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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 ] 安徽省服务外包产业集聚已初具规模，但与发达省份相比，其服务外包产业集聚刚刚起
步，集聚效应不明显。以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为例，分析安徽省服务外包产业集聚总体规模稳
中有增，但相对集聚度却在下降。 运用 SWOT 分析法分析影响安徽省服务外包产业集聚发展的内外因
素，在此基础上从政府、行业、企业三个层面提出安徽省发展产业集聚的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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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安徽省服务外包产业集聚发展现状

2006 年以来，安徽服务外包产业从零起步，一
步一个脚印，从不为人知，到合肥成为国家服务外
包的示范城市， 从零起点到 2014 年全省服务外包
已经达到 20 亿美金，从业人员达到 13 万人，从小
微企业创业到八家入选服务外包成长型企业，无不
凸显安徽省服务外包产业的发展。
“十二五”以来，合肥市服务外包产业规模一
直处于高速增长状态中，部分服务外包核心指标年
均增长率保持在 70%以上。 全市千人以上规模服
务外包企业超过 20 家， 执行金额超千万美元企业
近 40 家，联合利华（中国）有限公司成为合肥首家
离岸执行金额超 1 亿美元的企业，科大国创、联发
科技等 8 家企业入选中国服务外包成长型企业百
强榜单。 目前，合肥已形成以软件研发、呼叫中心、
金融外包服务、动漫网游设计、数据分析处理等 5
大领域为特色的服务外包产业集群。
随着产业规模的日益扩大， 产业结构不断优
化，附加值逐年提升。 2014 年，合肥的信息技术外
包服务(ITO)、业务流程外包服务（BPO）和知识流程

外包服务（KPO）的执行金额占总执行金额比例分
别是 33.7%、37.1%和 29.2%， 呈现出结构均衡、协
调发展的良好态势。其中，高技术含量、高附加值的
KPO 业务占比从 2010 年的 0.2%提升到 2014 年的
29.2%，成为推动产业发展新的增长引擎。 按发包方
国家地区分析，合肥市年接包合同金额在 1000 万美
元以上的发包国家和地区有 13 个，其中美国、中国
香港等超过 1 亿美元，业务已拓展到北美、欧洲、非
訛
。
洲、东南亚及港澳台等 80 多个国家和地区譹
通过示范引领，合肥服务外包产业初显集聚效
应，已成为国内外及长三角服务业梯度转移的重要
承接地之一。 6 个省级以上示范园区汇聚了全市
70%以上的外包企业和 80%以上的外包业务，先后
引进思科、联发科技、联合包裹、艺龙网、顺丰速递、
平安数科、华拓数码等一批知名企业进驻，并培育
出科大讯飞、科大国创、易德人力等本土服务外包
龙头企业。
二、安徽省服务外包产业集聚程度分析——
—以
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为例

