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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言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贯彻新发展理念，建
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
革”是主攻方向。而第一个措施就是加快建
设制造强国，加快发展先进制造业，推动互
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和实体经济深度融
合，在中高端消费、创新引领、绿色低碳、
共享经济、现代供应链、人力资本服务等领
域培育新增长点、形成新动能。 



序言 

中国是“世界工厂”，我们用加工贸易挤
入全球分工体系，占外贸的50%以上。 

中国制造2025立足打造世界制造强国，中
国制造的强国梦核心内容是什么？世界制造
强国在干什么？ 

服务外包在制造业强国梦中，能扮演什么
角色？示范城市和重点支撑城市该如何寻找
突破口？ 

 



主要内容 
 

对服务外包的再认识 

中国制造2025的核心 

服务外包助力制造强国梦 



1.对服务外包的再认识 

定义范畴 

功能定位 

战略意义 



1.1 服务外包的定义与范畴 
服务定义：“服务”是以无形的方式，在顾客
与服务提供者之间、有形产品与服务系统之间发
生的、用以满足顾客需求的一种或一系列经济行
为。 

服务业范畴：按照WTO《服务贸易总协定》
分类：服务业分为12个部门、150多个分部门。

随着国际产业分工体系的深化，越来越多的服务
从农矿产业、制造业分离出来。 

服务贸易12个部门.pptx
服务贸易12个部门.pptx
国民经济部门分类.pptx


1.1 服务外包的定义与范畴（续） 

服务外包传统定义：是指企业将产业链/价值
链中原本由自身提供的具有基础性的、共性
的、非核心的IT业务和基于信息网络技术的
业务流程剥离出来后，通过计算机操作完成，
并采用现代通信手段进行交付，外包给企业
外部专业服务提供商完成的经济活动，包括
信息技术外包和商务流程外包。 

 



1.1 服务外包的定义与范畴（续） 

 服务外包定义新突破：随着IT技术快速发展及人类进入信
息化智能化时代，面对各行业激烈的国际竞争，服务外包
内涵发生新的突破： 

 第一，服务外包无所不在——产业内分离，形成供应链； 
 第二，外包基于IT但不限于IT，外包是一种生产组织模式，

对传统产业和新型产业的横切分工模式； 
 第三，尖端核心业务也在外包，如研发等知识流程外包、

众创； 
 第四，服务外包与多领域融合发展，信息技术与人工智能

普及； 

 第五，离岸外包成为推动全球化的新动能，是在全球范围
优化配置资源、参与国际分工、进入高端产业、提升价值
链地位的切入点。 

 



1.2 服务外包的功能定位 
 服务外包的功能：发包企业通过重组产业链/价值链、优化资源

配置，降低成本并增强企业核心竞争力；接包企业借助于专业
优势加入到广泛的产业领域和产业体系，获取经济价值。 

 服务外包的本质：是一种商业模式/生产组织形式，不是传统意
义上的产业门类，而正是这种产业链横断面的“切入” 使服务
外包成为遍及所有产业部门、社会服务、国防安全领域并与其
深度融合的“新兴产业”。 

 离岸服务外包属于：国际服务贸易中的跨境交付模式，属于数
字贸易的一部分。 

 服务外包的国家战略地位：国办〔2009〕9号文：把促进服务外
包产业发展作为推进结构调整、转变外贸发展方式、增加高校
毕业生就业机会的重要途径;国发〔2014〕67号文：促进大众创
业、万众创新，推动从主要依靠低成本竞争向更多以智力投入
取胜转变，对于推进结构调整，形成产业升级新支撑、外贸增
长新亮点、现代服务业发展新引擎和扩大就业新渠道。 
 
 
 
 

 



1.3 服务外包的战略意义 

 在世界，新一轮全球化推手和新动能：社会信息化、生产
和服务智能化、贸易数字化，正在成为全球化的新动力。
服务外包在规避贸易壁垒、反对贸易保护主义方面，具有
天然便利。 

 在中国，服务外包正在成为新形势下，引领中国融入全球
价值链中高端的重要路径（加工贸易的升级版）。在岸和
离岸外包是促进数字技术与制造业融合发展的新平台，推
动中国技术和标准“走出去”的重要载体，是“中国服务”
品牌的旗帜。 

 更要深刻认识服务外包在实现“一带一路”、“互联网
+”、“双创”等国家战略中的重要支撑作用。 

 



2. 中国制造2025的核心 

 商务工作是综合性调控和开
放引领。推动新型工业化，
是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的基本方略-新
发展理念的重要组成部分。 

