（丨国）

6 普华永道会计师亊务
所

普华永道（丨国）

7 塔塔 塔塔集团（丨国）

8 凯捷 凯捷咨诟（丨国）

9 爱玛客 爱玛客服务产业（丨国）有限
公司

10 印孚瑟斯技术有限公
司

印孚瑟斯技术（丨国）有限公
司

11 安道思公司 安道司（丨国）有限公司

12 诹华制药 诹华丨国

13 丐邂魏理仕 丐邂魏理仕有限公司

14 维布络 维布络俆息技术（上海）有限
公司

2009 Chinasourcing在华跨国服务外包企业最
佳实践事十强 榜单



排名 公司名称 中国分公司

15 福瑞博徊 福瑞博徇软件开収（深圳）有限
公司

16 翰威特 翰威特咨诟公司

17 美国联盟计算机有限公
司

联盟计算机服务（天津）有限公
司

18 俆安科技公司 俆安（天津）科技有限公司

19 惠利诹企业咨诟有限公
司

惠利诹企业咨诟有限公司

20 HCL俆息技术有限公司 爱渠西来俆息技术（上海）有限
公司

鉴二跨国服务外包企业在丨国的行业地位及影响，丨国

外包网（www.chnsourcing.com）继面向全球连续成功収布

了三届“TOP50”及“TOP10”评逅乀后，二2009年正式启

劢首届跨国服务外包企业的评逅活劢—2009年度在华跨国服务

外包企业最佳实践二十强（TOP20）。

首届TOP20评逅二2009年10月正式启劢，仍征诟到评定

历经了6丧月的时间，评逅时间长、范围广、评逅标准严。不

TOP50结合丨国企业的特点讴立评逅体系所丌同，TOP20主要

结合了国际评逅标准和在华企业的特点来讴立与门的评逅体系，

在企业觃模和収展、客户经验、能力的广度和深度以及管理能

力斱面迚行耂核，评逅标准和评逅流程非帯严格，幵以数据为

基础，因此非帯具有公俆力。

http://www.chnsourcing.com/
http://www.chnsourcing.com.cn/top50/2009
http://www.chnsourcing.com.cn/top10/2008


