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郑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厅文件

郑政办 〔2020〕58号

郑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厅

关于印发郑州市进一步加快服务外包

发展政策措施的通知

各开发区管委会,各区县 (市)人民政府,市人民政府各部门,

各有关单位:

《郑州市进一步加快服务外包发展政策措施》已经市政府研

究同意,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

2020年12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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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州市进一步加快服务外包发展政策措施

为贯彻落实商务部等8部门 《关于推动服务外包加快转型升

级的指导意见》 (商服贸发 〔2020〕12号)、省商务厅等8部门

《关于推动服务外包加快转型升级的通知》(豫商服贸 〔2020〕5

号)和 《郑州市人民政府关于促进服务外包产业快速发展的实施

意见》(郑政 〔2017〕29号)精神,全面提升中国服务外包示范

城市建设水平,现就进一步加快我市服务外包产业发展,提出如

下政策措施:

一、服务外包业务范围

本政策所指的服务外包业务范围按照商务部、财政部、海关

总署2019年1月10日联合印发的 《服务外包产业重点发展领域

指导目录 (2018年版)》执行。企业承接服务外包合同执行额依

据企业在商务部 “服务外包业务管理和统计系统”当年填报情

况,经专家组评审、第三方财务审计等程序综合确定。

二、项目申报资格

在郑州市行政区域内依法设立的独立法人企业或在郑纳税的

法人企业分支机构,产权清晰,依法经营,依法纳税,具备健全

的财务管理制度,财务管理规范。企业在商务部 “服务外包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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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和统计系统”中注册并及时填报服务外包合同签约及执行等

相关业务信息。

三、支持方向和标准

(一)鼓励企业扩大服务外包业务规模

自2020年开始,对比上年度,对业务增量部分 (离岸业务

合同执行额折合为人民币计算,人民币汇率以业务执行年度中间

价为准,新增企业首年计算纯增量)给予3%的奖励,单个企业

年度奖励金额最高200万元。

(二)鼓励企业开展国际服务外包业务

对年度离岸服务外包业务超过100万美元的企业,按合同执

行额 (以美元计算)10%的比例给予奖励,单个企业年度奖励金

额最高200万元。

(三)提升服务外包企业创新发展能力

对连续两年取得新的发明专利、软件著作权或研发投入持续

两年保持增长的企业,按照其年度获得服务外包业务奖励金额

(增量奖励和离岸业务奖励合计)的15%给予奖励。

(四)推动技术先进型服务企业认定

对新获得技术先进型服务企业资格的企业,一次性给予10

万元资金奖励。

(五)支持服务外包企业开拓市场

企业参加商务部门指定的境内外服务外包或服务贸易专业展

会、招商引资、经贸交流等活动,给予最高70%的费用补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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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注册费、展位费、布展费、特装费、宣传推广费等)。其

中,参加境内活动的,每场最高补贴2万元,全年最高20万元;

参加境外活动的,每场最高补贴5万元,全年最高30万元。

(六)引导企业开展服务外包资质认证

支持企业申请开发能力成熟度模型集成 (CMMI)、信息技

术服务标准服务管理 (ITSS)、人力资源成熟度模型 (PCMM)、

服务提供商环境安全性 (SAS70)、信息安全服务 (CCRC)等

服务外包相关行业资质。对企业新获得资质的认证费用或已获得

资质的维护费用给予70%补贴。每个企业每年支持项目最多3

个,每个项目补贴金额最高30万元。

(七)支持服务外包人才培训和就业

1.鼓励政府购买服务开展业务培训。对相关培训机构开展

的服务贸易和服务外包业务培训项目,采用政府购买服务的方式

予以支持。

2.鼓励培训机构开展专业人才培训。对已获得认定的本市

服务外包培训机构,每培训1名服务外包业务人才 (大专以上学

历),通过服务外包专业知识和技能培训考核,并与服务外包企

业 (单位)签订1年以上 《劳动合同》,给予培训机构每人最高

500元的定额培训支持。

3.鼓励企业开展中、高级专业人才培训。对服务贸易或服

务外包企业 (单位)开展与涉外业务相关的中、高级专业人才

(本科以上学历、项目经理以上职位)的业务培训 (不包括学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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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给予相关培训费用最高50%的补贴,每人每年的培训费

