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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認為，2011年中國服務外包的交付能力已經超過
印度。中國工程院院士倪光南三十日在出席首屆京
交會期間對大公報表示，中國服務外包企業需從自
身核心競爭力上狠下功夫，以實現提升產業整體規
模的目標。他表示， 「中國服務業的發展必須吸取
製造業外包只賣血汗，只靠價格來比拼的教訓。」

培育外包龍頭企業
2009年，中國服務外包企業達到8900家，2010

年超過萬家，印度企業約有三四千家。倪光南認為
，中國企業數量增加但領軍企業很少，應進一步提
升產業集中度，不僅要促進中小企業發展，同時要
注重對龍頭企業的培養。

目前，中國服務外包小企業佔比在 90.3%，領
軍企業佔比只有 1%。領軍企業中，東軟集團兩萬
多員工中，專門從事服務外包的約有1萬人；文思
2010年年報稱有1.1萬人，產值達2.1億美元；中軟

國際超過1萬人，產值也超過2億美元。
倪光南指出，中國服務外包企業平均利潤率只

有 8%左右。服務產業規模越大，利潤率越高，中
小企業規模小、成本相對較高，因此拉低整個行業
的利潤。而印度大企業產值佔總量約為60%，人員
規模大中型企業也佔到服務外包總人數的 70%至
80%。

學印度注重關係管理
「中國外包最初只是被動地去等候單子，以銷

售為驅動。現在我們已經開始以市場為驅動，主動
出擊。」倪光南認為印度有值得中國學習的地方，
尤其是注重關係管理。現在國內也有許多企業把發
包商發展為自己的投資商，形成利益共同體。

「服務外包歸根結底是服務，而服務有兩個核
心：關係管理和溝通交流。」他強調，關係管理是
了解和挖掘客戶的實際需求與潛在需求，也是服務
市場的難點所在。挖掘出來以後，要不斷地和客戶
溝通交流，不斷地完善，提高客戶的滿意度。他認
為這是印度中高端服務業務比中國做得好的一個重

要原因。

切勿只靠價格來比拼
倪光南指出，按中國目前產業發展現狀，發展服

務外包企業的核心競爭力，最關鍵的是要獲得市場
的佔有率，必須要有持續的服務創新能力，給發包商
提供新技術應用的方案。 「中國服務的發展必須吸
取製造業外包只賣血汗，只靠價格來比拼的教訓。」

其次，要提高行業解決方案的交付能力。要整
合原來的交付方案、流程及能力，從單純簡單的知
識勞動向提供全流程行業解決方案的方向發展。此
外，中國服務外包中高層人員依然不足，倪光南指
出這恰是從單個項目到整體服務外包商業模式轉型
中的首要問題，也是中國服務外包快速發展的最大
挑戰。他建議考慮建設公共人力外包平台，通過數
據庫建設，系統化培訓、考核、評價體系，供需信
息共享，資源調配等手段，提升行業從業人員整體
水平和資源分配效率。

「隨着軟件服務外包的發展，它將會深入到客
戶的核心業務流程，軟件服務業者與客戶將形成長
期的合作關係，甚至與客戶分享業務的利潤。」倪
光南認為，今後軟件服務外包公司將能接受飛機製
造設計，汽車製造設計這類任務。這些都是中國服
務外包業應當努力的方向。

【本報記者賈磊北京三十日電】商務部部長助
理李榮燦三十日出席京交會中國國際經濟合作 「走
出去」戰略研討會時表示，希望中國企業特別是國
有企業的投資存有疑慮的國家和人士，要客觀公正
看待中國企業對外投資，避免非經濟因素干擾正常
的商業活動。

李榮燦強調，中國企業無論國有企業還是民營
企業，開展對外投資合作完全是市場行為。以華為
、吉利汽車、三一重工為代表的民營企業，都是根
據企業自身條件、發展戰略和國際市場情況所作出
的自主選擇。

近期編制完成的中國對外投資合作 「十二五」
規劃中，提出到 2015 年，非金融類對外投資要達到
1500億美元，年均增長17%。李榮燦指出，要引導符
合外部市場需求，具有較強優勢的加工製造企業對
外投資設廠，支持企業開展境外研發投資和建立境
外營銷網絡等；深化周邊國家投資，推動基礎設施
互聯互通建設，加大對非洲和拉美地區製造業基地
建設和農業、基礎設施的投資，加快歐美發達國家
投資合作，提升技術研發水平；培育跨國公司和品
牌，推動大型企業整合全球資源和價值鏈，鼓勵中
小企業開展國際化經營。