产业集聚是同一产业在某一个区域内的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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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中，产业集聚意味着企业、人才、资金、项目、政策
等资源高度集中，从而使得区内相关产品齐全, 各类
产品搜索成本降低， 而且大量的企业集聚不仅容易
吸引风险投资关注, 也有利于投资者做出正确的投
訛
资决策，通过规模优势实现产业良性、快速发展譹
。
虽然服务外包行业得到迅速发展，但服务外包
统计制度尚不完善，难以完整获取服务外包的行业
数据。 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是服务外包
行业的重点领域， 也是各个省份重点发展对象，而
且关于该行业的数据完整且权威。基于数据的准确
性，本文主要以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为
例，来衡量和比较安徽省的产业集聚程度。
（一）总体规模
在新一代信息技术、互联网经济快速发展的新
机遇下，全省软件信息产业，特别是软件服务业实
现快速增长。 2014 年，全省软件服务业实现主营业
务收入 226.2 亿元，同比增长 41%，年收入超亿元
的软件企业已突破 50 家， 亿元以上软件企业实现
主 营 业 务 收 入 167.4 亿 元 ， 占 全 行 业 总 收 入 的
74%，成为全省软件产业快速发展的重要支撑。 从
全省软件产业分布来看，安徽省已经形成以合肥市
为中心，芜湖、马鞍山等市快速跟进的发展格局。合
肥领头羊的地位不断凸显，2015 年一季度合肥市
软件企业完成主营业务收入 25.5 亿元， 占全省软
件业的 7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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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相对规模——
—区位商
区位商是用来衡量某个特定地区某行业的专
门化程度，是指一个地区特定部门的产值在地区工
业总产值中所占的比重与全国该部门产值在全国
工业总产值中所占比重之间的比值。 区位商越大，
专业化水平越高。 计算公式如下：
Rij=（eij /Ei）/（ej /E）
上述公式中，Rij 为 j 区域 i 产业的区位商，eij
为 j 区域 i 产业的产值，Ei 为全国 i 产业的产值，ej
訛
为 j 区域所有产业的产值，E 为全国总产值譺
。
由公式可以看出， 该指标具有一定的相对性，
为了更好地衡量安徽省服务外包的集聚程度，本文
首先根据安徽省 2006-2013 年信息传输、 计算机
服务和软件业产值，以时间为轴，计算出这 8 年安
徽省信息传输、 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的区位商，从
而分析在 2006-2013 年这个阶段， 安徽省该产业
的集聚度变化。 如表 1 所示：
表 1 安徽省 2006-2013 年信息传输、计算机
服务和软件业的区位商

数据来源： 根据 2007-2015 年 《中国统计年
鉴》及《安徽省统计年鉴》整理计算得来。
虽然安徽省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通
过 8 年的发展，总体规模不断壮大，但是相对水平
却下降了，从上面的区位商结果可以看出，由 2006
年的 0.9 下降为 2013 年的 0.201，专业化程度在不
断下降，这一方面是由于安徽省服务外包业态呈现
多元格局，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总体产
值上升，但在服务外包产值中的比值下降，另一方
面是由于安徽省该行业虽然整体竞争力上升了，但
数据来源：安徽省 2007-2015 年《安徽省统计 相对竞争力却在不断下降，导致相对集聚度不断下
年鉴》。
降。
从上图可以看出，安徽省软件信息业的总体规
为了更好地衡量安徽省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
模稳中有增， 由 2006 年的 125.7 亿元增加到 2014 和软件业的集聚度，本文选取了经济和服务外包都
年的 226.2 亿元， 这既得益于当地政府的政策扶 比较发达的上海市和同样处于中部地区、服务外包
持，也彰显了当地软件信息企业在发展中不断壮大 欠发达的江西省进行区位商对比分析，数据及区位
自己，不断提升自身竞争力。
商结果如表 2 所示：

訛张颖，汪飞燕：《安徽省服务外包产业竞争力及发展路径研究——
譹
—基于长三角地区 10 个城市服务外包
竞争力的比较分析》，《华东经济管理》2013 年第 6 期，第 32-38 页。
訛许馨文：《基于产业集聚的服务外包产业发展研究——
譺
—以廊坊经济技术开发区为例》，武汉理工大学博
士学位论文，2012 年，第 1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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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2013 年上海、安徽、江西三省信息传输、计算
机服务和软件业的区位商比较

