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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楊學山在致辭中所說，成都市為發展
軟件和信息技術服務業做出了巨大努力，也取
得顯著成果。2011年軟件和信息服務業增長率
超過40%，銷售總額逾1300億，其中軟件業超
過了1000億，佔全國軟件產業的7%，達到了被
授予軟件名城的關鍵指標。 「正式授予成都
『中國軟件名城』稱號，不是因為它地處西部

予以照顧，而是名至實歸。」中共四川省委常
委、成都市委書記黃新初說， 「我們堅信，在
不久的將來，成都必將在推動全球信息化革命
浪潮中發揮更大作用，把成都這座 『中國軟件
名城』打造成 『世界軟件名城』。」

十年磨礪
軟洽會搭建國際化交流合作平台

讓楊學山佩服的，還有成都市十年前做出
舉辦中國國際軟洽會這一決定的勇氣。 「西部
城市在這個新興的高端產業領域開國際洽談會
的確不容易，但正是這樣的決策，使得成都的
國際軟洽會成為吸引世界IT精英注意的場所，
成為成都市軟件和信息技術服務業發展和逐步
走向國內外先進水平的重要平台，成為成都市
軟件和信息技術發展軟環境的重要環節。」

雖然從2001年起，四川省和成都市政府就
都把IT產業確立為推動經濟跨越式發展的 「一
號工程」，但當時的重點方向是集成電路設
計，軟件產業並不是發展重點。因此，2002年
5 月，當成都市貿促會把在成都主辦一個高規
格的多邊國際軟件會議的報告提交到成都市政
府相關領導手中時，他們的心還是懸着的。

值得慶幸的是，這一報告得到了成都市
委、市政府的高度重視。2003年3月26日至27
日，給人以 「高水平、高規格、國際性」印象
的第一屆軟洽會如期召開。

十年軟洽會，記錄和見證了成都軟件產業
從小到大、從低端到高端、從分散到集群發展
的 「黃金十年」，以軟件產業為中心的發展意
圖正變得越來越清晰，而實施的措施也越來越
流程化、規範化。十年間，成都市軟件產業主
營業務收入從50億元躍升到1300億元，軟件產
業增加值佔地區生產總值的比重超過7%，已成
為驅動成都經濟快速發展的基礎性、戰略性支
柱產業。

正如葛紅林市長所說，軟洽會是推動成都
市軟件產業發展的重要因素。 「它開啟了一扇
門，本地企業能更好地把握世界行情，國際軟
件企業也能更直觀、更真切地了解成都發展；
它架起了一座橋，為國內外軟件企業互通有
無、加強合作提供了極大便利；它搭起了一個
平台，國內外軟件業界人士都能在此碰撞思
想、激出火花，為推動成都乃至全國軟件產業
更好更快地發展添注動力。」

天府軟件園
引各省市參觀 「取經」

作為成都市軟件產業發展的重要載體，
2004年前天府軟件園一期還曾被規劃為另有他
用，市長葛紅林親自出任成都市推進軟件產業
聯席會議召集人後，將其確定為成都軟件產業
載體，並相應規劃了二期、三期工程。

開建天府軟件園，是一個信號。從此，成
都的軟件產業，幾乎是以不斷刷新的加速度，
「每年一個樣」地變化着。

如今，天府軟件園是成都市最 「搶手」的
地方之一，在原來一、二期滿負荷運載基礎
上，三期和四期也陸續投入使用，五期也在施
工建設中，已成為國內集中建設的、規模最大

的軟件園以及發展態勢最好的軟件園之一，成
為國內外知名軟件和服務外包企業在中國戰略
布局的首選地以及軟件產業資源匯聚的焦點，
來自世界各地的軟件企業在此彙集，軟件園的
建設速度遠遠趕不上它們每年 30%的增長速
度。

事實上，僅從統計數據來看，中國的軟件
園數量並不少，但 200 多家軟件園質量參差不
齊，大多只注重硬件投資，比如業界就有 「北
京中關村的太亂，上海軟件園的太散」的說
法。

而成都高新區天府軟件園，則將運營重點
集中於軟件與服務外包業，在政策、法規、人
才和公共軟件技術支持、平台及渠道等方面進
行差異化競爭，創造產業發展的良好生態環
境，避免了行業聚集度低、各種行業混雜、服
務沒有體系和不夠專業化、園區發展持續力不
足、甚至成為變相房地產項目等此前很多園區
出現過的問題，引來眾多省市參觀 「取經」。