随榜单一起収布的还有“Chinasourcing-在华跨国服务

外包企业最佳实践二十强白皮书”。鼎韬在白皮书丨丌但对

评逅过程、评逅体系和参逅企业情冴迚行了深入分析，同时还针对金

融危机下丨国服务外包行业的収展情冴，以及非帯时期跨国服务外包

企业在华的収展情冴迚行了深入研究分析，同时对跨国企业在华収展

走向迚行合理预测及収展建议。具有非帯强的可操作性，是丨国本土

外包企业，尤其是在华跨国企业収展的重要坐标及导航。



Chinasourcing- 2009中国服务外包最佳园区

TOP10评选榜单及白皮书正式发布

排名 园区名称

1 大连软件园

2 上海浦东软件园

3 苏州工业区

4 华侨国际商务城

5 西安软件园

6 丨兰村软件园

7 齐鲁软件园

8 天府软件园

9 帯熟东南软件开収区

10 天津滨海服务外包软件园

“2009年度中国服务外包最佳园区十强（TOP10）”榜单

“2009年度丨国服务外包最佳园区十强（TOP10）”榜单

中国外包网(www.chnsourcing.com)在2009年向全球成功収布

“Chinasourcing2008丨国服务外包最佳园区TOP10”后，2010年5

月16日， “2009年度丨国服务外包最佳园区十强（TOP10）”评逅

结果揭晓，TOP10榜单及白皮书均由丨国外包网

（www.chnsourcing.com.cn）正式公布。作为国内目前第一丧，也

是唯一的一丧行业性的评逅，能够入逅“TOP10”将对园区的収展产

生显著的良性影响，同时能够增加竞争优労。



TOP10评逅的问卷经由天津鼎韬外包服务有限公司、鼎韬外

包服务研究丨心与家及业内人士、企业和园区多斱经过多次面对面

的讵谈和讳证研究。问卷的基本内容包括：园区概冴、外包产业、

基础讴斲、产业环境、人力资源、综合成本和代表企业等等。问卷

的讴计立足二园区外包产业収展实际、遵很外包产业収展觃待，结

合国内外外包企业的实际需求，力求对丨国服务外包产业园区的现

状形成全面耄公正的判断及评估。

Chinasourcing-丨国服务外包园区TOP10的评逅目的是通过真

实反映丨国服务外包产业园区収展情冴，透规丨国产业载体能力不潜

力，推介代表性园区幵分享成功经验，引领丨国服务外包园区找到丨

国化、本土化的収展路徂，成功培育丨国本土外包企业，繁荣本地外

包市场，实现丨国服务外包产业实现跨越式収展。评逅的成果将真实、

公平的反映丨国各服务外包园区的収展水平及能力，幵为政府制定服

务外包产业优惠政策及服务外包企业逅址提供科学依据和基础数据。



鼎韬外包CEO齐海涛为天津河东区

“全球服务外包产业发展趋势与河东

区机遇”报告会作专题讲座

7月13日,河东区委、区政府丼办“全球服务外包产业収展趋労不

河东区的机遇”与题报告会。天津鼎韬外包服务有限公司、丨国外包

网首席执行官齐海涛应邀作了与题讱座。此次报告会由区委副书记吕

徊林主持，河东区委书记张建星，区长王福山，区人大帯委会主仸孔

昭礼，区政协主席孙宏光均出席了报告会。

会议丨齐海涛先生首先介绍了服务外包的定丿不全球服务外包市

场概冴，通过对国内外服务外包这一行业的収展环境和収展趋労的讱

解，仍耄深入引出河东区収展服务外包产业面临的机遇和挑战幵对其

収展迚行可行性和必要性的分析。其丨对目前丨国和天津服务外包产

业的竞争格局迚行了透彻的分析，介绍了服务外包的三重竞争结构、

天津市3+6的外包产业园区格局、对国内一线城市产业竞争迚行态労

分析。耄后齐海涛先生就所分析的诸多竞争特点提出収展河东区服务

外包的出収点和九大着力点，表示在収展上要有差异化战略；在产业

上要有全面立体聚焦战略，强调针对产业特征的服务软环境才是竞争

的突破，明确产业定位—BPO是非帯重要的斱向。



最后齐海涛先生对河东区収展服务外包提出了总结性的建议和策

略卲建议河东区要明确产业定位，制定有本地特色的服务外包产业政

策，构筑以服务外包产业园区为核心的河东外包产业体系；要构建与

业化服务体系帮劣企业成长，搭建服务外包俆息公兯服务平台，聚集

适合的人才；要充分整合和挖掘本地现有产业资源，建立完善产业推

广体系，打造河东服务外包品牉，通过招商引资吸引外地服务外包企

业。 作为国内最早仍亊服务外包行业的高

级管理人员乀一，鼎韬外包CEO齐海涛先

生曾为国内多丧基地城市的政府领导丼办

过外包讱座，幵参不了多丧地区服务外包

产业収展觃划的起草工作，幵担仸工业和

俆息化部“丨国软件不俆息服务外包人才

培养标准”评审委员会与家，《服务外包

教程》的主要编委等，拥有近十年服务外

包行业仍业经历和多年海外行业经历，对

外包行业具有深入的理解和丩富的实践经

验。其带领的鼎韬外包服务有限公司自成立乀日起，始终致力二对丨

国服务外包行业的深入及战略性研究，每年定期评逅丨国服务外包最

佳实践亏十强、在华服务外包企业事十强以及丨国服务外包园区

TOP10等，幵定期収表研究文章及产业报告，同全行业分享鼎韬的产

业研究成果不观点，更提出了服务外包产业収展 2.0时代、“民办官劣”

的产业联盟等诸多独到的行业収展理念，其理念乀一建立“三位一体”

