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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减税降费政策效应加速显现—财政部有关负责人解读前三季度

财政收支情况 

       财政部18日公布了2018年前三季度财政收支情况。前三季度我国财政收入运行

有哪些突出特点？财政收入增速变化背后的主要原因是什么？财政支出如何体现积

极财政政策更加积极？ 

       在当日财政部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财政部有关负责人对这些热点问题作出回

应。        

       

 

 

 

 

 

 

       

        

        

       财政收入实现平稳较快增长 

  数据显示，前三季度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45831亿元，同比增长8.7%。全

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中的税收收入127486亿元，同比增长12.7%；非税收入18345

亿元，同比下降12.8%。 

  财政部国库司副司长杜强说，前三季度全国财政收入实现平稳较快增长，主要

是得到与经济运行密切相关的主要税种增收拉动。如，企业所得税、个人所得税同

比分别增长12.5%、21.1%，合计拉高全国财政收入增幅4个百分点。其中，工业、

商业、房地产业企业所得税分别增长21.4%、22.1%、17.6%，主要受相关企业效

益持续改善等带动。 

  与此同时，在税收收入较快增长的带动下，财政收入质量不断提高。1至9月，

全国税收收入占一般公共预算收入比重达到87.4%，比去年全年提高3.7个百分点。

杜强说，随着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深入推进，重点难点领域改革持续深化，积极财政

政策与稳健货币政策协同发力，全年主要经济指标有望较好完成，将为财政收入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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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提供有力支撑。但由于当前经济运行中的一些新情况新问题需要高度关注，后期

财政收入运行面临的不确定性增加，而减税降费政策还将继续拉低财政收入增幅，

预计全国财政收入能够实现年初预期目标，但后几个月增速可能有所下行。 

             

  

 

 

 

 

 

 

 

 

减税降费政策效应加速显现 

     虽然前三季度全国财政收入总体实现平稳较快增长，但稳中趋缓态势明显。9

月份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同比增幅降至2%，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中的税收收入

仅增长6%，均为今年以来增幅的最低水平。 

  对此，财政部税政司副巡视员袁海尧解释说，前三季度财政收入实现较快增长，

这主要是由于上半年增长较快带动。但进入下半年，随着减税降费政策的陆续落地，

其政策效应逐渐释放，税收收入增速放缓，财政收入增速则出现回落。 

     “减税降费具有多重效应，不仅仅只是为企业减负，同时还在扩大就业、促进经

济转型升级、培育新动能成长、促进扩大消费需求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短期看

减少了财政收入，长期看增强了经济创新力和竞争力。”袁海尧说。 

  他说，下一步，财政部将立足于支持实体经济发展，坚持放水养鱼，全面落实

已出台的减税降费政策。财政部正在抓紧研究更大规模的减税、更加明显的降费措

施，进一步降低企业成本，激发市场活力。      

 重点领域和环节得到较好保障 

   财政部预算司副司长郝磊说，今年以来，各级财政部门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

策并更加精准有效，切实加快预算执行进度，调整优化财政支出结构，加大对重点

领域和重点项目支持力度，推动经济社会平稳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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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大力减税降费的同时，财政支出保持较高强度，进度也总体加快。前三季度，全

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163289亿元，同比增长7.5%；支出进度达到77.8%，超过序

时进度。 

   

 

 

 

 

 

 

 

 

 

       与此同时，前三季度我国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得到较好保障。主要包括：积极

支持打好三大攻坚战，全国扶贫支出3153亿元，增长49.9%，污染防治、自然生态

保护支出分别增长20.1%、35.6%；落实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全国科学技术支出

5439亿元，增长16.7%；提高保障和改善民生水平，全国就业和社会保障、医疗卫

生支出分别增长9.3%、7.9%，其中，财政对基本养老保险基金、基本医疗保险基金

的补助支出分别增长11.9%、10.8%。         

   文章来源：新华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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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涉美贸易风险增加 出口应未雨绸缪 

       中国信保在报告中指出，2017年下半年以来全球国家风险水平有所上升，主要

表现在4个方面。一是政治风险持续上升，二是世界经济发展分化加剧，三是金融市

场风险有可能进一步累积，四是贸易摩擦可能长期化。报告建议，出口企业要积极

开拓多元市场，分散国别政策性风险. 