2005 年 8 月，時任江蘇省委書記、省人大
常委會主任的李源潮率黨政代表團赴成都考
察，投資 8000 萬、撬動價值 2 億元的軟硬件資
源——高新區孵化園的軟件技術服務模式給他
留下深刻印象。李源潮一再叮囑代表團其他成
員， 「軟件業的核心是服務平台，我們要認真
學習借鑒這裡的經驗。」此後，李源潮一直
「偏愛」軟件產業，並力推江蘇成為軟件產業

大省。
2010 年 9 月，江蘇省委書記梁保華、省長

羅志軍率領黨政代表團再次赴川學習考察，除
共商鞏固和擴大對口援建成果外，代表團還在
天府軟件園聽取了成都市高新技術產業規劃布
局情況的介紹，紛紛表示江蘇各城市可與成都
在多領域展開合作與交流。

2010 年 5 月，重慶市委書記薄熙來、市長
黃奇帆率重慶市黨政代表團參觀天府軟件園
後，薄熙來稱讚軟件園名不虛傳，充分發揮了
人才優勢，既推動了產業發展，又解決了大學
畢業生的就業，很科學，很符合實際。黃奇帆
也深有感觸地說： 「與成都相比，重慶在電子
信息產業、軟件開發、服務外包等方面，差距
還很大，需要平心靜氣地學習。」

從軟件園到 「天府village」
成都軟件產業之所以能夠在短短的十年內

獲得飛速的發展，還應歸功於政府和相關部門
對發展軟件產業的長遠規劃以及清晰的發展思
路。

「要成為一流軟件園區，除一流硬件外，
更要有一流的管理。」正是在葛紅林的這種理
念下，成都高新區開始 「放手」嘗試。 「成都
軟件產業集中在高新區，重點企業在天府軟件
園，政府希望有一個專業團隊，以國際化的水
平，將成都軟件和服務外包做大。」

2009 年 2 月，高新區管委會將天府軟件園
變更為公司，直屬高投集團領導。同時聘請原
大連軟件園副總裁杜婷婷任天府軟件園總經
理，負責軟件園的管理和服務等。成都高新區
領導對她的 「指示」僅是 「按你們自己的方式
去做。」

此後，杜婷婷和團隊確定了一個理念：園
區做專業諮詢而不是招商，園區能夠成為企業
的合作夥伴，意味着不是做簡單的服務提供
者，而是要成為企業核心價值鏈中的重要環節
並具備不可替代的作用，也就是能夠具備滿足
企業關鍵性需求的能力。

「天府軟件園在接觸選址企業時，更多考
慮的是企業要做什麼、要實現怎樣的目標，成

都是否真正適合其業務的長遠發展；不是強
力地向客戶灌輸自己有多 『好』，而是

一五一十地告訴企業我有什麼、我能
為你做什麼，並以一個諮詢師的

客觀心態和角度，為企業
提供專業意見，協助

企業最終做出適合
其未來發展的決

策。」

2012年 2月 21日，在第十屆中國國際軟件合作洽談會
上，成都市市長葛紅林從國家工業和信息化部副部長楊學山手
中接過 「中國軟件名城」 的授牌，成都正式成為全國第三個、
中西部首個獲此殊榮的城市。 文／盤銘 向芸 圖／王偉

正是由於專業化、國際化的管理，天府軟
件園成為一個與軟件產業相關的各種資源聚集
並相互發生關係和作用的大平台，平台上的服
務和資源始終一貫地是面向整個成都、乃至國
內外的產業企業開放共享，保障了園區能夠在
更廣的層面上整合產業資源並推動產業進步。

如今，總建築面積 105 萬平方米的 「天府
village」軟件園區加速建設，在整體體量及產業
承載能力上，新建的天府 village 相當於 「再
造」一個天府軟件園。與當年開建天府軟件園
有所不同，此次投建的天府 village 軟件產業園
區裡，除了政府投入建設產業載體平台之外，
企業投入資金自建載體的比例在加大。

對於企業自建載體投入比例增大的現象，
成都高新區管委會副主任付學坤分析， 「5 年
前，政府規劃建設天府軟件園，那時區域內並
未形成明晰的產業聚集態勢，也很少有企業願
意出資自建產業載體，而眼下，無論是在此
『紮營』的知名軟件企業，還是專業運營產業