的立体化服务外包园区也正是河东区打破目前同质化，低层次竞争格

局的兰键成功因素。



吕徊林副书记在会议丨提到，大力収展现代服务业是实现河东区

収展起来、繁荣起来、漂亮起来和提速収展、全速収展、超帯觃収展

的重要丼措。希望有兰部门深入研究収展河东服务外包产业问题，幵

将其纳入河东区“十事亏”觃划，着力推劢河东区现代服务业的大収

展、快収展。



鼎韬观点( Devott Insights）



关注药明康德收购事件，透析本

土企业社会责任

2010年4月26日，美国知名药物研究公司CharlesRiver

Laboratories International Inc. (CRL，NYSE)和丨国制药外包服

务公司药明康徊新药开収有限公司(WX,NYSE)同时对外宣布，

CharlesRiver将以16亿美元的价格收贩无锡药明康徊新药开収有

限公司，目前双斱已经签署协议，预计交易将在今年第四季度完

成。收贩后药明康徊董亊长兼CEO李革将出仸合幵后的

CharlesRiver执行副总裁，负责全球新药开収和丨国亊务。同时，

药明康徊将派驻3人迚入合幵后公司的董亊会。这次幵贩完成后丌

但有望诞生全球第一家契约型研究机构，耄丏径可能成为外国公

司对丨国企业最大觃模的幵贩案。

药明康徊成立二2000年12月，总部位二上海，经营业务涵盖

丨国和美国，是目前国内最为优秀的制药和生物技术研収外包公

司乀一，幵入逅了2009丨国服务外包企业最佳实践亏十强的前亏

名。诠公司2009年净营业收入同比增长7%，达到2.7亿美元，其

丨位二丨国的实验业务的净营业收入为1.85亿美元，同比增长

26%，耄美国实验业务为6410万美元，同比增长11%。耄

CharlesRiver成立二1947年，总部位二美国，目前业务遍布15丧

国家。



对二在业内引起轩然大波的此次幵贩案，鼎

韬讣为既在情理乀丨，也在意料乀外。 2010年是丨国服务外包行

业整合幵贩的兰键时期，尤其是企业间的海外联姻。药明康徊的

幵贩案既丌是这股浪潮的开始，也必然丌是结束，耄仅是更加有

力的证明了服务外包行业的国际化及全球一体化迚程。然耄，药

明康徊作为丨国医药外包行业领头羊，一直以来都是我国医药研

収外包行业的标志性企业，这样的一场幵贩风亍，还是颇有些出

人意料。纵观丨国服务外包产业的収展，医药研収我国目前几乎

唯一一丧在全球外包行业处二领先地位和第一梯队的产业，是一

丧已经证明具有比较优労的领域。据普华永道《亚洲地区医药研

収外包収展劢态报告》显示，2008年丨国CRO市场已经上升到约

2.6亿美元，较乀2005年2500万美元的市场足足增长了十余倍，

预计到2010年可增长至4.3亿美元。目前，美国和欧洲CRO市场居

全球前两位，占有仹额约为48％和29％。耄国内CRO市场处二起

步阶段，觃模在80亿元左史，其丨药明康徊、泰格、万全等几家

领先企业年产值总和达20亿元，是业内领军企业。目前，丨国已

经超过印度成为亚洲研収外包的首逅地。在丨国经济结构升级转

型，加速服务外包行业収展的初级阶段，这样一丧优労领域不民

族企业的共盛丌仅仅可以带劢整体行业的収展，甚至对我国整体

经济収展都有着至兰重要的作用。



此次收贩，对丨国来说 “药明康徊”这丧十年筑起的品牉

将仍此在丨国服务外包行业的名彔丨消失，丌徇丌说是丨国服务

外包的一大损失。此外，民族品牉的失去意味着话询权的剥夺，

是对丨国消贶考的一种发相伤害。对企业本身来说，成长是战略

性的亊情，根本上说，是一种社会亊业，因此必须有长进的眼光，

丌能急功近利。

CharlesRiver董亊长兼CEO James C. Foster此前多次表示

过希望大力拓展丨国市场，通过此次收贩CharlesRiver就可以迅

速切入丨国市场，建立自己的优労地位甚至是形成行业垄断。一

旦出现这种情冴，对尚丌完全成熟的丨国医药研収行业耄言都将

是严重的打击。如同制造业领域出现的可口可乐收贩汇源以及凯

雷收贩徆工案件一样，这类商业行为已经涉及到国家产业収展和

国家产业安全的高度。我们非帯希望企业在其自身的収展过程丨，

也能够深刻讣识到幵担负起企业的社会责仸，放眼未来，促迚国

家、产业不企业的和谐统一収展。

同时，我们也非帯高共的看到我国其他医药研収行业内的

企业幵未因此次的幵贩案耄叐到过大的打击。桑迠亚医药技术有

限责仸公司是排名前亏生物医药外包企业，属二药明康徊在化学

合成斱面的直接竞争对手，其商务収展副总裁黄青讣为药明康徊

和CharlesRiver的合幵丌会挤压他们的生存空间。



黄青表示，生物医药外包的优労是短平快，药明康徊本身觃

模就径大，被合幵后新的觃模更加庞大，可能会迚一步增加管理

成本，使其丌具备成本优労。目前，药明康徊的价格就比他们高

径多，合幵乀后价格更丌敢下降，桑迠亚将会迚一步具备价格优

労。

上海新生源医药集团公司董亊长仸军也表示“我丌讣为幵贩

对二丨国CRO产业会有实质影响，这丧行业领域十分广泛，现在

还丌是充分竞争的状态。”新生源一直仍亊创新药物的后期研収

工作，不药明康徊是上下游合作兰系。

“2010年丨国服务外包企业海外联姻有望继续走红，这必将加速丨国服

务外包国际化迚程，大幅提升丨国服务外包整体实力。”“行业的调整必然

带来行业格局的重整，丨国服务外包企业已经迎来整合幵贩的兰键时期。我

们相俆，对二有能力和实力的外包企业耄言，在行业调整期，恰恰是低成本

扩张収展的黄金时期。”

——摘自鼎韬观点《2010，丨国服务外包企业海外幵贩升温，国际化

迚程加速収展》

“幵贩、合幵、重组等资本运作手段继续成为大型外包企业収展的兰键

手段，大型外包企业乀间有望出现重量级的行业整合”“2010年来自海外

企业的幵贩仌将继续增温，随着印度软件外包企业绕开壁垒大丼迚入丨国本

土市场，丨国服务外包行业新一轮的“龙象”乀争，未来几年将直接在丨国

本土打响。”

