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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说明、目录、图表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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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章：软件外包行业定义及发展环境分析

1.1 软件外包行业界定

1.1.1 行业定义及分类

（1）行业定义

（2）行业分类

1.1.2 行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

1.2 软件外包行业发展环境分析

1.2.1 软件外包行业政策环境分析

（1）行业主管部门及监管体制

（2）行业的主要法律法规及政策

1.2.2 软件外包行业经济环境分析

（1）国际宏观经济环境分析

（2）国内宏观经济环境分析

1.2.3 软件外包行业技术环境分析

（1）软件专利申请数量

（2）软件专利公开数量

 

第2章：全球软件外包市场分析

2.1 全球服务外包市场发展现状与趋势

2.1.1 全球服务外包市场规模

2.1.2 全球服务外包市场结构

2.1.3 全球服务外包区域结构

2.1.4 全球服务外包发展趋势

（1）KPO和BPO将成为未来发展主流，推动产业纵深发展

（2）服务外包承接国数量增多，导致其逐步向差异化方向发展

2.2 全球软件行业市场发展现状与趋势

2.2.1 全球软件行业市场规模

2.2.2 全球软件市场竞争格局

2.2.3 全球软件市场发展趋势



2.3 全球软件外包市场发展现状与趋势

2.3.1 全球软件外包市场规模分析

2.3.2 全球软件外包区域结构分析

2.3.3 全球软件外包发展前景分析

2.4 全球软件外包接包国市场分析

2.4.1 全球软件外包接包国市场竞争格局分析

2.4.2 印度软件外包市场分析

（1）印度软件外包产业基础解析

（2）印度软件外包发展历程概述

（3）印度软件外包促进因素分析

（4）印度软件外包制约因素分析

（5）印度软件外包市场前景预测

（6）印度模式本土化策略及建议

2.4.3 爱尔兰软件外包市场分析

（1）爱尔兰软件外包产业基础解析

（2）爱尔兰软件外包市场现状剖析

（3）爱尔兰软件外包促进因素分析

（4）爱尔兰软件外包制约因素分析

（5）爱尔兰软件外包市场前景预测

（6）爱尔兰模式本土化策略及建议

2.4.4 巴西软件外包市场分析

（1）巴西软件外包产业基础解析

（2）巴西软件外包市场现状剖析

（3）巴西软件外包促进因素分析

（4）巴西软件外包制约因素分析

（5）巴西软件外包市场前景预测

（6）巴西模式本土化策略及建议

2.4.5 以色列软件外包市场分析

（1）以色列软件外包产业基础解析

（2）以色列软件外包发展历程概述

（3）以色列软件外包市场现状剖析

（4）以色列软件外包促进因素分析



（5）以色列软件外包制约因素分析

（6）以色列模式本土化策略及建议

2.4.6 中国与印度软件外包业竞争比较分析

（1）综合比较

（2）宏观产业比较

（3）国际贸易竞争力比较

（4）影响软件外包服务贸易竞争力的相关因素比较

2.5 全球软件外包发包国市场发展状况

2.5.1 日本软件外包市场发展状况

（1）日本外包政策及监管体系

（2）日本软件外包发展历程

（3）日本软件外包开发分类

（4）企业选择软件外包目的

（5）日本软件外包市场剖析

（6）中国企业开发日本市场战略

2.5.2 美国软件外包市场发展状况

（1）美国外包政策及监管体系

（2）美国软件外包市场剖析

（3）中国企业开发美国市场战略

 