政策環境方面，將完善政策促進體系，健全對
外投資合作法律法規，推動對外投資合作便利化，
拓寬企業和項目融資渠道；健全服務保障體系，推
動政府和社會共同開展人才培訓，發展中介機構，
推進多雙邊投資合作促進機制建設；健全風險防範
體系，健全預警和信息通報，完善境外突發事件處
理機制。

根據北京服務外包企業協會發布的《國際服務
外包市場開拓對策研究》，目前以歐、美、日等發
達國家作為主要發包國，以新興經濟體作為主要接
包國的全球離岸服務外包格局基本形成，印度和中
國接包總量約佔全球的80%以上，中國作為世界第
二大承接國十分具有優勢。

中印佔全球八成市場份額
曲齡年認為，中國良好的宏觀環境和在世界

經濟變化中表現出來的靈活性和穩定性，使其作
為重要離岸服務外包承接國展現出獨特的吸引力
。數據顯示，2011 年中國承接的國際離岸服務
外包合同執行金額為 238.3 億美元，同比增長
65%，佔國際市場份額進一步擴大，美國、日本
、歐盟成為中國服務外包產業的主要市場區域。

近年來，一些領先的中國服務外包企業開始登
陸歐美市場，美國已成為中國最大的離岸業務發包
國家。 「2011 年，我們對美國服務外包的合同執
行額就達到了 61 億美元，美國在中國的市場份額
也從2008年的不足20%，增長到了2011年的25.7%
。」曲齡年說。

對日承接中國已超印度
另外，在日本的主要接包國中，中國超越印度

享有極為明顯的優勢。至 2009 年，中國佔日本離
岸服務外包的總份額已達76.5%。曲齡年說，目前
中國以建立起承接對日服務外包業務的城市集群，
以北京、大連、上海為代表的東部地區為主，同時
西安、杭州、成都等二線城市也正在崛起。

有關專家認為，在歐洲市場上，中國承接的外
包規模有限，業務也相對較散，目前尚未形成規模
優勢。中國國際投資促進會服務外包工作委員會顧
問付宏星對此表示，通過中小規模項目的多點合作
、歐洲國家現地研發中心及德國電信等大型公司開
展的戰略合作，中國服務外包企業正逐步滲透歐洲
市場。

向產業鏈高端調整升級
對於未來中國服務外包產業的發展預期，與會

專家與嘉賓均持樂觀態度，認為成為 「外包強國」
將是中國下一個 10 年的戰略目標。中國服務外包
研究中心副主任金世和預測，未來幾年，中國服
務外包產業將保持 40%至 50%左右的增長速度，
中國政府應該繼續加大財政支持和地方配套，信
息安全及知識產權保護也應進一步得到完善。

曲齡年則表示，中國服務外包在規模擴張的同
時，也面臨着向產業鏈高端轉型升級的任務。他認
為，離岸服務外包市場的擴張能力，很大程度上取
決於服務外包提供商的到岸服務能力，單純的成本
和地域優勢，已不能保證其在未來競爭中的主動地
位。 「現在行業價值鏈已經持續向擁有全球化交付
能力的領先企業轉移，所以中國的服務外包企業需
要在加速全球交付能力方面進行更多投資，通過收
購美、歐、日公司進一步提升到岸交付能力，建立
其全球化的交付系統。」

「日式服務」名聲在外
，是周到體貼、細緻耐心的
代名詞。日本服務業的成名

不在於某個領域，而是一個總體印象。京交會日本
主題日，給了參展者一個全方位體驗 「日式服務」
的機會。

京交會百餘個展區中，332.5平米的日本館沒有
花哨的包裝與別出心裁的設計，只是用隔斷將19家
參展企業加以區分。餐飲、娛樂、旅遊、運輸等不
同的服務貿易代表就在一個個方格中展示，簡單工
整，沒有一分空間被浪費。所謂細微之處見精神，
他們將更精巧的心思融入到服務中。

一諮詢公司的展廳十分熱鬧，大家都在等待體
驗這款名為 「體成成分分析器」的設備。記者看到
，當體驗者赤腳站到機器上後，參展商便蹲下身，
挽起體驗者的褲腿，捲起他們的襪子、將兩隻電
極棒送到體驗者手中，隨後便微笑的說： 「放鬆
，請耐心等待。」這簡單的四個動作、一句話卻
不厭其煩的不斷重複着。1 分鐘後，一份關於肌肉
脂肪、肥胖度等指標的健康評估分析表便打印出
來。