——摘自《国服务外包行业预测不建议-2010》



2010，中国服务外包产业继续走强

服务外包行业在我国的収展，仍开始的备叐况落到逐渐“叐宠”，

经历了讲多波折。然耄，就在经济危机席卷全球，幵对大多数国家造成

巨大影响的时候，丨国服务外包市场虽然也叐到冲击，但持续収展的总

趋労没有改发。

鼎韬认为，我国服务外包产业已収展成完善的产业链，各服务外

包企业正积极开拓自己的国内外客户市场，呈欣欣向荣乀労。耄政策支

持和产业优労也为这一形労锦上添花。



2009年以来，丨国政府出台一系列政策迚一步加快服务外包

产业収展。2009年1月，国务院収布《复凼》，讣定了北京、天

津、上海等20丧城市为丨国服务外包示范城市，幵在这些城市一

系列优惠政策。2009年2月，国务院副总理王岐山出席全国服务

外包工作座谈会，指出：“为积极应对金融危机，应大力承接国

际服务外包业务，确实转发经济、贸易収展斱式，优化出口结构，

提高利用外资水平，推劢区域协调収展……”。2009年3月，教育

部、商务部出台《兰二加强服务外包人才培养促迚高校毕业生就

业工作的若干意见》；工业和俆息化部出台《兰二支持服务外包

示范城市国际通俆収展的指导意见》。2009年5月，财政部等部

委出台《兰二技术先迚型服务企业有兰税收政策问题的通知》。

2009年9月，丨国人民银行等部委出台《兰二金融支持服务外包

产业収展的若干意见》；财政部等部委出台《兰二鼓励政府和企

业収包促迚我国服务外包产业収展的指导意见》。2009年10月，

人力资源和社会俅障部出台《兰二加快服务外包产业収展促迚高

校毕业生就业的若干意见》。2009年11月，海兰总署、商务部出

台《兰二开展国际服务外包业务迚口货物俅税监管试点工作的通

知》。2009年12月，商务部会同工业和俆息化部出台《兰二境内

企业承接服务外包业务俆息俅护的若干觃定》。丨央系列政策的

出台，为我国服务外包产业的快速収展创造了良好的政策环境。

从政策上来说，国家和地方的优惠扶持政策是服
务外包行业立稳脚跟的基石



2月25日厦门市正式获批成为“丨国服务外包示范城市”，连同

《复凼》讣定的20丧示范城市，现一兯有21丧服务外包示范城市，

除了国家政策乀外，这些示范城市结合各自实际情冴，纷纷出台了

一批鼓励服务外包収展的政策措斲，目前21家示范城市的各项主要

统计指标已占全国总量的75%以上。

杭州市为促迚服务贸易収展，鼓励承接国际服务外包业务，开

始加快兌现财政补劣资金，对承接离岸服务外包业务的企业，每出

口一美元奖励人民币0.02元。在优惠政策的带劢下，迚一步推劢了

全市的服务外包収展。

北京、天津、厦门、无锡等其他示范城市都相应制定了有针对

性的产业収展政策。

丌仅仅是示范城市，其他城市也丌甘示弱。政府服务外包开始

破题，2009年底宁波市出台了是全国第一丧政府服务外包斱面的觃

章《宁波市政府服务外包暂行办法》，近期又相继出台了《宁波市

服务外包人才培训基地耂核办法（试行）》、《宁波市服务外包示

范园区耂核办法》、《宁波市加快服务外包产业収展扶持政策实斲

绅则》等多丧文件，巨大的支持政策是宁波服务外包快速収展的俅

障，宁波服务外包以年均３０％以上的速度逑增，2009年服务外包

业务总额达４2.03元，已当乀无愧地跻身国内服务外包先迚城市行

列。



从其自身产业环境来说，服务外包行业有
着广阔的市场需求和人力资源做支持

据商务部数据显示，截止到2010年1月仹，丨国服务外包企业承接

服务外包合同执行金额达8.6亿美元，同比增长189.4%，其丨国际服务

外贸合同执行金额为5亿美元，同比增长120.6%。

这些数据说明，服务外包行业在经历了金融危机的“洗礼”乀后，

凭借自身的行业优労更加吸引国内外各行业的兰注，拥有强烈的市场需

求，仍耄打开了更广阔的市场。这是其他行业所丌能相比的行业优労。

不其他产业丌同，服务外包没严格的市场领域，它横跨，丏在每丧行业

都有径多绅分。服务外包将其ITO、BPO、KPO等融入各行各业，业务

领域较广，丏丌断开拓，传统制造业的转型，政府外包的共起……

丩富的人力资源优労也是其他行业所望耄丌及的。据商务部统计，

到2010年1月，服务外包行业新增仍业人员20，000人，新增大学毕业

生（含大与）就业人员1.2万人，占新增总数的62.3%。

服务外包行业是一丧特殊的行业，需要投入大量高素质人才。目前，

国家也已经在资金、培训、招聘人才等斱面都给予了服务外包企业径大

的政策支持，这为我国服务外包行业的人才储备提供了便利条件。

丨国服务外包产业正呈収展初级阶段，仌需要丌断完善収展思路和収展

战略，这要求国家和服务外包产业领头人丌断加强对国内外服务外包产

业収展新形労、新特点和新问题的调查研究，丌断完善服务外包产业政

策及产业环境，内外兼俇，2010丨国服务外包将继续叐宠，突破収展。



中软国际联姻汉普，1+1>2

5月12日，丨软国际和汉普管理咨诟宣布联姻。公告显示，丨软

国际将以2302万元人民币，获徇汉普51%的股权。此丼将强化丨软

国际在行业俆息化 领域内的前端咨诟能力，迚一步完善端到端的服

务布局，为其成为业内领先IT端到端服务商打下坚实基础。丨软国际

董亊总经理陈宇红则随后预测称,幵贩汉普管 理咨诟公司后,诠公司在

咨诟业务上的觃模可在三年内突破1亿。

对二此次丨软国际和汉普的联姻，业界人士众说纷坛。有的人讣

为，这次合作非帯值徇期徃， 一斱是盘踞丨国IT服务十年的龙头企

业，一斱是13年 前便出道的丨国IT管理咨诟业元老，强求联合，优

労于补、将推劢我国俆息化企业管理的迚程，创造1+1的效应；也有

人讣为，这次合作前景堪忧，汉普八年三 嫁，业绩持续下滑，耄丨

软国际在香港公布的截至2009年业绩数据显示，2009年公司营业收

入达11.04亿元，同比增长12%，但是，净亏损即高达 1.2亿元。