園區的民營資本，都願意參與到產業載體的建
設、運營中來，這說明成都適合做軟件及服務
外包產業，已經逐漸得到了全球同行們的認
同。」

「如果說，五年前，我們是瞄準了軟件產
業，想要做些事情，那麼，五年後，我們則是
憑藉信心、實力與堅持，專注於軟件產業，去
實現一座城市的理想。」經濟學家、成都國家
高新區發展策劃局局長湯繼強分析，從軟件園
到產業城，成都高新區正為軟件產業造一座新
城，形成了城市與園區相互依存的 「內生性」
互動關係。

解決人才最後 「一公里」
對於軟件及服務外包企業而言，核心競爭

力在於人才和成本，也是企業選擇一個園區長
期發展的關鍵考量指標。在人才資源和人力成
本方面，成都無疑是有基礎優勢的，但從人力
資源轉化為滿足企業需求的有效人才供給，中
間還有一段不小的距離。

正如2006年12月6日，原全國人大副委員
長李鐵映視察成都高新孵化園及園區企業時所
說，軟件產業的發展，需要一大批軟件人才，
尤其需要造就一大批優秀青年實用型軟件人才
和軟件精英人才。 「目前軟件人才的短缺，已
經成為制約我國軟件產業發展的瓶頸。這種短
缺並不是數量上的缺乏，而是體現在人才的質
量上。」

李鐵映對成都高新孵化園和軟件公共技術
平台建設吸引和聚集一大批軟件企業和專業人
才的做法給予了肯定，並希望成都市和成都高
新區在軟件產業體制、政策、平台、人才等方
面加大改革和支持力度，為廣大軟件企業提供
一個良好的創新創業環境和發展空間，積極培
育優秀的專業人才，推動成都軟件產業快速發
展。 「我有一個夢，中國一定要搞得比他們
快，我們的優勢他們學不來，中國要成為軟件
大國、軟件強國。」

曾全程見證了此次考察活動的湯繼強回憶
說，正是由於李鐵映對軟件產業 「草根人才」
培養的強調，成都高新區先後成立了軟件工作
室和軟件創新服務平台，以調動和發揮 「網
蟲、網癡、網迷」等的作用，使其真正成為軟
件行業發展的又一重要力量。目前，在軟件園
的創新服務平台上有上百家的小微企業甚或小
團隊安營紮寨，而且活力四溢。

同年12月8日，成都市召開專題會議，研
究軟件產業發展，時任成都市委書記的李春城
表示，不能樂觀看待成都人才問題，眼睛要向
外，要像招商引資一樣來做好軟件人才引進工
作。為了進一步推進軟件人才工作的加快發
展，葛紅林市長決定，由市政府與高新區管委
會簽約：如果 2007 年成都高新區發展到擁有 5
萬名軟件工程師，成都市財政獎勵 1 億元；如
果擁有10萬人，成都市財政獎勵2億元。

儘管次年成都高新區未能 「掙到」這 2 億
元獎勵，但在天府軟件園，幫助企業低成本高
質量完成初級人才 「最後一公里」的人才轉化
和中高端人才引進已成為最重要的服務之一。

根據 「高端引進、中端轉換、低端職訓」
的成都軟件人才培養原則，成都高新區開始推
行軟件人才全球招引計劃，實施 「萬名軟件人
才回家工程」，並立足國內、面向全球組織了
「萬名軟件人才技能大賽」與 「萬名軟件人才

創業項目大賽」，向全球發送「求賢帖」。2011
年，天府軟件園幫助入團企業完成招聘 8,000
人，實訓大學生 35,000 人次，培訓企業在職人
員40,000人次，在線人才數據庫增加至300,000
份。

至今日，成都高新區軟件從業人員早已超
過了 10 萬人，並向着 15 萬、20 萬的目標挺
進。 「很難用數字去衡量這個產業，將給這座
城市帶來怎樣的巨大效益，我們看到的，或許
僅僅是產業增加值等可見數據，但這個產業彙
集的人的要素，僅僅是人的要素，就能聯動到
產業聚集、城市建設、消費拉動。」

「成都軟件從業人員，人均每年會創造的
銷售收入會達到 20-30 萬元，如果是做研發，
這個數字還會乘以十。」杜婷婷分析了軟件及
服務外包產業與城市發展之間的輻射， 「幾乎
每天，很多來蓉工作的軟件從業人員，或是全
球知名企業考察團隊，會以成都為起點或終
點，來到這座城市、關注這個產業，他們的出
出進進，甚至會直接影響成都國際航班的起飛
班次。」