第3章：中国软件外包行业发展现状与趋势分析

3.1 中国服务外包行业发展现状与趋势分析

3.1.1 中国服务外包行业市场规模

3.1.2 中国软件外包行业企业数量

3.1.3 中国软件外包行业从业人员

3.1.4 中国服务外包行业市场结构

3.1.5 中国服务外包市场区域结构

3.1.6 中国服务外包市场发展趋势

3.2 中国软件行业发展现状与趋势分析

3.2.1 中国软件行业收入分析

（1）中国软件行业收入总况

（2）软件行业收入结构分析



（3）信息技术服务收入分析

3.2.2 中国软件出口市场分析

3.2.3 中国软件行业发展趋势

（1）软件行业技术发展趋势

（2）软件行业市场发展趋势

（3）软件行业市场格局趋势

（4）软件行业产品发展趋势

（5）软件行业客户需求趋势

3.3 中国软件外包行业发展现状分析

3.3.1 中国软件外包行业市场规模

3.3.2 我国离岸软件外包市场规模

3.3.3 中国软件外包行业区域结构

3.3.4 中国软件外包企业竞争格局

3.4 中国软件外包行业市场发展趋势分析

3.4.1 行业集中度将进一步提高

3.4.2 全球交付能力及国际化

3.4.3 专业化

3.4.4 向价值链高端进行转移

 

第4章：中国软件外包市场需求潜力分析

4.1 电力业软件外包市场需求潜力分析

4.1.1 电力业软件外包需求分析

（1）网络管理

（2）系统管理

4.1.2 电力业软件投资规模分析

4.1.3 电力业IT现状分析

4.1.4 电力业软件外包市场前景分析

（1）电力行业进入大数据时代

（2）集团管控带动对一体化平台的建设需求

（3）绿色数据中心是能源行业信息化投资增长最快的领域

4.2 金融业软件外包市场需求潜力分析

4.2.1 金融业软件外包概念



4.2.2 金融业软件外包的原因分析

4.2.3 中国金融外包的市场接受度

4.2.4 金融业软件外包需求主体分析

（1）银行业

（2）信用卡中心

（3）保险业

4.2.5 金融业软件投资规模分析

（1）市场规模

（2）产品结构

4.3 电信业软件外包市场需求潜力分析

4.3.1 电信业软件外包概念

4.3.2 电信业软件外包的市场接受度

4.3.3 电信业软件外包需求主体分析

4.3.4 电信业软件外包市场需求趋势

4.3.5 电信业软件投资规模分析

4.3.6 电信业软件外包市场规模

4.4 政府软件外包市场需求潜力分析

4.4.1 政府的网络系统分析

4.4.2 政府软件外包的市场接受度

4.4.3 政府软件外包需求领域分析

（1）IT外包领域

（2）BPO外包领域

（3）知识流程外包

4.4.4 政府软件外包市场发展潜力分析

4.4.5 政府软件外包市场规模分析

（1）电子政务投资规模分析

（2）政府机构IT运维管理应用现状

4.4.6 政府软件外包市场需求潜力

 

第5章：中国重点区域软件外包市场分析

5.1 北京市软件外包行业市场分析

5.1.1 北京市软件外包相关政策规划



5.1.2 北京市软件外包市场发展现状

5.1.3 北京市软件外包市场竞争格局

5.1.4 北京市中关村软件园运营管理分析

（1）园区概况

（2）园区软件政策

（3）园区发展规划

（4）园区人才发展情况

（5）园区企业与投资规模

5.1.5 北京市中关村产业园发展分析

（1）产业园发展趋势

（2）产业园发展机遇

5.2 大连市软件外包行业市场分析

5.2.1 大连市软件外包市场发展现状

（1）业务收入

（2）企业数量

（3）外包领域

5.2.2 大连市软件外包市场特点

5.2.3 大连市软件外包产业发展优势

（1）&ldquo;官助民办&rdquo;的政策优势

（2）地理位置优势

（3）教育环境形成专业人才优势

（4）产业集群优势

5.2.4 大连市软件外包发展中的问题

（1）企业缺乏技术创新能力

（2）市场体系过于集中

（3）缺乏综合型高端人才

（4）企业数量较少且规模较小

5.2.5 大连市软件外包产业园运营管理分析

（1）园区概况

（2）园区软件政策

（3）园区经营情况

5.2.6 大连市软件外包企业发展建议



（1）提高本土企业自主研发能力和技术创新能力

（2）产业集群化发展

（3）注重人才培养

（4）扩大企业规模

（5）充分利用&ldquo;互联网+&rdquo;