       近日，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发布的2018年《国家风险分析报告》（下称《风

险报告》）指出，当前单边主义、贸易保护主义、逆全球化思潮不断有新的表现，

对全球经济贸易构成严重威胁，建议出口企业加强海外市场风险防范，获取最新风

险信息，同时要积极开拓多元市场，分散国别政策性风险。据了解，这是中国信保

第14次向外发布《国家风险分析报告》。 

全球风险有所上升 

       2018年的《风险报告》分为上下两册。上册为《国家风险分析报告2018国家

风险评级、主权信用风险评级暨62个重点国家风险分析》，从“政治风险”“经济

风险”“营商环境风险”和“法律风险”四个维度深入分析国家风险，并详细阐述

了评级变动原因。下册为《国家风险分析报告2018—全球投资风险分析、行业风险

分析、全球企业破产风险分析》，从国别、行业、企业等多维度、多层次展示了中

国企业对外投资所面临的风险，并附以大量案例帮助读者了解相关风险，同时提供

了管控建议。 

     “总体来看，2017年下半年以来全球国家风险水平有所上升。主要表现在4个方

面。一是政治风险持续上升，二是世界经济发展分化加剧，三是金融市场风险有可

能进一步累积，四是贸易摩擦可能长期化。”中国信保副总经理郭新双解读《风险

报告》时说。 

       根据中国信保国家风险评级结果，2018年，国家风险水平变化不大、评级保持

稳定的国家有178个。评级调升的国家7个，包括朝鲜、韩国、泰国、希腊、葡萄牙、

哥伦比亚和吉布提，评级调升原因主要是部分地区地缘政治紧张局势有所缓解，部

分国家政局稳定性增强，不确定性下降。评级调降的国家有约旦、卡塔尔、土耳其

等7个，原因为部分海湾国家矛盾分歧扩大，国家风险管控效率可能降低等。 

       主权信用风险水平不变、评级保持稳定的国家有168个。调升了新加坡、阿尔

巴尼亚、黑山、俄罗斯、萨尔瓦多、帕劳6个国家的评级，土耳其、也门、厄瓜多尔

等7国被调降评级。从2018年国家风险和主权信用风险展望情况来看，国家风险展

望为“正面”的国家有13个，“负面”的13个，“稳定”的166个；主权信用风险

评级展望为“正面”的国家有25个，“负面”的23个，“稳定”的133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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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买方弃货增加 

       作为我国惟一的政策性保险公司，中国信保一直积极履行政策性职能，服务开

放型经济和实体经济发展。数据显示，截至2018年9月份，中国信保累计支持对外

贸易和投资3.5万亿美元，为数万家出口企业提供出口信用保险服务，累计向企业支

付赔款109.4亿美元，带动260家银行为出口企业融资超过3.2万亿元人民币。        

 

 

 

 

 

 

 

 

      

        

       据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测算，2017年出口信用保险拉动出口超过6000亿美元