 2015年5月发布《中国制造
2025》； 

 这是中国政府实施制造强国
战略的第一个“十年行动纲
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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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一二三四五五十”总体结构 
 “一”个目标：力争用十年时间迈入制造强国行列。 
 “二”化融合：用信息化和工业化深度融合来引领和带动整个

制造业的发展。 
 “三”步走方案：到2020年基本实现工业化，制造业信息化水

平大幅提升，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取得明显进展，到2025
年制造业整体素质大幅提升，创新能力显著增强，两化融合迈
上新台阶，在全球产业分工和价值链中的地位明显提升。 

 “四”项原则：市场主导、政府引导；立足当前、着眼长远；
全面推进、重点突破；自主发展、合作共赢。 

 “五”个基本方针：创新驱动、质量为先、绿色发展、结构优
化、人才为本。与服务外包高度匹配！ 

 “五”大工程：制造业创新中心建设的工程、强化基础工程、
智能制造工程、绿色制造工程和高端装备创新工程。 

 “十”个领域：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高档数控机床和机器人、
航空航天装备、海洋工程装备及高技术船舶、先进轨道交通装
备、节能与新能源汽车、电力装备、农机装备、新材料、生物
医药及高性能医疗器械等十个重点领域。虚拟现实技术VR等大
有用武之地。 

中国制造2025三步走.pptx
中国制造2025三步走.pptx


2.2 世界制造强国在厉兵秣马 

德国工业4.0（第四代）是由德国政府
《德国2020高技术战略》中提出，是指
利用物联信息系统将生产中的供应、制
造、销售信息进行数据化、智慧化，最
后达到快速、有效、个性化的产品供应。 

美国特斯拉超级工厂，智能制造。 

特斯拉工厂航拍.mp4
特斯拉工厂探秘2.mp4


2.3 人类正处在第四次工业革命开端 
 标志：互联网无所不在（万物互

联）,移动性大幅提高；传感器体积
变得更小、性能更强大、成本也更
低；与此同时,人工智能和机器学习
崭露锋芒。 

 主要特征：更加精深的数字技术；
物理、数字和生物领域的协同一体
化；具有引发各国经济社会系统性
变革的力量，它推动的是智能工厂、
产品生产的定制化,全新的经济和组
织构架,政府运行方式的调整和自我
重塑。 

 结果：作为一种颠覆性的新生产力,
新工业革命（人工智能）将改变我
们的生产方式, 工作方式、生活方
式、沟通方式、思维方式和价值观
念。 
 
 



3. 服务外包助力制造强国梦 

中国服务外包的发展亮点 

中国服务外包的竞争优势 

服务外包支持供给侧改革 



3.1 中国服务外包亮点与希望 

规模扩大、市场广袤、群体增多、领域广泛，调研中发
现的亮点，也是希望所在： 

一所服务外包的“黄埔军校”，优势专业学科和人才； 

一批服务外包的领军人物，多为“海归”； 

高水平的服务外包孵化平台，沈阳软件园； 

依靠强大的产业基础、外包与产业融合，黑龙江的安
全产业，辽宁的家电制造、长春的工业机器人； 

区位优势和地缘文化，新疆的大数据、小语种； 

政府的精准作为，合肥金融外包基地、长春的社保管
理，贵阳、南通、杭州的宽带和人才培训等等。 

 

 

 

 

 



3.2 中国服务外包的优势与机遇 
 门类齐全的工业基础，服务外包比印度、爱尔兰等产业优

势显著； 
 人才优势，在校大学生和应届毕业生全球第一，素质高、

性价比高； 
 中国所处的发展阶段：服务业快速发展、全面融入世界经

济体系、参与全球治理… 
 政府重视、政策推动:国务院、国办、商务部关于服务外

包、服务贸易文件和规划，国务院《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
规划》（国发〔2017〕35号）等，美国福特汽车公司智能
车研发科学家菲勒博士称，中国政府动作太快了，世界首
份。 

 国家战略依托：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一带一路、长江经济
带、京津冀协同、中国制造2025、贸易强国战略、两个一
百年目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 



3.3 服务外包助力中国制造2025

的突破口 

战略地位突破 

实力疆界突破 

产业定位突破 

 



3.3.1 战略地位突破 

服务外包为产业升级提供支撑： 
 国务院《关于促进服务外包产业加快发展的意见》

（国发〔2014〕 67号文）指出，服务外包是促进
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推动从主要依靠低成本竞争
向更多以智力投入取胜转变，对于推进结构调整，
形成产业升级新支撑、外贸增长新亮点、现代服务
业发展新引擎和扩大就业新渠道。 