数据来源：根据 2013 年《中国统计年鉴》、《安
徽省统计年鉴》、《上海市统计年鉴》、《江西省统计
年鉴》整理计算得来。
由表 2 可以看出：相对于服务外包比较发达的
上海市来说，安徽省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
业集聚度和专业化程度较低， 还处于劣势地位，还
需要当地政府继续实行政策扶持和产业培育以及
当地企业不断创新提升自身优势。相对于同样处于
中部地区、只有一个服务外包示范城市的江西省来
说，安徽省的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凸显
了比较优势，说明安徽省该行业潜力巨大，凭借当
地政府的政策扶持，假以时日，定可不断提升自身
竞争力，发挥出集聚效应，凸显自身优势。
三、安徽省服务外包产业集聚 SWOT 分析
安徽省服务外包产业集聚相对于其他省份，有
着自身独特的优势和发展机遇，当然也存在很多劣
势，面临着其他服务外包示范城市的威胁。 本文运
用 SWOT 分析法逐一进行分析。
（一）安徽省服务外包产业集聚的优势
安徽省服务外包产业集聚现有的优势非常明
显。 安徽省已经拥有一个全国服务外包示范城
市——
—合肥市和两个省级服务外包示范城市——
—
芜湖和马鞍山，从全省软件产业分布来看，安徽省
已经形成以合肥市为中心，芜湖、马鞍山等市快速
跟进的发展格局， 并且合肥领头羊的地位不断凸
显，在安徽省 2015 年软件企业 20 强排名中，合肥
彰显了不俗实力，20 强中合肥企业占据了 14 个席
位，2015 年一季度合肥市软件企业完成主营业务
收入 25.5 亿元，占全省软件业的 74.8%。 而在这三
个城市中，服务外包产业又主要集中在合肥市的三
个国家级服务外包示范园 (安徽服务外包产业园、
合肥经济技术开发区和合肥高新技术开发区)和 2
个省级示范区(芜湖经济技术开发区和马鞍山花山
区经开区)，因此，从现有的服务外包格局来看，安
徽省服务外包产业集聚已初具规模，并且从这种集
聚效应中受益匪浅。
安徽外包产业环境也正在不断优化，合作发展
环境正逢其时。安徽省政府将服务外包产业归为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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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业增长领域，大力扶持。合肥一小时到南京，两小
时到武汉、上海，四小时到达北京的便利交通。合肥
作为全国科教基地，100 余所高校，每年 40 万人的
人才，在服务外包人才的数量和质量上具有独特的
优势，正在构筑外包发展的天时地利人和。 这都为
合作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也正是安徽省尤其是
合肥市发展服务外包产业集聚的优势所在。
（二）安徽省服务外包产业集聚的劣势
安徽省服务外包已经建立了以服务外包示范
园（区）为主要载体的产业集聚区，但是这些服务外
包产业集聚区总体实力不强，区内企业规模偏小且
获得国际认证的企业为数不多，因此区内企业相对
于服务外包发达城市而言接单能力较弱。 示范园
（区）之间的企业虽有像科大讯飞这样的龙头企业，
但由于区内企业联系不够紧密，先进企业对于同行
企业的示范效应不明显，限制了集聚区内企业之间
人才、信息、技术等资源的共享，从而没有达到降低
搜索资源成本的应有作用； 集聚区品牌效应不显
著，只有 8 家企业入选中国服务外包成长型企业百
强榜单，集聚区起点低，集中、集聚、集约程度差；集
聚区基础设施不配套，服务平台建设滞后，管理模
式也不甚明确，削弱了外包企业来园（区）投资的吸
引力；区内内部产业发展不平衡，外包业务层次较
低；区内企业协作创新能力差，未能充分发挥产业
集聚的技术溢出效应等，制约了服务外包产业集聚
区的发展。
（三）安徽省服务外包产业集聚面临的机遇
2014 年 9 月 25 日，国务院出台《关于依托黄
金水道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的指导意见》， 将合肥
定位为与南京、杭州并肩的长三角世界级城市群副
中心， 首次将合肥定位为全国性综合交通枢纽、内
陆经济开放高地和国际化都市区。 2015 年 3 月 28
日，国家发改委、外交部、商务部联合发布《推动共
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 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
与行动》，合肥跻身为“一带一路”重要节点城市。上
述两大国家战略的覆盖，使合肥在中国经济版图乃
至世界重要经济通道的“桥头堡”和“咽喉”地位越
来越突出，合肥服务外包产业的快速发展将拥有更
多的拓展机会和更广阔的国际市场空间。 此外，位
于滨湖新区的合肥国际金融后台服务基地，也将在
服务外包领域释放巨大的市场空间。
（四）安徽省服务外包产业集聚面临的威胁
大力发展服务外包已经成为很多省份进行产
业升级转型的重要政策选择，各个省份都在积极鼓
励发展服务外包，争抢承接服务外包。 但一方面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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际服务外包市场竞争日益激烈，逐渐上涨的劳动力
成本和物业成本，以及通货膨胀使中国不再具有以
往的巨大吸引力，所以，我国服务外包行业整体上
面临着国际服务外包市场缩减的威胁；另一方面国
内诸如上海、深圳、大连这些服务外包起步较早，产
业环境比较成熟的示范城市的产业竞争力愈加凸
显， 当地政府对服务外包的政策扶持力度非常大，
如：上海市提出了建设“
全球服务外包中心”的战略
目标，将服务外包作为上海吸引外资的重点。因此，
国内服务外包市场竞争也愈加激烈。在这样的客观
环境之中， 安徽省服务外包产业集聚初具规模，产
业竞争力不是很强，无疑面临着内忧外患。
四、安徽省服务外包发展产业集聚的对策

