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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点问题

在 2020年年初的时候，国家发

改委专门做了关于“十四五”服务业

发展的规划思路，由我撰写的是“十

四五”服务贸易规划思路。今天上午

我们又组织讨论了关于“十四五”服

务贸易规划思路，服务外包的发展

就是服务贸易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标

志。

一、回顾“十三五”中国服务

外包

第一方面，单纯回顾一下“十三

五”时期，应该说“十三五”时期服务

外包成为我国外贸转型升级的重要

引擎。那么“十三五”以来，我国服务

外包实现了量质齐增，连续多年位

列全球第二大的接包国、离岸第二

大经济体。占全球服务外包总量的

33%左右，这是一个在全球的定位，

还是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那么在 2013-2018年期间，我

们离岸外包平均增速达到 14.3%，

对服务出口的贡献达到 70.8%。

2019年，我国企业承包服务外包的

合同额同比增长达到 11.5%，这个

增长应该说是一个非常高速的增

长，超过 10%。那么离岸是 6500多

亿，这是人民币计价，增长达到

11.8%，这个速度也是一个高位增

速，高于服务贸易总体的增速水平。

所以，从这点上来看，可以看出服务

外包是服务贸易增长非常重要的动

力。

随着企业创新能力和服务能力

的不断提升，服务外包不断向价值

链的高端攀升，研发设计、数据分

析、挖掘整体解决方案、系统设计服

务，这些高附加值的业务不断扩大，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变化，这个重要

的变化就是知识密集型的价值链，

就是高附加值外包在增长，就说明

我们服务外包的全球价值链在向高

端发展，实际上这也是拉动我们整

个服务贸易转型升级、结构优化非

常重要的一个方面。

服务外包在服务贸易里是生产

性服务出口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方

式，占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大概要

到 70%左右的份额。所以，在整个服

务贸易中的位置是非常重要的。那

么三大业务领域，2019年的时候，

ITO 占比是 44.1%，BPO 是占到

18.1%，KPO占到 37.8%，但是从三大

领域里可以看出来，知识密集型的、

知识流程的外包占的比重已经将近

40%。那么，在十年前，大概也就是

30出头的份额。所以，看得出来，就

是服务外包的价值链是在不断地升

级，尤其是设计，就是在 KPO里工业

设计服务占到 63.5%。医药和生物

技术研发、检验检测、互联网营销推

广、电子商务平台等分别增长

15.3%、20.5%、37.1%和 53.2%，都是

非常高位的增长。尤其是电商平台，

大家这次疫情看出，我们所有线下

活动都到线上了，老年人过去从来

不用网络购物的现在都开始在电商

平台上买菜、买东西，这些实际上就

能够看得出来，跨境电商平台应该

说是在爆发性的增长。

这次疫情，服务外包体现出了

比较好的抗冲击能力，因为服务外

包最重要的一个特点就是互联网传

输数字化的服务贸易。所以，这次疫

情最主要的就是面对面的服务业冲

击非常大，比如旅游、餐饮，就是传

统服务业这一块，大家不能见面，所

以，也就没办法开展服务。想出国旅

游也不行了，也去不了了。但是，恰

恰给数字化的贸易带来了非常重要

的增长空间，我们讲新经济的数字

经济，这一次应该说是表现了非常

好的抗冲击能力。

那么从 2020年上半年来看，企

业承接服务外包的合同额达到了

6795.3亿元，执行额是 4501.3亿

元，同比增长 5.9%和 10.9%。其中，

承接离岸外包的执行额达到

2677.3亿元，同比增长 10.4%，成为

稳外贸的重要力量，从数据可以看

得出来。我们整个服务贸易是下降

10%几，拉后腿的主要就是传统的，

增长的就是表现在数字化的服务贸

易这一块，像服务外包，我们就可以

看到 10%的增速是非常了不起的，

应该说这这次疫情，数字经济、数字

贸易是大显神通，过去我们很多人

都不知道什么叫数字贸易、什么叫

数字经济，这次疫情都知道了。很多

新的模式、新的业态在这一次，应该

说是充分地彰显出它非常强大的抗

冲击能力。

二、“十四五”时期面临的形

势

第二个方面，讲一讲“十四五”

时期我国服务外包面临的机遇和挑

战。整个“十四五”时期我们面临的

国际国内形势，应该和“十三五”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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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相同。我们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