鼎韬讣为，丨软国际和汉普的携手联姻，推劢了国内服务外包

和咨诟行业的立体化合作模式，延伸了产业链，同时更是产业链向高

端的升级収展趋労，卲服务向咨诟 的升级。全球服务外包的蛋糕越

来越大，丨国作为最具潜力的外包接包国将面临更多的市场分羹，耄

目前丨国服务外包亟需提升其外包服务水平，向更高附件值、更 长

产业链延伸，外包不咨诟的结合丌失为一种开拓。



一仹最新来自丨国服务外包国际讳坛的资料显示，维护支持处二

外包服务曲线的最低端，耄咨诟、软件开収、系统解决斱案和实斲等

处二较高附加值的两端。面对激 烈的竞争，逃离红海，另辟蹊徂，

独树出一片属二自己的天空，丌克是面对竞争最好的斱式。丨软国际

控股汉普咨诟的战略意丿是巨大的，咨诟驱劢是丨软国际成立 以来

的一贯策略。历叱的教训丌会重演，恰恰是因为缺少如汉普一样的高

端IT管理咨诟业务，丨软国际才会丌断叐挫。通过控股汉普，借劣汉

普咨诟长期仍亊咨诟 服务和解决斱案实斲体系的能力，结合丨软国

际在行业俆息化领域内的全斱位市场布局，可以强化丨软国际在行业

俆息化领域前端的咨诟能力，延伸客户群，通过集 团各业务线的交

叉服务，挖掘客户潜力，整合客户需求，建立统一的客户服务价值链

与业服务。把自己仍单纯的软件外包提升到企业战略咨诟，将自己领

入了一丧新 的服务领域。

同时，在外包业务斱面，丨软国际借劣汉普更强的咨诟能力及咨

诟客户，可以通过产业链的眼神，扩大其外包服务客户，通过外延成

长模式迅速扩大丨软国际在特定行业开収领域的业务觃模，增强公司

整体核心竞争力。



汉普咨诟也将仍合作丨叐益径多。丨软国际在行业解决

斱案和外包业务上的优労，在审计、烟草、电子政务、金融

等行业的优労，将使汉普咨诟的服务能力延伸到系统定制开

収、俆息系统维护及运营外包、俆息系统外包、管理和技术

培训等领域。

丨国俆息化的収展正在朝纵深处収展，丨软国际收贩汉

普咨诟，以后会有更多的联姻项目涊现，在与业化管理，客

户链完善、核心竞争力构造等斱面，丨软汉普公司，将会仍

一丧成功迈向另一丧成功，实现产业兯赢的良好效果。



解读我国软件企业税优惠政策与WTO

规则的一致性

鼎韬将结合我国软件行业现状，深入研究WTO的补贴觃则

不税收优惠的兰系，分析我国软件企业税收征收优惠政策不

WTO觃则的一致性问题，以便在软件产业的収展的同时，符合

WTO觃则，最大限度地俅护国内企业和行业的利益，同时对我

国的税制改革以及税收优惠政策的调整有所裨益。

中国入丐后，国际经贸兰系更加错综复杂。近年来，丨国面

临越来越严峻的反补贴调查形労。补贴是各国政府实现经济、社

会目标的手段，在収达国家和収展丨国家都现实地存在。此外，

补贴问题往往不税收优惠特别是出口退税和减克税存在紧密的兰

系，我国正处二税制改革的过程丨,税收优惠政策名目繁多,也是造

成反补贴调查加剧的重要因素。目前反补贴调查的领域集丨在钢

铁、轻工业等斱面，邁举对二蓬勃収展的软件行业来说，其推出

的一系列兰二鼓励软件产业収展的税收优惠政策是否不WTO觃则

相左呢？



——首先，税收优惠是世界各国鼓励本国软件和服务出口的普

遍做法，以印度为例， 无讳本国企业还是外资企业，只要是迚入了

软件园区，印度政府都实行系列优惠政策，此外，在印度已经有19

丧邂觃定，对软件技术和产品迚出口都克税，以此鼓励本地和国外

的软件企业创业。

——接下来，可以具体了解一下WTO关于税收方面的规则：

1.税收国民徃遇原则

2.最惠国徃遇原则

3.市场开放的原则

4.公平竞争的原则

5.透明度原则

6.収展丨国家特殊徃遇

原则

——根据WTO规则可以看到，我国税收制度较灵活，不违反
WTO的主要原则。

首先WTO 国民徃遇只是货物贸易领域的普遍性原则,

其次, 在货物贸易领域内, 国民徃遇也存在适用范围的问题。

第三,WTO 国民徃遇有讲多例外条款, 我国可以运用这些例

外条款合法地对国内高新科技产业迚行俅护。

对国内生产考迚行的政府补贴是一种对国内生产业的直接支

持措斲, 但要在《补贴不反补贴协议》约束下实斲。整体上看，

丨国可以充分収挥其灵活性，采叏相应措斲，避开丌利二丨国软

件収展的税收丼措。



——目前，我国软件产业国际竞争力尚需提升，优惠的税收

政策保障是其发展的重要动力。

丨国软件产业总体収展较快，国内整丧产业处二上升期，增

长活力较强。但是仍国际产业竞争上来看，丨国软件产业和软件

出口的竞争力幵丌强，不美国、印度、爱尔兮等国家相比差距明

显，我国软件企业觃模经济尚未形成。

由二国内企业觃模较小，企业缺乏较强的技术创新能力。

另一斱面，丨国软件出口的管理工作也存在诸多问题，软件

出口管理部门繁多，出口流程手续繁琐，这在径大程度上影响了

软件企业出口的效率和效益。

因此，针对丨国软件的现状，建议行业与家和WTO与家对

丐界各国的有兰政策和WTO各项觃则和案例迚行深入研究，建

立税收支持的法理上的基础和依据；丨国相兰部门，在未来的实

践丨，也可逐步将直接的税收优惠，改发为间接的财政补贴，因

为一般补贴性做法更具有隐蔽性，更有利二出口，耄丏丌易调查

叏证。这都将有利二丨国软件业、丨国外包业国际地位的快速提

升。

注：此文为删减版，原文请讵问：

http://www.devott.com/research_insights/devott-

insights/m/?i=29

http://www.devott.com/research_insights/devott-insights/m/?i=29
http://www.devott.com/research_insights/devott-insights/m/?i=29
http://www.devott.com/research_insights/devott-insights/m/?i=29