安徽省服务外包产业集聚虽然已经初具规模，
但相对于发达城市，还处于劣势地位。 安徽省服务外
包应该充分利用自身优势和发展机遇， 勇于面临挑
战，弥补自身缺陷，积极推动服务外包产业集聚发展。
首先，政府提高服务水平。第一，政府应该在服
务外包业发展的不同阶段给予不同的政策支持，筑
巢引凤， 吸引区外发包企业和接包企业来区内投
资。 在服务外包的现期阶段，政府应该努力改善服
务外包产业集聚区环境， 加快集聚区基础设施建
设，促进制度和信息建设，加快区内企业之间的联
系，实现区内企业资源共享，协同创新。 第二，做好
集聚区产业布局。安徽省虽然已经形成了 5 个服务
外包产业示范园（区），但是各示范园（区）集聚了各
类服务外包企业， 没有形成自己的专业优势产业，
应该合理布局服务外包示范园（区），如：软件信息
业示范园、动漫设计示范园、数据处理示范园等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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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的服务外包产业集聚区。
其次，行业做好指导协调。 安徽省的服务外包
产业起步较晚， 相应的行业协会还在建立之中，行
业协会对整个产业还缺乏相应的指导协调作用，这
就要求：第一、行业协会加快建设步伐，在建设的过
程中，尽可能地将集聚区的服务外包企业吸收为会
员，从而便于指导协调，强化对外包业集聚区的建
设和管理，加强会员之间的联系和协同创新，降低
成本。 第二、行业协会可以组织会员起草制定行业
规则，使得行业规范化。第三、行业协会应该联合会
员着手建设服务外包业相关数据库，为外包企业决
策提供参考。
最后， 企业在竞争和合作中发展壮大自身实
力。第一，企业作为服务外包的主体，应该充分利用
产业集聚效应，通过上游产业链向下游企业的知识
与技能溢出,形成有序发展的服务外包产业集聚,提
訛
高自身技术水平譹
。 第二，企业应该充分利用合肥
市作为经济通道的“
桥头堡”和
“咽喉”的经济地位，
增强业务承接能力，提升自己在价值链中的地位和
业务谈判筹码。第三，企业之间要加强沟通和交流，
提高协作创新意识， 实现集聚区内部技术扩散，尤
其是龙头企业要充分发挥示范效应，引领区内企业
提升承接服务外包水平，塑造“安徽服务”品牌。 第
四，服务外包企业整体水平有待提高。 外包企业在
协同创新的同时，应加快与国际接轨，争取获得国
訛
际认可的资质证明 譺
，如：软件开发方面的（CTSS）
项目认证、信息技术安全方面的国际 CC EAL4+安
全认证等，提高自身承接外包业务的认可度，提升
集聚区整体业务水平和业务层次。

The research on the countermeasures of service outsourcing industry in Anhui Province
ZHANG Wenjin
Abstract: The service outsourcing industry of Anhui province has begun to take shape and gradually
play a gathering economic effect, but compared with the developed provinces, its service outsourcing
industry has just started. Taking the industry of information transmission, computer services and software
industry as an example, This paper came to conclusion that the overall scale of agglomeration of the service
outsourcing industry of Anhui Province is on steady increase, but the relative concentration degree is on
decline. It analyzed the internal and external factors that influence the development of service outsourcing
industry in Anhui province by SWOT analysis, and put forward the countermeasures for the development of
Anhui province from three aspects: government, industry, and enterpri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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