局，面临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全

局。那么，我们现在又进入了一个国

内循环为主，国际国内循环相互促

进，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

这就是“十四五”时期和“十三五”所

发生的重大的、重要的变化，是形

势、背景的变化。应该说，这个形势

和背景，我们的分析判断，它一定是

非常严峻的挑战。

尤其是疫情以后，产业链、供应

链的重组，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的重

组。另外，中美贸易摩擦，现在已经

发展到全方位，贸易、科技等等全方

位的竞争，应该说我们面临的形势

确实不确定因素在急速增加，不断

地在增加。但是，我们也面临着很大

的发展机遇。所以，我们讲危中有

机，危机中遇新机，变局中开新局，

这就是我们“十四五”总体的判断。

首先，就是大变局中机遇与挑

战并存，机遇在哪儿？网络数字技术

引领的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

在加速推进，将提升服务可贸易性，

催生服务新业态和新模式，服务外

包呈现数字化、智能化、高端化、融

合化的发展趋势。同时，这是我们面

临的机遇，最大的机遇就是数字经

济时代，数字技术引领着服务贸易

发展，数字技术引领的新技术革命

和新产业变革这样的机遇，我们看

到很多的服务不可贸易在数字化以

后都变得可以贸易，尤其是 5G将来

可能会带来更多的应用场景。比如

说，我看到 5G可以远程做手术，我

前一段时间和一位医学家讨论运用

5G远程来做手术、做诊断，然后远

程开音乐会，还有很多重大的体育

赛事现在都可以通过网络数字技术

得到传播，将来就是说通过 5G、区

块链，区块链现在已经开始，区块链

技术现在应用到数字货币，将来金

融货币的支付方式就发生了非常重

大的变革。那么这些实际上就是数

字化，将来会给服务贸易带来非常

大的拓展的空间，很多过去不可贸

易的将来会变得越来越多的可贸

易。

非常简单，你看钟南山院士这

一次在疫情期间给很多发展中国家

做远程的会诊，针对这次新冠疫情

做医学的交流，我们还有很多的会，

包括我们这次服贸会也是线上线下

相结合，在云端上开会既是一种时

尚，将来我觉得就是一种常态。

挑战应该说更严峻，保护主义

不断增强，高标准的国际规则正在

形成，我们面临的市场竞争更加激

烈。美国、欧盟、日本等发达国家为

保持数字经济的先发优势，加速构

建行业标准和贸易规则，为扩大本

国就业，在服务业岗位向外转移及

服务进口等方面都有严格的限制。

我刚才讲的发达国家和我们的竞

争，发展中国家，比如印度现在应该

说它已经具备规模、技术和人才优

势。另外，还有一些新的发展中国

家，菲律宾、越南、南非、墨西哥等

等，这些国家有人力资本的价格优

势，包括非洲，他有很好的英语母

语。另外，他也有非常廉价的人力成

本的优势，这都给我们造成一种竞

争。

保护主义只能愈演愈烈，疫情

之后一定会加速保护主义，我们讲

每一次危机，金融危机也好，还是全

球的公共危机也好，我们都在强调

合作，但是实际上都加剧了保护主

义，我觉得这是个共性特征。

其次，我们发展外包，服务外包

具有综合优势，包括这样几个方面：

第一，数字基础设施水平居世

界前列。我国已建成全球规模最大

的信息通信网络，4G基站数量占全

球 50%以上，已开通 5G基站 11.3

万个，到 2019年 6月份互联网普及

率达到 60%以上，光纤入户达到

90%，目前我们国际光缆已经通达

70个国家和地区，基本建成面向新

亚欧大陆桥、中亚、俄蒙、东南亚和

南亚等全球重点国家的信息高速通

道。这个实际上就为我们服务外包

发展提供了非常重要的技术支撑。

第二，知识型人才规模大、结构

丰富多元。这是我们一个很重要的

优势，2019 年我们毕业的大学生

834万，高校的总规模 3833万人，

居世界第一位。海外留学生的规模

365万，应该说这些群体构成了国

际化人才非常重要的资源。

第三，世界最大制造业的规模。

我们制造业占全球总产量超过

20%，越来越多的中间品、研发设计

在国内进行。知识密集型、资本密集

型的竞争优势也在明显地上升。所

以，我们非常重要的优势就是产业

链的完整，产业体系，就是制造业体

系的完备，这是非常重要的优势。

第四，数字经济规模居世界前

列。那么，预计到 2020年，我们传统

行业的数字化改造能够带来超过 4

万亿元的市场规模，到 2025年我们

将成为数据量最大的区域，数字经

济将来给我们服务外包带来非常重

要的市场。

三、“十四五”推动服务外包

转型升级思考

第三方面，谈一谈“十四五”推

动服务外包转型升级的主要思路。

（一）强化数字化引领、融合创

新，培育国际竞争新优势。这是我们

发展服务贸易、发展服务外包首先

要强调的创新引领、转型升级。服务

外包要转型升级，就必须要发展新

技术、新业态、新模式。

第一，要推动服务外包企业数

字化转型。我觉得在这方面，我们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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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非常大的优势，数字化转型升级