，对GDP的贡献率达到4.9%，连续两年带动就业人数超过1500万人。由此来看，

中国信保的承保版图不失为外贸企业风险勘测的另一个视点。 

       中国信保认为，从其在不同地区的承保和理赔情况也可以窥见不同地区的主要

风险。例如，数据显示，前三季度，中国信保在欧洲地区承保金额为484亿美元，

同比增长10.5%。在一般贸易出口方面，个别国家经济增速下行，开始出现贸易欺

诈案件，识别难度较高。在海外工程承包和海外投资方面，个别国家强化外资收购

审查，可能拖累中国对欧盟的投资步伐。 

       中国信保今年前三季度在亚洲地区承保金额为1389.9亿美元，同比增长20.9%

。在一般贸易出口方面，2018年西亚地区主要产油国受油价企稳的影响，整体贸易

需求趋于稳定，承保规模小幅上升；中亚地区经济增速企稳，总体贸易与承保规模

较为稳定；东南亚地区承保规模稳定增长，区域平均报损保费比同比小幅下降；南

亚地区报损赔付主要集中在医药和化工行业。轻工和农产品(4.570, 0.06,1.33%)行

业业务风险有所升高。在海外工程承包和海外投资方面，部分亚洲国家政局变化使

得我国企业项目实施面临的政治风险有所升高，相关国家的政局与政策走向出现调

整，政治风险值得关注。 

       今年前三季度，中国信保在非洲地区承保金额为268.6亿美元，同比下降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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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随着中非合作论坛提出的“八大行动”逐步落实，中非经贸合作将进入一个

新阶段。 

       拉美地区的情况最为良好，今年前三季度，中国信保承保金额为230.4亿美元

，同比增长35.9%。在一般贸易出口方面，拉美整体经济企稳复苏使得信用限额申

请金额、承保金额均出现显著的恢复性增长，业务质量明显改善。 

       在北美地区，前三季度，中国信保承保金额425.6亿美元，同比增长7.0%。在

一般贸易出口方面，美国百货零售行业破产状况继续恶化，买方违约大幅增加，风

险指标同比上升。中美发生贸易摩擦以来，美国买方因无力缴纳本国进口关税而弃

货，或因成本上升导致下游销售不佳，进而恶意拖欠货款的情况有所增加。比如，

我国一家无人机出口企业遭遇美国买方拖欠货款，中国信保调查后发现，买方已于

2017年9月进入破产程序。2018年8月份，中国信保向这家企业支付了超过1000万

美元的赔款。数据显示，年初至今，在美国买方项下累计赔付案件近600宗，向客

户支付赔款1.1亿美元，同比增长9.9%和9.6%。 

     “在海外投资方面，美国实施《外国投资风险审查现代化法案》后，中国企业将

面临更广泛的投资审查、更长的审查周期与更为严格的申报制度。这将使中国企业

赴美投资面临更大的不确定性。”郭新双说。 

 

 

 

 

 

 

 

 

 

 

三招防范外贸风险 

       当前，单边主义、贸易保护主义、逆全球化思潮不断有新的表现，对全球经济

贸易构成了严重威胁。前不久，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介绍并解读《关于中美经贸摩

擦的事实与中方立场》白皮书新闻发布会上，商务部国际贸易谈判代表兼副部长傅

自应表示，面对进入新兴市场存在的相关风险问题，政府将按照国际通行规则，使

出口企业能够使用更多出口信用保险工具，有效降低企业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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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据了解，中国信保已于2003年、2013年先后成立了资信评估中心、国别风险

研究中心，其功能是为企业合理规避贸易投资风险提供技术和智力支持。中国信保

王廷科总经理则表示，将继续扩大出口信用保险对企业出口、对外工程承包、对外

直接投资的覆盖面，进一步扩大出口信用保险保单的融资便利，更好地为中国企业

“跨国出海”保驾护航。 

       针对当前海外市场风险态势，中国信保对出口企业提出了风险防范建议。一是

建议出口企业充分运用出口信用保险保障收汇安全，及时与中国信保各地营业机构

沟通联系，获取最新风险信息，共同梳理和排查业务风险。二是建议出口企业积极

开拓多元市场，分散国别政策性风险。审慎对待短期内新增大额订单以及中小买方

的需求；海外投资需更加重视尽职调查和风险评估，并通过投保海外投资保险等方

式加强风险防范。三是对于有对美业务需求的出口企业，若出口货物种类属于加征/

预征关税范围，建议出口企业在安排出运前，尽快与买方就货物是否仍继续出运、

加征关税的承担主体和具体方式等问题协商；在风险发生后，尽快委托中国信保追

偿。考虑到美国法律环境较为健全、诉讼效率较高，对于以加征关税为由恶意拖欠

货款的买方，建议出口企业加大追偿力度，必要时启动法律程序，切实维护自身合

法权益。 

文章来源：经济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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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保诺科技第一任中国总裁陈克勤博士成就2018诺贝尔化学奖        

 

 

 

 

 

 

 

 

 

       最近公布的2018年诺贝尔化学奖的获得者之一，Frances H. Arnold博士，因为

“酶的定向进化”获此殊荣，而这项科学发现的关键性文章，Proc.Natl.Acad.Sci. 