（6）扩大与&ldquo;一带一路&rdquo;沿线国家的合作

5.3 南京市软件外包行业市场分析

5.3.1 南京市软件外包相关政策规划

5.3.2 南京市软件外包市场发展现状

5.3.3 南京市软件行业问题分析

5.3.4 南京市软件产业发展对策分析

（1）打造南京走向世界的软件服务平台和行业规范

（2）大力培育龙头企业，形成协调互动的完整产业链

（3）&ldquo;软硬结合&rdquo;，开拓&ldquo;高端&rdquo;外包

5.3.5 南京市软件外包产业园运营管理分析

（1）园区概况

（2）园区软件政策

（3）园区经营情况

5.4 杭州市软件外包行业市场分析

5.4.1 杭州市软件外包相关政策规划

5.4.2 杭州市软件外包市场发展现状

5.4.3 杭州市软件外包市场竞争格局

5.4.4 杭州市软件外包产业园运营管理分析

（1）园区概况

（2）园区软件政策

（3）园区经营情况

5.4.5 杭州市软件产业发展对策分析

（1）增强龙头企业的辐射和带动

（2）建好信息软件产业平台

（3）加大中小企业培育和扶持

5.5 深圳市软件外包行业市场分析

5.5.1 深圳市软件外包相关政策规划



5.5.2 深圳市软件外包市场发展现状

5.5.3 深圳市软件外包市场竞争格局

5.5.4 深圳市软件外包产业园运营管理分析

（1）园区概况

（2）园区经营情况

（3）园区软件外包产业情况

（4）园区发展规划

5.5.5 深圳市软件外包企业发展建议

（1）树立全球视野

（2）选择合适的发展路径

（3）进行必要的联盟

（4）建立服务质量保障体系

（5）坚持技术创新

（6）实施差异化营销策略

（7）注重人力资源建设

5.6 广州市软件外包行业市场分析

5.6.1 广州市软件外包相关政策规划

5.6.2 广州市软件外包市场发展现状

5.6.3 广州市软件外包市场竞争格局

5.6.4 广州市软件外包产业园运营管理分析

（1）园区概况

（2）园区优惠政策

（3）园区经营情况

（4）园区人才情况

5.6.5 广州市软件外包产业发展建议

（1）加强合作，实施国际化战略

（2）实施品牌企业发展战略

（3）帮助企业争取专项资金扶持

 