成为各国战略市场布局的重点。应

该说中国有世界的超大规模市场优

势。所以，在数字企业新技术数字化

运用的场景、数字技术应用场景方

面应该说是独具优势。所以，为什么

数字企业增长得很快，跟市场是非

常有关系的。

曾经跟华为的同志在一起讨

论，为什么我们和欧盟可以合作。

现在跟美国的关系，美国总是打压

华为。但是，华为很多技术现在在

跟欧盟合作，后来华为同事讲，欧

盟非常看重中国的市场，欧盟有很

多的新技术，但是它的市场非常狭

小，它没有办法转化，它只有在中

国这样的一个超大规模的市场才

可以转化。所以，这是我们非常重

要的流程，这就是说数字技术离不

开应用场景，它的应用场景就是在

垂直行业，在一些公共服务等等各

个领域。那么如果没有这些应用场

景，数字技术就没有意义，它就没

办法形成产业。所以，数字化转型

非常重要。要完善数字技术与产业

的融合渗透机制，培育一批信息技

术外包和制造业融合发展的示范

企业，形成以数据为核心、平台为

支撑、商产融合为主线的数字化、

网络化、智能化新模式，政府对企

业在数字领域的研发、人才、培训

应该给予大力支持，这个在“十四

五”的服务外包、服务贸易的规划

里都会体现出来，将来财政金融的

支持可能要更多的向服务外包这

样的企业来倾斜。

第二，依托数字技术，创新服

务外包交付服务模式。这个非常重

要，模式要创新。那么促进服务外

包与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区

块链等信息技术有机融合，大力拓

展 5G 技术在垂直行业的应用场

景，大力发展众包、云外包、平台分

包等新模式，推动工业互联网应

用，培育一批数字化制造外包平

台，发展服务型的制造新业态，要

提高 ITO企业的综合服务能力，支

持利用网络数字技术提供软件开

发、系统集成、运营维护、技术支

持、远程监测诊断等新的服务模

式；提升金融、供应链管理、人力资

源等数字化和平台化水平；扩大研

发、工业设计、咨询、检验检测等

KPO领域的规模，这是一个基本的

在产业上怎么样去升级。我觉得最

主要的一点，就是和各个垂直领域

要加速融合。

第三，加快发展数字贸易新业

态。依托服务贸易创新发展试点和

服务外包示范城市，建设一批数字

服务出口基地。积极扩大软件、社

交媒体、通信、云计算、大数据、人

工智能、区块链、卫星定位、搜索引

擎、物联网这样一些信息技术服务

的出口，在这方面我们增速还是比

较快的，云计算、大数据，还有区块

链，包括卫星定位，北斗卫星使“一

带一路”沿线出口速度大大地加

快。另外，增强数字内容服务，比如

说数字教育、数字医疗、数字金融、

数字娱乐、数字学习、数字媒体、数

字出版等等这样一些服务的出口

能力，我觉得这次疫情是一个非制

度性的设计，它实际上就把这些远

程的服务数字化。今天上午开座谈

会，有一个中医，也是我们南京的

一个中医药的企业，他就把中医药

的这些老中医的药方、诊断的方案

全部都数字化，在云上和世界各国

进行交流，这次服贸会效果非常

好。他说很多的企业来找他们，国

外企业也来找他们，我觉得这就是

疫情所给我们带来的一些新业态、

新模式的发展。另外，我们刚才讲

的远程医疗、远程教育、远程维修

这样的新业态，将来都会有一个非

常大的发展。这次疫情大家可以看

出来，所有的国家都在上网，都在

搞远程医疗，都在开网络视频会

议。

第四，促进服务外包与制造业

融合发展。鼓励服务外包向各行业

深度拓展，重塑价值链、产业链和

服务链，形成相互渗透、协同发展

的产业生态。那么要立足提升服务

业创新能力、服务型制造水平和全

球价值链分工层次，大力发展研

发、工业设计、咨询、检验检测、维

护维修、技术服务、商务服务、供应

链管理、人力资源培训、品牌营销

等生产性的服务外包，增强对制造

业的自主创新、品牌塑造、价值链

升级和境外投资等支撑作用，提升

产业的综合竞争力。我认为这一点

非常重要，就是要和制造业融合发

展。

实际上，上面讲的这些转型升

级之路，就是“十四五”时期服务外

包要通过哪些方面来进行转型升

级，服务外包的转型升级对我们服

务贸易的高质量发展，能起到非常

重要的隐性作用。我们要很好地发

挥，就是要拓展中西部地区发展空

间，完善区域市场的布局，因为，中

西部地区在服务贸易和服务外包

的发展上，是非常有潜力的，比货

物贸易要更有潜力。因为，它是通

过数字互联网来传输，就没有这种

口岸物流成本的劣势。另外，它有

成本的人力资源的优势。

还有一点，就是我们示范城市

要不断突围，现在我们有 31个，还

要不断地扩大，可能要让更多的有

条件能够发展服务外包的城市来

发挥引领作用，就是说我们要在东

中西部，尤其在中西部要更多增加

示范城市。▲

(本文全文转载《国际贸易论坛》

2020年第三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