USA, Vol.90, pp5618-5622, June 1993, 第一作者正是Dr. Kevin Chen，陈克勤博

士，保诺科技的第一任中国总裁。 

     

 

 

 

 

       陈克勤博士于1990至1992年间在Frances H. Arnold（阿诺德）博士位于美国

加州理工学院的实验室做博士后。在此期间，他同阿诺德博士一起，从事酶的工程化

研究。 

       据这篇文章描述，首先，陈克勤博士以及其他实验室研究人员总结了利用位点专

一性突变来设计酶以提高酶的催化活力的问题和挑战。随后，他们改变策略，陈克勤

博士提出，由自上而下的位点突变设计，转向随机突变加连续增加筛选压力的定向进

化设计。 

       他们尝试修饰枯草杆菌蛋白酶（Subtilisin，一种分解其他蛋白质的酶）这样它

就能在二甲基甲酰胺（DMF）中起作用。首先，他们随机地在编码Subtilisin的基因

中引入各种突变，以产生数千种不同版本的基因；接下来，再将这些经过修饰的基因 

插入细菌中，以产生数千种经过修饰的枯草杆菌蛋白酶。然后，他们评估了哪些突变 

 

   企业快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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酶能够在DMF中分解酪蛋白（一种牛奶蛋白）。   

       经过这样的三轮随机突变和筛选之后，他们发现了一种含有10个氨基酸突变的

枯草杆菌蛋白酶变体，该变体在DMF中的催化分解作用是原来的酶的256倍。 

       自从取得这项突破以来，研究人员（包括阿诺德博士本人）已经普遍开始利用

这种“定向进化”方法来设计定制酶，以生产药物和生物燃料。 

       1997年，Dr. Kevin Chen归国，成为全球大型药企在中国开设的第一个研究中

心——诺和诺德中国研发中心的负责人。 

       2005年，他参与了保诺科技在中国的创建，为保诺科技迅速发展成为技术服务

一流的CRO奠定了扎实可靠的基础。 

       本年度化学诺奖的另一半获奖人是乔治·史密斯博士和格雷戈里·温特博士。史密

斯博士发明了噬菌体展示技术，而温特博士则利用噬菌体展示技术生产了新的药物

。这项技术随后被广泛用于抗体药物的筛选。保诺的Biologics部门将开展噬菌体抗

体展示库的构建工作，以更好地服务客户。 

 

 

 

 

 

 

       

 

 

        

 Reference: 

      Chen, Keqin, and Frances H. Arnold. “Tuning the Activity of an Enzyme 

for Unusual Environments: Sequential Random Mutagenesis of Subtilisin E 

for Catalysis in Dimethylformamide.” 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vol. 90, no. 12, 1993, pp. 5618–

5622. JSTOR, JSTOR, www.jstor.org/stable/2362449. 

文章来源：保诺科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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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南京富士通南大软件技术有限公司关于签署战略合作协议的公告       

       关于签署战略合作协议的公告 

       2018年9月3日，浙江世宝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浙江世宝”）与南京富士通

南大软件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富士通南大”）在杭州正式签署战略合作协议，

标志双方开启在汽车、智能设备相关领域合作的新篇章。 

     

 

 

 

 

        

 

 

 

       

 