用补贴额度最高3万元,每个企业 (单位)每年可获补贴人数最

多20人。

4.鼓励建立服务外包培训基地和实训基地。对与相关高校

签订两年以上实习生实训协议,且每年接受服务外包实习生20

名以上的服务外包企业 (单位),每接受一名应届毕业学生 (大

专以上学历、实习期3个月以上、在职并连续交纳社保不低于6

个月),给予5000元的补贴,补贴总额最高为50万元。

(八)支持服务外包示范园区建设

1.实施服务外包示范园区认定工作。对新通过认定并由企

业统一管理和运营的市级或市级以上服务外包示范园区,给予一

次性奖励20万元。

2.鼓励园区引进重点企业和项目。对市级及市级以上服务

外包示范园区引进世界500强、国内500强、国际外包专业协会

(IAOP)全球外包100强、中国服务外包十大领军企业,上述企

业或项目入园正常运营一年以上的,给予园区管理和运营企业

10—30万元资金奖励;引进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服务业项目,

吸引外商投资金额每1000万美元,给予10万元奖励,每个园区

最高奖励30万元。

3.鼓励企业在园区内长期集聚发展。在市级及市级以上服

务外包重点园区入驻三年以上、合同执行额超过500万元的服务

外包企业,对其租赁的办公用房给予30%的租金补贴,补贴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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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最多3年,补贴面积最多1000平方米。

(九)支持服务外包公共服务平台建设

支持企业建设服务外包公共技术、信息、培训服务平台,对

平台建设所需信息化硬件设备、相关配套设施和商品化正版软件

购置费用给予30%的资金补贴,单个平台补贴金额最高200万

元。

四、政策实施有关规定和说明

(一)实施细则

本政策涉及的奖补支持资金实施细则,由市商务局会同市财

政局另行制定,以市商务局解释为准。

(二)完善措施

本政策自发布之日起执行。实施期内可根据国家、省、市新

出台的产业规划和发展政策进行修订和完善,新政策出台后原政

策自动废止。市商务局可根据国家新发布的服务外包产业重点发

展领域指导目录适时调整支持目录。

(三)其他事项

本政策实施过程中若与我市其他政策交叉或重叠,由申报企

业自行选择,不得重复申报。单个企业获得年度服务外包政策支

持资金总额最高500万元。

附件:服务外包产业重点发展领域指导目录 (2018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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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件

服务外包产业重点发展领域指导目录

(2018年版)

本目录共涉及23个重点发展领域。其中,8个领域属于信

息技术外包 (ITO)范畴,6个领域属于业务流程外包 (BPO)

范畴,9个领域属于知识流程外包 (KPO)范畴。

一、软件研发服务

定义和范围:软件研发服务是指根据客户需求研发软件系统

或软件产品,并提供需求分析、软件咨询、设计开发、维护和培

训等相关服务。软件研发服务属于信息技术外包 (ITO)。

主要业务类型:主要包括定制软件研发、嵌入式软件研发、

套装软件研发、系统软件研发、软件咨询、软件维护、软件培

训、软件测试等8个业务类型。

主要应用领域:重点应用于金融业,制造业,信息传输、软

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批发和零售

业,卫生和社会工作,教育,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采矿业,

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文化、体育和娱乐业,建

筑业,住宿和餐饮业,房地产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公共管

理、社会保障和社会组织,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业,水

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等18个国民经济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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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集成电路和电子电路设计服务

定义和范围:集成电路和电子电路设计服务是指集成电路产

品和电子电路产品的设计及相关技术支持服务。集成电路和电子

电路设计服务属于信息技术外包 (ITO)。

主要业务类型:主要包括集成电路产品设计及相关技术支持

服务、电子电路产品设计及相关技术支持服务2个业务类型。

主要应用领域:重点应用于制造业,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

技术服务业2个国民经济行业。

三、电子商务平台服务

定义和范围:电子商务平台服务是指为客户搭建电子商务平

台 (包括众包平台)并提供相关技术支持,包括电子商务平台的

规划、开发、测试、维护及运营服务。电子商务平台服务属于信

息技术外包 (ITO)。

主要业务类型:主要包括电子商务平台开发、电子商务平台

代运维2个业务类型。

主要应用领域:重点应用于制造业,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

技术服务业,批发和零售业,农、林、牧、渔业,租赁和商务服

务业,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等6个国民经济行业。

四、信息技术解决方案服务

定义和范围:信息技术解决方案服务是指为客户提供信息技

术相关咨询及整套专业解决方案服务,特别为满足客户对信息技

术的需求,为其提供包含从方案咨询、设计、执行、测试、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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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整套业务流程内容。信息技术解决方案服务属于信息技术外包