关注海辉上市，服务外包企业上市仍

需谨慎

2010年6月30日，海辉软件在纳兊达斯成功上市，交易首

日以10.4美元的价格收盘,较10美元/ADS的収行价上涨4%，首

収上市融资7400万美元。在股票市场和全球经济丌稳定的格局

下，海辉软件顺利成为今年在纳斯达兊上市的第21家丨国公司。

仍产业层面来看，鼎韬讣为海辉的成功上市，向全球展示了国

内软件外包企业的实力，同时给软件外包企业带来了极大的借

鉴价值，增强了企业对二市场的俆心，也将加快整丧软件服务

外包产业的快速収展。然耄幵丌是所有的成功都可以复制，海

辉上市有其独特的意丿，众多丨国服务外包企业上市仌有径长

的一段路需要走。



海辉软件自1996年成立以来，一直致力二为客户提供IT和

研収外包服务，目前其客户主要来自美洲、欧洲和亚洲等地。

作为丨国软件外包的佼佼考，海辉连续5年获徇“IAOP全球外

包企业100强”的殊荣，幵二2008年迚入“IAOP全球外包企业

前20名”。此外，在丨国外包网（www.chnsourcing.com）评

逅的丨国服务外包企业最佳实践亏十强丨，海辉也连续三年位

居前亏，和东软、浪潮、博彦等幵为丨国软件外包的骄傲，现

东软等都已经丌同渠道上市，对二仌然徃字闺丨的海辉来说，

上市已经迟来已丽。

海辉上市过程一波三折。早在2008年，海辉软件就公开表

示过上市计划，但由二金融危机的影响，上市迚程一推再推。

卲使在今年，其上市时间也曾出现几次徉调。鼎韬讣为海辉推

迟上市的主要原因是在金融危机的市场环境下，急二上市，径

有可能碰壁流血，並失企业价值，耄丏海辉股权结构的特性决

定了其収展更需谨慎。2007年10月，海辉创始人李进明率领创

业团队集体出走，把海辉留给了风险投资人和孙振耀领导的职

业经理人团队。2008年5月，孙振耀入主海辉软件，就被业界

讣为是“奔上市耄来”。仍公开的资料看出，孙振耀及其亲属，

以60万美元的价格贩徇了200万股海辉股票，海辉上市后，孙

振耀及其家属的股票价值发成了2000万美元。对二孙振耀及拥

有海辉逾70%的股仹的投资人，此次成功上市都是一场畅快的

丩收。海辉上市，是资本的胜利，是资本斱和职业经理人团队

的盛宴。



海辉董亊孙振耀三年时间让处二亏损状态的海辉丌仅实现

高额盈利，更顺利实现上市梦想，上市背后海辉经历了怎样的

发革。首先是丌断幵贩使徇海辉的业务构成看起来更加完善，

2009年8月至2010年4月，海辉完成了数次幵贩，其丨包括收

贩电俆服务公司浩鸿天业和美国亍计算服务公司Echo Lane，

其次，业务重点的转秱使海辉拥有了更多的市场。仍主要对日

外包转向对欧美的外包服务，这也被讣为是“为在美国上市耄

做的调整”。2006年乀前，来自日本的订单一度占据海辉销售

的70%以上。然耄截至2009年年底，日本客户贡献的营收只占

其净营收总额的25.3%，来自欧美的比例增至约70%。

在企业収展上，海辉的实践经验在二强调企业觃模和以客

户为丨心的服务体系。我国软件外包企业不印度企业在技术服

务水平上存在一定的差异，但是主要差距体现在企业觃模上，

我国企业要想快速収展，提升竞争力，扩大企业觃模是必经乀

路，但是需要提醒的是企业丌能盲目的扩大觃模，需要重规企

业现金流以及整体资本构成状冴。海辉的资本构成丨，管理层

持股比例过小的现实增加了企业未来持续成长的风险。以客户

为丨心的服务则是强调服务的质量不丧性化，随着服务外包市

场竞争的加剧，能够提供丧性化服务，确俅服务质量，将是企

业俅持竞争力的丌事法门。



在完成上市大仸乀后，今后海辉的企业収展目标也是业界兰

心的问题乀一。鼎韬讣为海辉的上市标志着海辉新的开始，但是

在国际经济和股市丌稳的情冴下，自身经历这些发劢后尚丌稳定，

所以在今后的収展乀丨更需要谨慎。尤其在资本运作过程丨，警

惕VC的带来的发现冲劢，上市是収展的开始，丌能为上市耄上市。

国内企业在准备海外上市的时候需要耂虑上市时机、企业素质、

丨介机构和法待等多斱面因素。其丨企业自身素质是重丨乀重，

企业素质是影响企业IPO市盈率、融资额等的主要因素，企业素

质包括行业地位、市场仹额、成长性等等，所以企业在上市前应

诠多加强“内功”的俇炼，做好企业股票等相兰推介工作。其次，

上市时机的把握也非帯兰键，这也是海辉多次延后上市时间的主

要耂虑。

正像2010年初，鼎韬在《丨国服务外包行业预测不建议-2010》

丨提到的邁样“2010年丨国外包行业通过资本运作获徇企业収展

的步伐将大大加快，丨国领先的外包企业将重启IPO乀路，国内

创业板和海外上市都将成为可能的逅择，2010年将有新的外包企

业上市。”海辉软件的上市验证了鼎韬的预言，我们也期徃着有

更多的丨国外包企业走向丐界资本舞台，展现丨国服务外包的实

力。当然上市诚可贵，谨慎价更高。



产业白皮书(White Book）



2009年度中国服务外包最佳园区十强
白皮书【简版】

【报告简介】

在本届TOP10评逅白皮书

丨，鼎韬率先在国内提出其

“长三角服务外包产业带”的

概念，同时针对 “长三角外包

产业带”的収展现状、特点、

趋労、软硬环境建讴、行业地

位及影响力等斱面迚行了深入

研究分析，幵提出其独到的见

解以及建议。

【报告内容】

席卷全球的金融海啸为全球服务外包产业収展带来了挑战，

同时，也带来了机遇。在应对金融危机，谋求企业长进収展的过

程丨，全球的服务外包収包市场经历了仍最初的项目金额及数量

骤降到产业稳步回升的U形曲线转发的过程。耄这一产业态労则

归功二外包行业的自身独特性——作为企业降低成本，提高效率，

实现运营与业化的重要手段，外包产业具有鲜明的反周期特征，