 “中国制造2025”提出信息化和工业化“两化融合”
的战略需求，服务外包要再次进行战略扩围和方向
调整，瞄准制造业信息化、数字化、网络化和智能
化开展研发、进行众包众创、提供智力服务和系统
性解决方案，成为工业信息化的重要参与方。 



3.3.2 价值链地位突破 

服务外包为价值链跃升和国际产业体系布局拓展路径： 
 在人工智能和智能制造时代，服务外包已然成为“加工贸

易”的升级版，成为中国参与新一轮全球化的重要载体。
随着社会信息化、生产和服务智能化、贸易数字化深入发
展，服务外包是承载中国产业融入全球价值链中高端的重
要路径，并成为推动中国技术和标准“走出去”的重要载
体。 

 东软集团作为我国领先的服务外包企业，正在为德国宝马
汽车、日本尼桑汽车及索尼株式会社等世界级高端制造商
提供智能解决方案，掌握其主要产品的数字化核心业务。 

 今后，参与发达国家智慧制造和发展中国家工业化的服务
外包业务，将成为中国参与全球分工体系、实现全球价值
链跃升的新动力，在中国制造2025与德国工业4.0对接、
“一带一路”建设、“中非工业化伙伴行动”等经济外交
战略中，发挥重要作用。 

 



3.3.3 产业定位突破 
服务外包做两化融合的助推器： 
 以信息科技企业为主体的服务外包产业，能够成为促进数字技

术与先进制造业融合发展的新平台，信息化与工业化深度融合
的助推器，建设制造业强国的生力军。 

 按照“中国制造2025”的战略布局和实施步骤，服务外包产业
要在制造业创新中心建设工程、强化基础工程、智能制造工程、
绿色制造工程和高端装备创新工程等五大重点工程建设中发挥
作用，积极参与创新中心、智能制造、绿色制造和高端设备创
新工程。 

 尤其要在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高档数控机床和机器人、航空
航天装备、海洋工程装备及高技术船舶、先进轨道交通装备、
节能与新能源汽车、电力装备、农机装备、新材料、生物医药
及高性能医疗器械等十个重点领域寻找切入点，把接入技术、
芯片技术、嵌入式操作系统、中间件技术、区块链技术、量子
通信和量子计算、地理信息技术、数字技术、虚拟现实技术
（VR）等对接到这些国家重点发展产业，当好专业服务供应商。 

 



广西服务外包的产业定位 
 广西制造业门类齐全，但工业发展面临八大困

局：企业规模小、结构层次低、自创能力弱、
价格处低位、运营成本高、瘦身健体难、工业
投资弱、措施效应慢。 

 服务外包能够一一对应破解。在“互联网+”和
中国制造2025时代，新旧观念的碰撞、新旧模
式的交织、新旧动力的转换，不可避免地对现
有工业经济格局产生冲击，只要谋划得当，具
备承受新时代背景下传统利益冲击的实力，在
松解旧有模式、化解传统利益、破解经济困局、
跟紧时代步伐等方面，技术和模式创新，成为
新动力。 



 理念方向重构 

 模式动力重构 

 角色价值重构 

 政策体系重构 

3.4 服务外包转型升级的体系重构 



3.4.1 理念方向重构 

 人头模式难以为继，价值链高端才是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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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靠新一代信息技术实现服务外
包的颠覆性创新： 
 商务模式：从“买卖关系”到

战略合作伙伴，兼顾自主开发 
 业务地位：从非核心到核心 
 业务类型：从模块分包到系统

解决方案； 
 业务模式：从独自承担到众

包、共享； 
 市场定位：离岸在岸联动。 

3.4.2 模式动力重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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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3 角色价值重构 
服务外包助力中国制造2025，提升国家和本
地区在国际国内分工体系和价值链地位的路
径： 
四批示范城市间的带动、协同； 
示范城市与重点支撑城市间的协同； 
外包产业园区域国家级经济开发区的协

同； 
外包企业与传统制造业企业间的协同。 



3.4.4 政策体系重构 

 通过优化政策体系、国家平台建设引导服务外包融
入中国制造2025战略体系； 

 继续鼓励生产性服务离岸外包，在岸外包视同进口
替代； 

 重点支持研发和系统解决方案外包； 
 调整统计和考核体系，侧重于对国家战略支撑的作

用绩效； 
 鼓励各地发挥产业优势、区位优势、人才优势、管

理制度优势，形成各具特色的服务外包新格局。 
 
 



结束语 

 微笑曲线的内涵； 
 制造业大国经验； 
 专业分工与协作，提升全

球产业链价值链地位； 
 服务外包完全符合五大理

念，示范城市要先行先
试，非示范城市要抓住机
遇，机不可失失不再来。 

 欢迎联络：
xinghy@coi.org.c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