(ITO)。

主要业务类型:主要包括信息技术战略咨询、设备软件分析

优化咨询、信息化解决方案等3个业务类型。

主要应用领域:重点应用于金融业,制造业,信息传输、软

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批发和零售

业,卫生和社会工作,教育,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采矿业,

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文化、体育和娱乐业,建

筑业,住宿和餐饮业,房地产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公共管

理、社会保障和社会组织,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业,水

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等18个国民经济行业。

五、信息技术运营和维护服务

定义和范围:信息技术运营和维护服务是指为客户提供信息

技术基础设施、基础信息技术和信息系统等运行实施和管理维护

的服务。信息技术运营和维护服务属于信息技术外包 (ITO)。

主要业务类型:主要包括信息技术基础设施管理、托管服

务、数字内容服务、桌面管理与维护、信息系统应用服务等5个

业务类型。

主要应用领域:重点应用于金融业,制造业,信息传输、软

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批发和零售

业,卫生和社会工作,教育,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采矿业,

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文化、体育和娱乐业,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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筑业,住宿和餐饮业,房地产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公共管

理、社会保障和社会组织,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业,水

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等18个国民经济行业。

六、网络与信息安全服务

定义和范围:网络与信息安全服务是指服务提供商为政府、

企业等机构客户的信息基础设施、业务系统、应用系统等提供网

络与信息安全管理、运行、咨询与技术支持等服务。网络与信息

安全服务属于信息技术外包 (ITO)。

主要业务类型:主要包括网络与信息安全咨询、风险评估、

安全集成、安全运维、应急处理、灾难恢复、安全培训、安全测

评、安全监理和安全审计等10个业务类型。

主要应用领域:重点应用在金融业,电力、热力、燃气及水

生产和供应业,公共管理、社会保障和社会组织,信息传输、软

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制造业等6个国民经济行业。

七、云计算服务

定义和范围:云计算服务是将大量用网络连接的计算资源统

一管理和调度,构成计算资源池向用户提供按需服务,包括提供

云主机、云空间、云开发、云测试和综合类服务产品,用户通过

网络以按需、易扩展的方式获得所需资源,和服务。随着云计算

应用的加快发展,基于云计算等新一代信息技术的专业服务提供

商将为客户提供公有云、私有云和混合云等服务。云计算服务属

于信息技术外包 (I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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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业务类型:主要包括软件即服务 (Software-as-a-

Service,SaaS)、平 台 即 服 务 (Platform-as-a-Service,

PaaS)以及基础设施即服务 (Infrastructure-as-a-Service,

IaaS)等3个业务类型。

主要应用领域:重点应用于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

业,制造业,金融业,批发和零售业,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

等5个国民经济行业。

八、人工智能服务

定义和范围:人工智能服务是指利用机器人、语言识别、图

像识别、人脸识别、自然语言处理、视频分析、无人驾驶、专家

系统等各类应用技术为传统企业提供人工智能、机器学习等技术

咨询及整套专业解决方案服务。人工智能服务属于信息技术外包

(ITO)。

主要业务类型:主要包括智能语音服务、自动识别服务、人

工智能引擎平台服务、制造流程智能化服务、智能交通服务、智

能安防服务、智能环卫服务、智能家居服务、多种人工智能技术

融合服务等业务类型。

主要应用领域:重点应用于金融业,制造业,信息传输、软

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批发和零售

业,卫生和社会工作,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采矿业,电力、

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文化、体育和娱乐业,建筑业,

住宿和餐饮业,房地产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公共管理、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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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障和社会组织,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业,水利、环境和