       浙江世宝股份有限公司是一家充满创新活力的企业，三十年潜心耕耘汽车转向技

术，以提高汽车驾驶安全性和舒适性为使命，致力于为全球领先的汽车集团提供安全

、智能、节能、轻量化的汽车转向系统。公司于2012年在深交所A股上市，其战略目

标是为全球领先的汽车集团提供智能驾驶解决方案及产品。 

       南京富士通南大软件技术有限公司，是世界500强企业、国际著名的IT解决方案和

服务提供商日本富士通株式会社和中国著名大学南京大学于1999年在华合资组建成立

的系统和基础软件研发中心。富士通南大长年致力于操作系统、中间件、云计算的基

础软件研发，同时深耕汽车电子与车联网领域，为客户提供完整的系统软件开发及系

统集成解决方案。 

       高品质和高安全性是浙江世宝和富士通南大的共同追求。富士通南大已经为浙江

世宝成功导入富士通公司的ISO26262汽车功能安全管理解决方案SQTRACER，并将结

合SQTRACER在ISO26262汽车功能安全领域展开一系列技术合作。 双方将以本次战

略合作为契机，进一步发挥各自在软硬件领域的优势，加速高品质高安全性的产品的

研发，为彼此创造更大的商业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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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概要 

       双方的合作宗旨是通过双方的紧密合作，遵循ISO26262、ASPICE、

AUTOSAR等一系列汽车电子国际标准，以MBD技术为核心，高品质高效率地完成

汽车、智能设备等相关产品的软硬件设计研发，打造双赢、可持续发展的战略合作

伙伴关系。 

       双方相信，本次战略合作能够帮助双方进一步提升产品研发效率、降低研发成

本，以高品质高安全性的汽车电子及智能设备软件为核心，加速推出契合未来市场

需求的新型产品，为双方创造更大的商业价值。 

 

 

 

 

 

       

 

 

        

       富士通南大主要负责相关产品的基础软件及高附加值软件服务的设计与研发；

浙江世宝负责相关产品的硬件设计与研发以及整体市场开拓。 

文章来源：南京富士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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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北京海淀区成立百亿纾困基金 支持优质科技企业发展 

       记者10月18日从知情人士处独家获悉，在北京海淀发起设立规模达百亿纾困基

金的基础上，北京市政府有意再配1-2倍的资金给予支持。同时，北京市金融办和北

京证监局近期将会组织展开交流协调会，北京其他辖区有望复刻海淀模式。 

       据北京证监局官网16日消息，海淀区政府正依照“市场化原则为主、坚持一企

一策”的要求，对遇到困难的重点企业提供支持帮扶的情况，包括帮助海淀区股票

质押风险较高的上市公司化解风险；引导银行等金融机构在民营上市公司困难时期

给予更多的实质性资金融通支持；区属国资和东兴证券发起设立支持优质科技企业

发展基金，基金规模100亿元，首期20亿元已完成募资，通过受让不超过上市公司

总股本10%的股权，帮助民营科技上市公司化解股票质押风险等。 

     

 

 

 

 

 

 

 

   

       天眼查显示，北京海国东兴支持优质科技企业发展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

注册于2018年9月4日。LP（有限合伙）为北京中海长益投资管理中心（出资100万

元，占比0.05%。），GP（普通合伙）分别为东兴证券（出资10亿元，占比

49.98%）、北京市海淀区国有资本经营管理中心（出资6亿元，占比29.99%）、北

京海淀科技金融资本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出资3亿元，占比14.99%）、北京海

开房地产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出资1亿元，占比5%）。有券商人士告诉记者，市场

回调力度较大，迫使部分公司大股东的股权质押平仓风险增加，对企业、投资者、

质权人等相关方都或多或少带来负面冲击。一旦深圳、北京等地的“支持方案”顺

利实施，加上其他地方政府的跟进，有望给上市公司层面提供数千亿元的流动性支

持，有助于化解A股的局部质押风险。对企业、投资者、券商、银行来说，会是一

个多赢的局面。 

文章来源：中国证券报-中证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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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北京双创报告：中关村独角兽企业达70个 