第6章：软件外包行业领先企业经营分析

6.1 国外软件外包行业领 先企业经营分析

6.1.1 国际商业机器公司（IBM）经营情况分析



（1）企业发展简况分析

（2）企业经营情况分析

（3）企业软件外包业务分析

（4）企业在华布局分析

（5）企业经营优劣势分析

（6）企业最 新发展动向分析

6.1.2 惠普公司（HP）经营情况分析

（1）企业发展简况分析

（2）企业经营情况分析

（3）企业软件外包业务分析

（4）企业在华布局分析

（5）企业投资兼并与重组分析

（6）企业经营优劣势分析

6.2 中国软件外包行业领 先企业经营分析

6.2.1 东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经营情况分析

（1）企业发展简况分析

（2）企业主要经济指标分析

（3）企业盈利能力分析

（4）企业运营能力分析

（5）企业偿债能力分析

（6）企业发展能力分析

（7）企业软件外包业务分析

（8）企业软件外包成功案例

（9）企业经营状况优劣势分析

（10）企业投资兼并与重组分析

（11）企业最 新发展动向分析

6.2.2 浪潮集团有限公司经营情况分析

（1）企业发展简况分析

（2）企业主要经济指标分析

（3）企业盈利能力分析

（4）企业运营能力分析

（5）企业偿债能力分析



（6）企业发展能力分析

（7）企业软件外包业务分析

（8）企业软件外包成功案例

（9）企业经营状况优劣势分析

（10）企业投资兼并与重组分析

（11）企业最 新发展动向分析

6.2.3 浙大网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经营情况分析

（1）企业发展简况分析

（2）企业主要经济指标分析

（3）企业盈利能力分析

（4）企业运营能力分析

（5）企业偿债能力分析

（6）企业发展能力分析

（7）企业软件外包业务分析

（8）企业软件外包成功案例

（9）企业经营状况优劣势分析

（10）企业投资兼并与重组分析

（11）企业最 新发展动向分析

6.2.4 博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经营情况分析

（1）企业发展简况分析

（2）企业主要经济指标分析

（3）企业盈利能力分析

（4）企业运营能力分析

（5）企业偿债能力分析

（6）企业发展能力分析

（7）企业软件外包业务分析

（8）企业软件外包成功案例

（9）企业经营状况优劣势分析

（10）企业投资兼并与重组分析

（11）企业最 新发展动向分析

6.2.5 恒生电子股份有限公司经营情况分析

（1）企业发展简况分析



（2）企业主要经济指标分析

（3）企业盈利能力分析

（4）企业运营能力分析

（5）企业偿债能力分析

（6）企业发展能力分析

（7）企业软件外包业务分析

（8）企业软件外包成功案例

（9）企业经营状况优劣势分析

（10）企业投资兼并与重组分析

（11）企业最 新发展动向分析

6.2.6 上海二三四五网络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经营情况分析

（1）企业发展简况分析

（2）企业主要经济指标分析

（3）企业盈利能力分析

（4）企业运营能力分析

（5）企业偿债能力分析

（6）企业发展能力分析

（7）企业软件外包业务分析

（8）企业软件外包成功案例

（9）企业经营状况优劣势分析

（10）企业投资兼并与重组分析

（11）企业最 新发展动向分析

6.2.7 大连华信计算机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经营情况分析

（1）企业发展简况分析

（2）企业主要经济指标分析

（3）企业盈利能力分析

（4）企业运营能力分析

（5）企业偿债能力分析

（6）企业发展能力分析

（7）企业软件外包业务分析

（8）企业软件外包业务成绩分析

（9）企业经营状况优劣势分析



（10）企业最 新发展动向分析

6.2.8 大连华畅电子通信技术有限公司经营情况分析

（1）企业发展简况分析

（2）企业主要经济指标分析

（3）企业盈利能力分析

（4）企业运营能力分析

（5）企业偿债能力分析

（6）企业发展能力分析

（7）企业软件外包业务分析

（8）企业服务客户分析

（9）企业商业模式分析

（10）企业经营状况优劣势分析

（11）企业最 新发展动向分析

6.2.9 中软国际有限公司经营情况分析

（1）企业发展简况分析

（2）企业经营情况分析

（3）企业软件外包业务分析

（4）企业软件外包成功案例

（5）企业经营状况优劣势分析

（6）企业最 新发展动向分析

6.2.10 柯莱特信息系统有限公司经营情况分析

（1）企业发展简况分析

（2）企业经营情况分析

（3）企业软件外包业务分析

（4）企业软件外包成功案例

（5）企业经营状况优劣势分析

（6）企业投资兼并与重组分析

（7）企业最 新发展动向分析

6.2.11 软通动力控股有限公司经营情况分析

（1）企业发展简况分析

（2）企业经营情况分析

（3）企业软件外包业务分析



（4）企业软件外包成功案例

（5）企业经营状况优劣势分析

（6）企业投资兼并与重组分析

（7）企业最 新发展动向分析

6.2.12 中讯软件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经营情况分析

（1）企业发展简况分析

（2）企业经营情况分析

（3）企业软件外包业务分析

（4）企业经营状况优劣势分析

（5）企业最 新发展动向分析

6.2.13 文思海辉技术有限公司经营情况分析

（1）企业发展简况分析

（2）企业经营情况分析

（3）企业软件外包业务分析

（4）企业软件外包成功案例

（5）企业经营状况优劣势分析

（6）企业最 新发展动向分析

6.2.14 上海启明软件股份有限公司经营情况分析

（1）企业发展简况分析

（2）企业经营情况分析

（3）企业软件外包业务分析

（4）企业营销网络分析

（5）企业经营状况优劣势分析

（6）企业最 新发展动向分析

6.2.15 奥博杰天软件有限公司经营情况分析

（1）企业发展简况分析

（2）企业软件外包业务分析

（3）企业营销网络分析

（4）企业所获荣誉分析

（5）企业经营状况优劣势分析

 