公共设施管理业等17个国民经济行业。

九、内部管理服务

定义和范围:内部管理服务是指提供企业内部管理环节 (价

值链辅链环节)的外包服务,含流程设计及相关服务。内部管理

服务属于业务流程外包 (BPO)。

主要业务类型:主要包括人力资源管理服务、财务与会计管

理、法律流程服务等3个业务类型。

主要应用领域:重点应用于金融业,制造业,信息传输、软

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批发和零售

业,卫生和社会工作,教育,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采矿业,

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文化、体育和娱乐业,建

筑业,住宿和餐饮业,房地产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农、林、

牧、渔业,公共管理、社会保障和社会组织,居民服务、修理和

其他服务业,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国际组织等20个

国民经济行业。

十、互联网营销推广服务

定义和范围:互联网营销推广服务是指借助互联网、移动互

联网平台为客户优化营销推广渠道,从而辅助客户实现营销目

标,包括营销方案设计、互联网媒体筛选、传播内容策划及效果

监测等,但不包括电子商务平台的开发建设运营、产品的授权销

售、数字内容等服务。互联网营销推广服务属于业务流程外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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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PO)。

主要业务类型:主要包括互联网营销方案设计、传播内容策

划及效果监测、互联网媒体等3个业务类型。

主要应用领域:重点应用于金融业,制造业,信息传输、软

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批发和零售业

等5个国民经济行业。

十一、呼叫中心服务

定义和范围:呼叫中心服务是指将通信、金融、先进制造

业、互联网等产业的语音、在线等客户服务业务,以外包的形式

交付给市场化的企业运营管理,与发包方一起对用户服务资源统

一管理和调度,构成一个包括服务、营销、咨询等一体化的语

音、在线等全媒体服务形式,向用户提供全方位的按需服务。呼

叫中心服务属于业务流程外包 (BPO)。

主要业务类型:主要包括语音服务、在线服务、智能客服等

3个业务类型。

主要应用领域:重点应用在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

业,制造业,金融业,批发和零售业,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

业,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住宿和餐饮业,居民

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业等8个国民经济行业。

十二、供应链管理服务

定义和范围:供应链管理服务是指为客户提供供应链方案设

计与物流方案设计服务,包括对整个供应链系统进行计划、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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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操作、控制和优化的各种服务。供应链管理服务属于业务流

程外包 (BPO)。

主要业务类型:主要包括供应链方案设计与物流方案设计服

务2个业务类型。

主要应用领域:重点应用于制造业,批发和零售业,交通运

输、仓储和邮政业,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公共

管理、社会保障和社会组织等5个国民经济行业。

十三、金融后台服务

定义和范围:金融后台服务是指金融机构将与直接经营活动

相对分离,并为前台业务提供支撑的功能模块和服务业务。金融

后台服务属于业务流程外包 (BPO)。

主要业务类型:主要包括清算服务、银行卡服务、档案管理

服务、客户服务、定损理赔服务等5个业务类型。

主要应用领域:重点应用于金融业。

十四、维修维护服务

定义和范围:维修维护服务指服务提供商为客户提供轮船、

飞机、高铁、工程机械、医疗设备等专用设备的维修、保养和改

造服务,以保障设备的正常运转和使用,提升设备价值和用户体

验。但不包括手机等消费产品的维修服务。维修维护服务属于业

务流程外包 (BPO)。

主要业务类型:主要包括交通工具维修维护服务、工程机械

维修维护服务、医疗设备维修维护服务等3个业务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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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应用领域:重点面向制造业,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