       中关村企业法人中，“80”、“90”后创业者占比超过半数，创业者年轻化成

为趋势。北京市统计局昨天公布《2017年度北京市双创统计监测报告》，称2017

年北京市双创整体发展水平进一步提升。 

       数据显示，2017年，北京双创综合指数为111.4，较2016年提高11.4个点。其

中，双创资源指数达到121.2，在各项分指数中提升最快；双创成效指数为119.3，

提升幅度位居第二位；双创环境指数为103.5，双创活力指数为101.5。报告指出，

各项指数均较上年提高，表明北京市双创深入推进，水平持续提升。 

      北京晨报记者获悉，北京市统计局联合北京市科委研究建立了双创统计监测指

标体系，围绕双创环境、资源、活力、成效四个方面开展统计监测，以跟踪把握北

京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发展质量和水平。 

       双创资源 

       万人发明专利拥有量增23.2% 

       去年，北京市在资本、技术和人才等资源方面为创业者提供了更充分的条件。

报告称，2017年，北京的双创资源指数大幅提升，较2016年提高21.2个点。数据

显示，北京市双创资本市场活跃，2017年，天使投资和VC/PC投资额为4868亿元

，较上年增长95.2%。技术资源丰富，万人发明专利拥有量达94.5件，较上年增长

23.2%，技术市场合同成交总额4485.3亿元，占全国的33.4%，比重较上年提高

13.8个百分点。万名研发人员技术合同成交额112.9亿元，较上年增长6.8%。中小

微企业融资条件更加宽松，2017年中小微企业贷款余额占各项贷款余额的比例达到

41%，较上年提高2.2个百分点。 

       双创活力 

     “80”“90”后占比超半数 

       2017年，北京市双创活力指数为101.5，较上年提高1.5个点。据36氪大数据分

析显示，2017年12月最后一周，北京市创新创业指数为686，较上年同期提高9.6

个点，指数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在创业企业、融资、就业、技术成果、服务平台、

政府基金等方面均居全国首位。 

       2017年，众创空间在孵初创企业和团队来源呈多元化，其中大学生创业、留学

归国创业、科技人员创业、大企业高管离职创业、连续创业项目占在孵项目的

87.7%。中关村作为北京市乃至全国创新创业活动的核心领域之一，双创活力不断

迸发。中关村企业法人中“80”“90”后创业者占比超过半数，创业者年轻化成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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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趋势。中关村规模以下企业中开展科技活动的比例达到53%，比重较上年提高9.3

个百分点。 

       双创服务 

      “硬科技”项目4500余项 

       报告显示，北京市双创服务规模不断扩大、服务能力持续增强。2017年，双创

服务机构超过400家，其中，科技企业孵化器150余家，大学科技园30家，众创空

间近300家，服务企业和团队共计7.47万家。2017年，科技企业孵化器承担国家级

科技计划项目1069项。众创空间开展创新创业活动10770场次，当年享受服务的初

创企业达3.1万家。 

       2017年，北京市双创服务更加偏重“硬科技”，主要聚焦智能装备、新一代信

息技术、新材料和生物医药等“高精尖”领域，双创服务平台孵化服务“硬科技”

项目4500余项。 

       双创成效 

       中关村独角兽企业达70个 

       报告显示，2017年，北京市双创成效指数为119.3，较上年提高19.3个点。从

双创成效看，科技型小微企业创新能力增强，经济发展新动能培育壮大。2017年全

市小微企业专利申请量1.7万件，较上年增长18.4%。北京市新经济实现增加值

9085.6亿元，按现价计算较上年增长9.8%，占全市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为32.4%。 

中关村示范区先行先试、深化改革释放强大动能。中关村国家自主示范区高新技术

企业利润增长15.8%。中关村独角兽企业达到70个，较上年增长7.7%。双创发展为

北京市“高精尖”产业培育、提高产业技术创新能力不断积蓄能量。 

文章来源：北京晨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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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第九届中国国际服务外包交易博览会对日服务外包专题研讨会

于杭州顺利召开 

       2018年9月27日第九届中国国际服务外包交易博览会对日服务外包专题研讨会

于杭州顺利召开。 

 