第7章：软件外包行业成功商业模式分析



7.1 软件外包行业的主要模式

7.1.1 人员外派模式

7.1.2 共享服务中心模式

7.1.3 联合外包模式

7.1.4 离岸外包模式

7.1.5 离岸开发中心模式

7.1.6 附属离岸中心模式

7.2 主要国家软件外包模式

7.2.1 美国软件外包模式

7.2.2 日本软件外包模式

7.2.3 印度软件外包模式

7.2.4 中国软件外包模式

7.3 印度软件外包行业成功因素研究

7.3.1 印度软件外包行业发展历程

（1）1984年以前&mdash;&mdash;缓慢起步阶段

（2）2014-2019年&mdash;&mdash;加速发展阶段

（3）2014-2019年&mdash;&mdash;全 面发展阶段

（4）2000年至今&mdash;&mdash;稳步发展阶段

7.3.2 印度软件外包行业发展现状

（1）印度软件外包行业市场规模

（2）印度软件外包行业结构分类

（3）印度软件外包企业竞争格局

7.3.3 印度软件外包行业特点分析

7.3.4 印度软件外包行业成功因素

（1）合理的业务选择

（2）准确的市场定位

（3）完备的政策体系

（4）丰富的人才储备

7.4 印度软件外包巨头Infosys商业模式研究

7.4.1 Infosys公司简介

7.4.2 Infosys主营业务

7.4.3 Infosys商业模式



 

第8章：中国软件外包行业发展前景与战略规划

8.1 软件外包行业壁垒与风险分析

8.1.1 软件外包行业进入壁垒分析

（1）专业技术与行业经验的积累

（2）良好客户关系的形成

（3）高端软件外包人才的制约

（4）行业的规模效应

8.1.2 软件外包行业风险与应对措施

（1）政策风险与应对措施

（2）技术风险与应对措施

（3）市场风险与应对措施

（4）人才流失风险与应对措施

（5）汇率波动风险与应对措施

（6）宏观经济波动风险与应对措施

8.2 软件外包行业发展前景预测

8.2.1 软件外包行业驱动因素分析

（1）国家将服务外包上升为国家战略，为服务外包提供了强有力的政策支持

（2）&ldquo;一带一路&rdquo;等政策实施，为服务外包拓展了更大的发展空间

（3）&ldquo;互联网+&rdquo;为服务外包创造了更多的发展机会

（4）创新驱动及双创政策为服务外包产业增添了更多的发展活力和动力

8.2.2 软件外包行业阻碍因素分析

（1）缺乏全国性行业协会

（2）外包企业合作平台较少

（3）企业和园区国际竞争力不强

（4）人力成本优势逐渐减弱

8.2.3 软件外包行业发展前景预测

8.3 软件外包企业发展战略规划

8.3.1 软件外包企业发展战略规划

（1）企业选择软件外包必要性分析

（2）软件外包企业发展战略规划

8.3.2 软件外包企业人才战略规划



（1）软件外包企业人力资源现状

（2）软件外包企业人才困境研究

（3）软件外包企业人才发展战略规划

8.3.3 软件外包企业&ldquo;一带一路&rdquo;发展战略

（1）&ldquo;一带一路&rdquo;为服务外包产业带来新机遇

（2）&ldquo;一带一路&rdquo;服务外包市场现状

（3）&ldquo;一带一路&rdquo;服务外包企业发展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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