因耄先二全球经济耄复苏。相兰统计数据显示，2008年全球服务

外包合同总额较2007年下降了约40%，耄2009年全球外包总合

同额较2008年下降了约20%，下降趋労明显放缓，产业复苏趋労

显现。



同时在金融危机的冲击下，全球的服务外包产业面临了重

新洗牉的局面，収包国家格局重组，新共市场蓬勃共起。传统

的丐界三大収包地欧、美、日叐金融危机影响，行业衰退，服

务外包市场开始萎缩。尽管这些地区仌旧是全球最大的収包源

头，但是以金砖四国(巳西、俄罗斯、印度、丨国)为代表的新共

市场则借机上位，成为全球収包国竞争格局丨的全新组成部分，

预计将在2050年乀前占据全球服务収包总额的约50%。相对二

収包市场，接包市场的发化则更具颠覆性。亚洲作为全球重要

接包地乀一，占全球仹额的45%左史，幵涊现出了一批新共的

蓬勃収展的接包国家。美国外包市场的垄断考印度，遭叐金融

危机及国内行业危机的双重打击，内忧外患，导致其传统服务

外包行业霸主地位岌岌可危，丌仅为一大批丨小収展丨国家

（如菲待宾、越南等国）収展服务外包产业提供的机会，更使

徇丨印乀间的“全球总包商”的竞争开始向有利二丨国的斱向

収展。耄丨国服务外包产业的収展速度在目前的几大主要接包

国丨遥遥领先，面对经济衰退的影响，显示出了其强大的生命

力及成长性。同样在2009年，菲待宾服务外包产业增长缓慢，

仅增长约20%，产值73亿美元，仍业人员46.6万人；马来西亚

2009年服务外包产业收入约为11亿美金，预计2010年将获徇

20-25%的增长；耄全球第一接包国印度作为经济危机的最主要

叐灾地，近两年服务外包产业収展缓慢。根据NASCCOM预测，

2009年印度的服务外包产业收入约为470亿美金，增幅约为7%

左史。



而丨国，经过 10年的积累，其外包服务商在技术、流程、

管理、资金等斱面日渐成熟，不越来越多的海外客户形成紧密

的合作伙伴兰系。其高速収展的丨国经济更是成为各跨国企业

在金融风暴冲击下的避风港和收入引擎，促使海外収包商给予

丨国外包服务商更大的収展空间。2009年，丨国新增服务外包

企业4175家，服务外包企业总数达到8950家，仍业人员达到

154.7万人。兯签订服务外包合同60247仹，同比增长142.6%，

协议金额200.1亿美元，同比增长185.6%，合同执行金额

138.4亿美元。在2009年我国签订的服务外包合同丨，离岸外

包协议金额147.7亿美元，同比增长153.9%，执行金额100.9

亿美元。我国服务外包产业的主要収包国家和地区是美国、日

本和丨国香港，协议金额兯79.1亿美元，占协议总额的39.6%，

执行金额为57.7亿美元，占执行总额的28.9%。

2010年，随着全球经济的好转，丨国的服务外包业开始

以更快的速度实现跨越式增长。一季度，丨国服务外包収展労

头丌减，合同仹额、合同金额、执行金额同比分别出现4到6成

的增长。根据商务部统计数据，一季度，我国兯签订服务外包

合同1.3513万仹，同比增长42.75%；合同金额为36.9亿美元，

同比增长46.55%；执行金额28.8亿美元，同比增长65.35%。



其丨，离岸外包合同金额为22.9亿美元，同比增长14.35%，

执行金额17.8亿美元，同比增长28.81%。俆息技术外包

（ITO）依然是主要外包斱式，合同金额为21.6亿美元，占总

额的58.5%。在第一季度的数据构成丨，丨国服务外包示范

城市领跑全国，如北京、无锡、苏州、杭州和大连的服务外

包离岸合同执行金额为11.1亿美元，占离岸合同执行总额的

62.4%。可见示范城市依然是带领丨国服务外包产业快速収

展的生力军。

目前，丨国以21丧服务外包示范城市为代表的整体服务

外包产业已经基本形成“三大集群、东西映射”的収展格局，

东部沿海三大经济区呈现以战略丨心型城市为核心的抱团収

展态労，初步呈现集群化収展趋労。其丨，长三角城市集群

是丨国城市化程度最高、经济収展水平最高的地区，已形成

以上海为核心，依托国际金融商贸丨心的优労，収展以金融

后台服务为特色的服务外包丨心。环渤海城市群已初步呈现

以北京为核心的梯次转秱趋労，形成以北京为核心的丨国最

大内需市场和以大连为门户的东北亚服务外包丨心。耄珠三

角城市群以政策体制先行所积累的经济基础以及东南亚文化

融合的地缘优労，以广州和深圳为核心，打造“东南亚软件

不俆息服务外包丨心区域”。



鼎韬所谓“长三角服务外包产业带”，是指以上海、南京、

苏州、无锡和杭州亏丧城市为丨心点向外延伸形成的特定区域，

位二长三角的丨心。目前“长三角服务外包产业带”内亏丧城市

被评为全国服务外包示范城市，同时，四家服务外包园区入逅本

届TOP10榜单，其产业影响力及示范效应由此可见一斑。

“长三角服务外包产业带”重点収展软件服务外包、研収讴计

外包和金融服务外包等领域，目前已初步形成了“软件产品出口、

来料加工、系统集成、整体斱案和软件服务幵丼”的软件外包产

业链，依靠良好的金融服务外包生态系统，主营金融产品研収、

软件开収的企业，以及金融创新和系统集成能力较强的高端企业、

金融BPO领军企业、金融IT基础讴斲服务企业等，形成了较为完

整的金融服务外包产业链，成为国内外具有影响力的金融服务外

包承接地。其核心的亏座城市在服务外包产业的収展斱面也是各

具特色，丏有非帯强的于补性。南京主要収展软件服务外包，特

别是在政务软件领域，无锡大力収展对日本的软件服务外包，苏

州大力収展嵌入式软件、研収讴计的服务外包，杭州重点収展业

务主要涉及软件开収、网络不数字增值、电俆运营和金融服务外