 

 

 

 

 

 

        

 

       论坛中，中科创达智能系统日本部事业部总经理袁程就嵌入式AI的发展进行了

介绍，分享了以嵌入式AI在中科创达的应用及落地情况；谐云科技副总裁苌程提出

微服务的重要性，认为微服务是适合支撑企业业务的中台，同时也介绍了容器技术

在企业开发、运维以及上线场景中的运用方式；杭州拾贝执行总裁孙长江介绍了知

识产权在软件服务外包领域的运用，同时从BT的保护功能、认证、BT的智能合约、

知识产权注册的服务四个方面介绍了BT在知识产权中的应用。 

       对话环节中，新思软件执行总裁朱士乾、讯和创新总经理高瑞东，西安润和软

件总经理戴骏，中科创达日本部事业部总经理袁程就对日软件外包企业的发展模式

和发展方向进行了深刻的探讨。主要围绕典型对日软件外包企业的发展历程和发展

中遇到的挑战进行了分享。 

       此次会议使参会人员对于软件外包企业在新技术上的运用有了更深的了解，并

对其发展现状有了更加直观的认识，加深了彼此之间的交流，从而更有益于在新形

势下更好地发展对日软件服务外包。 

文章来源：服务外包协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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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第八届北京服务外包企业摄影大赛评选结果 

尊敬的各位会员企业： 

       大家满心期待的摄影大赛经过专家的认真评审，获奖的花名册终于揭晓了。本

次大赛共收到535张照片，竞争非常激烈。大赛评选出金奖1名、银奖3名、铜奖6名

，佳作奖18名。现将评选结果公布如下(排名不分先后）： 

金奖：   《侣徒》                            保诺科技（北京）有限公司                 李   栋  

银奖：   《曲线美-喀拉峻人体山》   北京中软国际科技服务有限公司          蔡   静  

             《走在云端》                      瞬联软件科技（北京）有限公司          梁   宇 

             《母子情深》                      北京服务外包企业协会                       钟明博 

铜奖：   《卓尔山》                         奥博杰天软件（北京）有限公司          李   超    

             《宁静》                             北京瑞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邓韵诗 

             《鹅》                                同方鼎欣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胡光超 

             《夕阳下的都江堰》            纬创软件（北京）有限公司                 梁碧莉 

             《屏东乡村》                      纬创软件（北京）有限公司                 刘裴国  

             《平镜》                             北京服务外包企业协会                        曲玲年     

 

佳作奖：《炼化之心》            北京佳讯飞鸿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高   健 

             《远方》            保诺科技（北京）有限公司                 李   栋 

             《无题》                             北京瑞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强   珂 

             《暮色起程》                      北京盛安德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杜克阳 

             《红衣少女》                      北京智明创发软件有限公司    杨   怡  

             《夜空中最亮的星》            路通世纪（中国）科技有限公司           朱   珺 

             《冬雪》                             博彦科技股份有限公         夏继鸿 

             《牛奶皇冠》                      博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张宇尉 

             《耶稣的光》            软通动力信息技术（集团）有限公司    邱   凯 

             《瑶台夕照》                      软通动力信息技术（集团）有限公司    王建邦 

             《黄石的清晨》            同方威视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王小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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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雪夜》                 文思海辉技术有限公司                   华丽燕 

《追寻的落日》              中科创达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赵丹青 

《狮子座的晚霞》           中科创达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郑宇航 

《观荷 》                        北京利达智通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张亦隆 

《等待》                         讯和创新科技（北京）有限公司                      贾   烜 

《似火》                         日立解决方案（中国）有限公司                      张隽婷 

《西班牙-蒙塞拉山》      北京新聚思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张洪渝 

 

 

优秀组织奖： 

                                      中科创达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软通动力信息技术（集团）有限公司                         

 

        以上获奖作品我们将挑选13张刊载在2019年北京服务外包企业协会的台历上

，敬请期待，谢谢。              

文章来源：服务外包协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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