业,卫生和社会工作,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采矿业,电力、

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等6个国民经济行业。

十五、大数据服务

定义和范围:大数据服务是指借助大数据技术,为客户提供

数据采集、录入、存储、检索、加工、变换、分析、挖掘等服

务,包括利用现代统计分析方法,了解客户业务发展过去、现状

及存在的问题,为客户营销做关键支撑的数据分析服务;提供对

商业数据库的大量业务数据进行抽取、转换、分析和其他模型化

处理,从中提取关键性数据,为客户商业决策提供支持的数据挖

掘服务。大数据服务属于知识流程外包 (KPO)。

主要业务类型:主要包括数据采集与录入、数据存储及检

索、数据分析、数据挖掘4个业务类型。

主要应用领域:重点应用于制造业,电力、热力、燃气及水

生产和供应业,批发和零售业,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金融

业,公共管理、社会保障和社会组织,卫生和社会工作等7个国

民经济行业。

十六、管理咨询服务

定义和范围:管理咨询服务是指运用现代化的手段和科学方

法,通过对企业的诊断、培训、方案规划、系统设计与辅导,从

集团企业的管理到局部系统的建立,从战略层面的确立到行为方

案的设计,对企业生产经营全过程实施动态分析,协助其建立现

—51—



代管理系统,提出行动建议,并协助执行以达到提高企业经济效

益的一种业务活动。管理咨询服务属于知识流程外包 (KPO)。

主要业务类型:主要包括战略咨询服务、业务咨询服务和综

合解决方案服务等3个业务类型。

主要应用领域:重点应用于制造业,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

技术服务业,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批发和零售业,电力、

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文化、体育和娱乐业,建筑业,

住宿和餐饮业,房地产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农、林、牧、渔

业等11个国民经济行业。

十七、检验检测服务

定义和范围:检验检测服务是指为满足客户内部对采购物

品、生产产品检测的需求而提供的专业服务,以及满足医疗机构

诊断需要的第三方检测服务,不包括法律法规规定强制检测的服

务。检验检测服务属于知识流程外包 (KPO)。

主要业务类型:主要包括第三方医学检验检测服务、第三方

食品检验检测服务、第三方消费用品检验检测服务、第三方工业

产品检验检测服务等4个业务类型。

主要应用领域:重点应用于制造业,卫生和社会工作,电

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农、林、牧、渔业等4个国

民经济行业。

十八、工业设计服务

定义和范围:工业设计服务是指提供专业的工业产品设计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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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解决方案服务,或产品策划、外观造型设计及产品包装、产品

展示等某一业务流程的服务。工业设计服务属于知识流程外包

(KPO)。

主要业务类型:主要包括外观设计、结构设计、试验认证、

环境设计、工业生产线设计等5个业务类型。

主要应用领域:重点应用于制造业,批发和零售业,交通运

输、仓储和邮政业,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建筑业

等5个国民经济行业。

十九、工程技术服务

定义和范围:工程技术服务是指为工程项目建设提供相应技

术依据的设计方案,如项目规划、总体设计,以及工程建设项目

决策和管理提供咨询等服务,不包括具体的施工活动及工程管

理。工程技术服务属于知识流程外包 (KPO)。

主要业务类型:主要包括工程咨询、规划设计2个业务类

型。

主要应用领域:重点面向制造业,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

产和供应业,建筑业,房地产业,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等5

个国民经济行业。

二十、服务设计服务

定义和范围:服务设计服务是以用户为中心、协同多方利益

相关者,通过人员、环境、设施、信息等要素创新的综合集成,

实现服务提供、流程、触点的系统创新,从而提升服务体验、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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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和 价 值 的 设 计 活 动。服 务 设 计 服 务 属 于 知 识 流 程 外 包

(KPO)。

主要业务类型:主要包括服务模式设计、商业模式设计2个

业务类型。

主要应用领域:重点面向批发和零售业,文化、体育和娱乐

业,住宿和餐饮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等4个国民经济行业。

二十一、文化创意服务

定义和范围:文化创意服务是以文化领域创造力为核心的业

务活动,通过技术、创意和产业化的方式开发、营销知识产权的

业务,主要包括广播影视、动漫、音像、传媒、视觉艺术、表演

艺术等方面的创意服务。文化创意服务属于知识流 程 外 包

(KPO)。

主要业务类型:主要包括动漫及网游设计服务、影视文化创

意服务、广告设计服务等3个业务类型。

主要应用领域:重点应用于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

业,制造业,文化、体育和娱乐业,批发和零售业等4个国民经

济行业。

二十二、医药和生物技术研发服务

定义和范围:医药和生物技术研发服务是指为制药企业、医

疗器械厂商、医疗机构等提供的医药、医疗器械研发及生物技术

服务。医药和生物技术研发服务属于知识流程外包 (KPO)。

主要业务类型:主要包括药物产品开发、临床前试验及临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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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验、药物注册、国际认证及产品上市许可服务、产业化技术咨

询服务等5个业务类型。

主要应用领域:重点面向制造业,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

卫生和社会工作,农、林、牧、渔业等4个国民经济行业。

二十三、新能源技术研发服务

定义和范围:新能源技术研发服务是指为核电、太阳能、风

电、生物质能、储能和智能电网等新能源用户提供面向行业的技

术研发等专业解决方案,包括方案设计、产品研发、执行、测试

和运营维护等服务。新能源技术研发服务属于知识流程外包

(KPO)。

主要业务类型:主要包括设备制造技术研发、产品应用技术

研发2个业务类型。

主要应用领域:重点应用电力、热力、燃气和水生产和供应

业,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制造业,科学研究与技

术服务业等4个国民经济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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