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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2020-2026年中国软件外包服务市场预测分析



一、全球软件与信息服务外包市场预测

二、中国软件与信息服务外包市场预测

三、中国离岸软件外包服务市场预测分析

四、中国软件外包行业未来竞争趋势分析

第三节2020-2026年中国软件外包服务市场盈利预测分析

 

第十二章2020-2026年中国软件外包服务产业投资环境与风险预警分析

第.一节2020-2026年中国软件外包服务投资环境分析

第二节2020-2026年中国软件外包服务投资机遇分析

一、引领北亚、开拓欧美，发展IT应用服务及业务流程外包

二、IT基础设施服务离岸外包领域前景广阔

三、全球制造业设计研发逐渐向发展中国家转移

四、独立软件商在中国增加研发投人

五、鼓励中国大型企业外包非核心IT业务

第三节2020-2026年中国软件外包服务投资风险分析

一、产业政策风险

二、行业竞争风险

三、外包成本风险

四、软件质量风险

五、技术风险分析

第四节2020-2026年中国软件外包服务投资策略及建议

 

部分图表目录：

图表1软件研发及外包

图表2信息技术研发服务外包

图表3信息系统运营维护外包

图表4技术性业务流程外包服务（BPO）

图表5技术性知识流程外包（KPO）

图表6全球服务外包领军企业30强

图表72010-2019年我国软件与信息服务外包行业市场规模及增长情况

图表8全球外包市场比例

图表92010-2019年我国软件与信息服务外包行业市场规模及增长情况



图表102010-2019年我国软件与信息服务外包行业市场规模及增长对比

图表112010-2019年我国软件与信息服务外包行业规模企业个数及增长情况

图表122010-2019年我国软件与信息服务外包行业规模企业个数及增长对比

图表132010-2019年我国软件与信息服务外包行业从业人员及增长情况

图表142010-2019年我国软件与信息服务外包行业从业人员及增长对比

图表15全球服务外包主要国家和地区分布

图表16金融服务外包崛起原因分析

图表17中国FTTX用户规模（2013-2019年）

图表182004年Ⅱ季度&mdash;2019年Ⅱ季度国内生产总值季度累计同比增长率（%）

图表192004年&mdash;2019年工业增加值月度同比增长率（%）

图表202004年&mdash;2019年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月度累计同比增长率（%）

图表212004年&mdash;2019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月度同比增长率（%）

图表222004年&mdash;2019年出口总额月度同比增长率与进口总额月度同比增长率（%）

图表232019年软件产业主要经济指标完成情况快报

图表242019年软件产业业务收入增长情况

图表252019年中国服务外包城市投资吸引力综合排名TOP10

图表262019年中国服务外包城市产业成长性排名TOP10

更多图表见正文&hellip;&hell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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