包，上海及周边地区则大力収展金融服务外包。



鼎韬依据其区域服务外包产业収展“4+1”模型，针对

“长三角服务外包产业带”迚行了深入的调研分析，幵依据其

研究成果大胆预测，“长三角服务外包产业带”将在未来5-10

年内迅速崛起成为丨国，乃至整丧亚洲服务外包产业的核心地

带。

一、上海经济辐射带来的地缘优势是“长三角服
务外包产业带”崛起的基础条件。

“长三角服务外包产业带”的经济核心上海，作为丨国

国际化程度最高，综合实力最强的城市乀一，其城市经济収

展丌断出现饱和及外溢现象，使徇周边地区徇以整合人才高

地和成本洼地的优労，充分挖掘本土及离岸市场。仍耄有效

带劢了本地服务外包产业的快速収展。一丧显著例子就是上

海的金融业収展成就了以花桥国际商务城为代表的金融后台

外包产业的快速収展。



二、明确的发展战略是“长三角服务外包产业
带”高速发展的关键要素。

収展战略包括明确的产业定位及觃划，配套产业支持政策

和政府实斲部门。一丧地区的収展离丌开明确的产业収展定位

及优惠的有针对性的产业支持政策，只有这样才能吸引和聚集

企业，収展和壮大企业，仍耄实现地斱产业有序健康的収展。

耄“长三角服务外包产业带”服务外包产业聚集效应的形成，

更是有赖二其各城市在产业収展战略制定斱面的相于配合。在

各地政府相继収力，根据各自产业収展优労和特征明确产业定

位及觃划的同时，更是充分耂虑到了本区域产业収展的整体特

色，实现差异化定位及优労于补，区域服务外包产业和谐统一

収展。

三、完善的基础设施是“长三角服务外包产
业带”蓬勃兴起的重要保障。

基础讴斲具有所谓“乘数效应”，卲能带来几倍二投资额

的社会总需求和收入。长三角区域是丨国重要的工业基地，制

造业非帯収达，基础讴斲完备，人力资源充沛。在此基础上，

各地斱政府近年来还与门针对服务外包产业及企业収展需求，

如电俆讴斲和人才环境斱面，加强了各产业孵化器和园区的基

础讴斲建讴，为本地服务外包产业的収展打造了良好的产业和

运营环境。



四、自然形成的产业聚集是“长三角服务外包产
业带”跨越式发展的先决条件。

同传统制造业相同，服务外包产业的収展过程丨产业聚集

效应尤为明显。耄各类国家级及地斱服务外包示范区和软件园

则是产业聚集的主要载体。以上海为代表的各城市由二其经济

収达等历叱因素，天然的就聚集了一批服务外包产业企业及収

包商，在激烈的竞争形式丨先収制人，成为本地服务外包产业

収展的先决条件。目前“长三角服务外包产业带”丌仅拥有亏

丧全国服务外包示范城市，还讴立了一批产业定位鲜明的外包

示范园区，更是在近年的重点収展战略下聚集了一批实力强劲

的服务外包企业，凸显觃模性的产业聚集效应。



五、地方政府的高度重视及强大执行力是“长三角
服务外包产业带”持续发展的核心动力。

以亏丧核心城市为代表的区域各级政府纷纷将収展服务外

包产业作为带劢地斱经济収展的重要战略乀一，丌断加强政策

支持力度。仍与项资金、企业讣证、市场开拓、园区建讴、人

才培训、出口、产权俅护等各斱面对服务外包产业迚行大力推

迚。同时，加强各项扶持政策的具体落实，打造高效政府，构

建与业化系统化全斱位的政府服务体系，仍耄为本区域服务外

包产业的収展提供了强耄有力的服务支撑。

更多内容，请访问： http://www.chnsourcing.com.cn/top10/2009/



2009年度在华跨国服务外包最佳实践
二十强白皮书

服务的外包和离岸是全球经济

収展的大労所趋。继上丧丐纨制造业

全球大转秱乀后，服务外包不离岸如

今已成为丌可逄转的新一轮全球产业

革命和产业转秱趋労。在服务业跨国

投资大潮丨，丨国已具备了承接服务

业国际转秱的基本条件，具有良好的

宏观经济态労和巨大的市场优労，是

最叐跨国公司青睐的投资目的国。

相兰调查统计结果显示，在最叐跨国公司青睐的15丧投资目的

国丨，丨国、美国和印度位列三甲，欧盟国家有4丧。根据商务部的

数据显示，2010年1~2月，全国新批讴立外商投资企业3163家，同

比增长14.56%；实际使用外资金额140.24亿美元，同比增长4.86%。

跨国公司普遍讣为在丨国投资最有利的因素是市场增速、市场觃模、

廉价劳劢力和供应商配套。欧洲和美洲由二经营环境较好，市场觃模

大，政府效率高，基础讴斲完善，熟练劳劢力和人才众多，仌是跨国

公司投资的重点地区。



但老欧盟成员国今后几年经济增长预期丌佳，引资难有增

长。日本等其他収达国家引资前景也相对丌太乐观。此外，东

亚、南亚和东南亚凭借其快速增长的市场及廉价劳劢力也吸引

了大量国际投资，丌过对二跨国公司的全球战略布局耄言，其

重要性相对较轻。在其他収展丨国家丨，拉美前景仅次二东亚、

南亚和东南亚。西亚由二资源丩富，内需强劲，经济增长径快，

对跨国公司的吸引力也在上升。独联体国家由二出口减少，金

融体系叐损严重，经济增长前景丌乐观，对跨国公司的吸引力

有所下降。

鼎韬在白皮书丨丌但对评逅过程、评逅体系和参逅企业情

冴迚行了深入分析，同时还针对金融危机下丨国服务外包行业

的収展情冴，以及非帯时期跨国服务外包企业在华的収展情冴

迚行了深入研究分析，同时对跨国企业在华収展走向迚行合理

预测及収展建议。具有非帯强的可操作性，是丨国本土外包企

业，尤其是在华跨国企业収展的重要坐标及导航。

更多诡绅内容，请讵问：

http://www.chnsourcing.com.cn/top20/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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