這時另外一位工作人員會為體驗者講解其健康

指標，如果測試結果均在正常值內，工作人員會微
笑的表示恭喜，同時提醒體驗者要繼續加強身體鍛
煉。儘管儀器旁擺放了大量補充微量元素的營養品
，但參展商告訴記者，這些保健醫療品不會售賣，
只是為了展示與推廣宣傳。現場體驗者眾多，參展
商細心的準備了三排座椅安慰體驗者耐心等待，在
等待過程中大屏幕會播放日本飲食文化的宣傳片，
並有專人講解，整個等待過程不覺乏味。

在全日空展台，一個寬大的商務艙座椅和一排
模擬客艙懸窗吸引了不少人駐足。這是被稱作 「夢
想飛機」的波音 787 內艙局部實景展示。工作人員
介紹，波音787擁有傳統機型的1.3倍的舷窗，即使
不靠窗也能欣賞到窗外景色。傳統的遮光板升級為
可調節遮光量的電動式，分五檔可以從透明變為半
透明直至全遮光。同時還帶有溫水洗淨功能的廁所
，從細微之處給顧客更舒適的體驗。

日本貿易振興機構服務產業支援課的工作人員
告訴記者， 「慇勤待客」是日本精細服務的特有文
化。本次參會日本 「有備而來」，他們希望將更多
的服務貿易企業引進中國市場的同時，也把日本的
服務文化帶到中國，佔據高速增長的中國服務業市
場先機。 【北京三十日電】

繼2010年全球技術和相關服務產業
強勁復蘇以來，軟件與服務外包市場保
持了穩定增長，作為全球第二大離岸服
務外包承接國，中國對世界展現出巨大
吸引力。三十日，一系列服務外包研究
成果在首屆中國北京國際服務貿易交易
會上發布。北京服務外包企業協會會長
曲齡年預測，中國服務外包產業的國際
份額將進一步擴大，至2020年，中國離
岸服務外包市場總規模將突破1000億美
元。

【本報記者龐旭北京三十日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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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記者 李 銳

▲業內預測，至2020年，中國離岸服務外包市場總規模將突破1000億
美元。圖為在西安軟件服務外包學院大廳牆壁上，掛滿了與學院合作的
高校及企業的牌子 資料圖片

【本報記者張靖唯北京三十日電】同質化競爭目前，渠道單一、
已成為制約中國服務外包產業發展的瓶頸，江蘇省是全國21個服務
外包示範城市最多省份，該省商務廳副巡視員于震在北京表示，江蘇

將拓寬對接渠道，從 「二傳」 走向一手，搭建中國企業直接接包
平台。

在北京召開的 「第五屆中國國際服務外包合作大會」 新聞發布會
上，于震在回答記者提問時表示： 「對於二手訂單問題，由於中國發
展服務外包起步較晚，與印度、愛爾蘭等相比還是比較落後的。這也
是江蘇舉辦的中國國際服務外包大會的意義，就是為了能夠讓中國的
企業直接接包國際訂單而搭建的平台。」

同時，江蘇省商務廳每年組織服務外包代表團出國考察、研討，
搞項目對接。 「未來江蘇企業還要到美國和墨西哥去搞專場活動，通
過舉辦專場推介活動，二手訂單的問題將逐步得以解決。」 于震說。

據了解，江蘇南京去年服務外包執行額達42.5億美元，同比增長
60.3%，佔江蘇省總量達40%，其中離岸執行額為18.8億美元，同比
增長67.6%。名列全國第一。

由商務部、中國國際貿易促進委員會和江蘇省人民政府主辦
的 「第五屆中國國際服務外包合作大會」 將於6月18日至20日在
南京國際博覽中心舉行，預計將有來自美國、日本、加拿大等21
個國家和地區超過700家企業參會。

江蘇省貿易促進協會會展公司副總江榮鑫對大公報表示，有兩家
香港參展商將參會，主要從事軟件信息類的企業。南京市副市長李琦
稱： 「我們歡迎港商積極參會。」

江蘇不滿足於做二傳手

▲ 「第五屆中國國際服務外包合作大會」 新聞發布會在北京召開
張靖唯 攝

▲參觀者體驗 「波音787」 李銳攝

20202020年市場總規模年市場總規模10001000億美元億美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