外引內培齊步走
在天府軟件園，還有一個有趣的現象：跨

國公司和中國本土公司的數量平分天下、和平
共處、合作競爭。用一句形象的話來說，就是
「女婿」爭上門、 「兒子」發奮圖強。

在全國其他城市的軟件園中， 「重外輕
內」的現象時有發生：引進外資不僅能帶動產
業鏈的發展，還能很快提升該地區的業績，見
效快；而培養一個本土企業上規模，則需要幾
年甚至十幾年的時間。

而在成都高新區和天府軟件園招大引強的
過程中，成都一刻也沒有放鬆推進自主創新和
本土科技型企業的培育，走出了一條以內生式
發展為主的創新之路，科技型中小企業得以蓬
勃成長。以成都高新區為例子，園區裡有1.3萬
餘家本土中小企業，政府為其搭建了公共技術
支撐平台、梯形融資平台等服務平台，努力提
供有利於人才成長的軟環境，並想辦法在整合
市場資源、培育上下游產業鏈上有所作為，使
和芯微電子、芯通、邁普、三葉草、夢工廠等
大批企業成為園區發展的中堅力量。園區的
「孵化器─加速器─產業園」梯度孵化模式，

為產業和園區發展儲備 「生力軍」。
顛峰軟件集團作為成都本土軟件外包業的

代表，成立以來從幾個人發展到千餘人，其中
70%的業務來自於海外市場，已成為西部地區
軟件外包行業的龍頭企業。儘管放在更大範圍
來看，顛峰還不算是行業龍頭，但縱觀成都本
土軟件外包業從一窮二白起步的歷程，顛峰的
發展速度仍讓人震驚。

「幾年前要在成都本土找到一家人數規模
超過 100 人的軟件外包企業都難，現在則達到
了可以承接上千人軟件外包項目的能力。」整
合資源、外引內聯、完善服務、形成中樞，在
西部首個軟件外包服務平台—— 「天府軟件外
包業務平台」上， 「小、散、弱」的成都軟件
服務外包企業匯聚成團，與外來企業一起，形
成了軟件外包產業集群， 「裡應外合」將 「成
都」軟件服務外包品牌整體推進，成為了中國
西部軟件外包快速發展的主要助推器和承載
體。

目前，與顛峰一樣的本土軟件外包同行還
有數百家，如何迅速擴大公司規模並佔據更大
市場份額，成為困擾成都軟件業的難題。顛峰
軟件集團董事長張瑋表示，從對軟件外包 「一
頭霧水」到打造具備全球交付能力的國際化IT
服務企業，他的志向是分享全球化過程中的
「大蛋糕」，而不僅僅是在外圍吃 「麵包

屑」。
湯繼強說： 「成都是世界IT產業格局的顛

覆者！」如今，以成都高新區為代表的成都軟
件及服務外包產業已成氣候，產業規模日益壯
大，產業配套日趨完善，外引內培穩步推進，
軟件人才加速聚集，形成了服務外包、信息安
全、行業應用和嵌入式軟件、IC設計、數字媒
體業幾大重點領域。

正如成都市市長葛紅林所說， 「十年磨一
劍，我們用了十年時間築巢，不僅引來十萬軟
件 『鳳凰』，更為重要的是，我們實現了 『外
來物種』與 『本地物種』的共生共榮，它們生
根發芽、開花結果，真正推動了一座城市產業
品質的提升和優化，形成了不竭的發展動
力。」

成都高新區以 「孵化器─加速器─產業園」 的梯度
孵化模式，為產業和園區發展儲備了 「生力軍」 。圖為
位於成都高新區的成都軟件人才培訓聯盟

▲天府軟件園已成為國內集中建設的、規模最大的軟件園以及發展態勢最好
的軟件園之一，軟件園的建設速度遠遠趕不上軟件企業每年30%的增長速度▲

成都高新區天府軟件園已成為國內外知名軟件和服務外包企業在中國戰略
布局的首選地以及軟件產業資源匯聚的焦點

▲成都市市長葛紅林（右）從國家工
業和信息化部副部長楊學山手中接過 「中
國軟件名城」 的授牌，成都正式成為全國
第三個、中西部首個獲此殊榮的城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