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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在不到10年的时间里，保加利亚成为全球领先的外
包和“近岸外包”	目的地。（近岸外包意味把商业
流程发包给邻近国家的公司）

	 过去10年中，“商业过程外包部门雇用员工数增长从0到15	000名。

	 	保加利亚提供服务给西欧、北美和亚洲客户，其中大部分属于世界上
最强的公司。

	 经营商业流程外包业务的公司目前提供25多语种的服务。

“在这方面，保加利亚和罗马尼亚在欧洲一直处于领先的位置	，
保加利亚排名第17位，罗马尼亚排在第25位。虽然都是欧盟成员
国，但与其套盟成员国相比这两个国家提供允许维持更低的生产和
运输成本的条件。这（其实）使这两个国家成为欧洲新的‘外包之
星’。”

引自：Shifting	Geography	of	Offshoring,	A.T.Kearney	Global	
Services	Location	Index	TM,	2009

根据英国国家外包协会的年度报告，因为保加利亚的制药业具有的
吸引力，今年保加利亚又一次在离岸行业和外包行业占据领先地
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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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拥有懂得各种科技知识并熟练使用不
同外语的高素质劳动力……

保加利亚为其外语高中学校而感到骄傲。他们的学生
经过一年紧张的外语学习之后用外语来学主要的科
目。

引言

“如果你需要优秀的数学家，就到保加利亚去找吧！”

William	Fitzsimmons,	Dean	of	Admissions	&	Finan-
cial	Aid,	Harvard	College	

“由于保加利亚拥有数多的受过高等教育、掌握多种语言
的职员，她一定会继续发展其商业流程外包业务。”

Datamonitor	

“IBM把索非亚看为战略要地。年轻训练有素的职员允许
创新成果的应用，和IBM全球物流中心应用的最好的解决
方案的建立”

Joseph	Lazarus	General	manager,	IBM	GDC	Bulgar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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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除了索非亚（和其他如普罗夫迪夫、瓦尔纳、布

尔加斯这样的大城市）之外，大特尔诺夫市、布

拉戈耶夫格勒和鲁塞市也有很好的大学课程以及

外包业务发展潜力。

	 	保加利亚每年有近6万名大学毕业生，其中50%学

过符合商业流程外包行业要求的专业。

	 	保加利亚有近8万名到国外的留学生。他们是保

加利亚外包公司工作人员的主要来源。

	 	保加利亚经商费用为东南欧最低，平均工资为

327欧元/月，办公场地平方米的租金为9-19欧

元/月。根据预计劳动力成本和办公场地租金成

本在中期内将继续保持较低的水平。

保加利亚外包业务具有显著的还未开发的发展潜
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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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加利亚概况

保加利亚战略性位置允许十分便利的国外市场准入：
	 	东南欧市场——	潜力巨大，总人口1.22亿;
	 欧盟市场——保加利亚提供最低的入市费用，市场估价为8亿欧元;
	 俄罗斯/独联体市场、中东地区市场，北非市场;

保加利亚政治和宏观经济稳定，采取一系列激励经商措施:
	 	稳定的议会民主制度——保加利亚为欧盟、北约和世界贸易组织的成员

国；		
	 在货币发行局条款限制下，保加利亚货币与欧元挂钩；
	 	保加利亚是欧盟税率最低的国家和劳动成本最低的国家之一，拥有一系列

针对投资者的特殊措施；
	 	保加利亚应用货币发行局制度与联系汇率制度，其国家货币与欧元挂钩。					

欧盟资助——在未来几年中保加利亚将获得一百多亿欧元的欧洲基金资
助；

保加利亚具有战略性的地理位置，其政治情况
稳定，商业费用较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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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加利亚概况

保加利亚：综合统计

人口：																				 740万

劳动力： 340万

城市人口： 73%

首都： 索非亚

时区： 余氏（UTC	+2）

夏令时间: EEST	(UTC+3)

地区面积： 110,879平方公里

土地面积： 108,489平方公里

水域面积： 2,390平方公里

气候： 温和

语言：

保加利亚语（官方语言） 85.2%

土耳其语 9.1%

罗姆语 4.2%

英语，德语，俄语，法语：广泛 使用

宗教：

东正教 76%

穆斯林 10%

其他 14%

货币： 保加利亚列弗

固定汇率： 1欧元	=1.95583列弗

企业所得税： 10%

个人所得税： 10%

增值税（标准）：																				 20%

政府： 议会民主制度

最高立法权： 240个席位，一院制的国民议会

行政权： 以总理为首的部长会议

自2007年，欧盟成员国
自2004年，北约成员国

自1996年，世贸组织成员。

资料来源：保加利亚国家银行，国家统计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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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加利亚概况

保加利亚，罗马尼亚，	波兰	和欧
盟27国	-	政府债务和赤字	
(国内生产总值		的	百分比)-	
2011年

保加利亚的宏观经济指标非常好

债务

	赤字	

保加利亚 罗马尼亚 波兰	 欧盟27国		

	 2000-2008年期间，保加利亚的经济稳步增长6％以上

	 	2011年经济趋于稳定，实际国内生产总值增长1,8，预计2012年将增加0,8％

	 	2012年保加利亚财政预算案赤字为-0,5％，是欧洲国家中最低之一

	 	保加利亚的债务只占国内生产总值的18,9％，在欧盟国家中排第二位

	 	自1997年，货币局制度规定保持了保加利亚货币稳定

保加利亚是最近唯一被穆迪调高信贷评级的欧洲国家

2012年	经济摘要：

国内生产总值（单位为10亿	
欧元）

39,7

出口（单位为10亿欧元） 26,5

外国直接投资净额（占国内生	
产总值的百分比）

3,7

预计2012年国内生产总值的增	
长（%）

0,8

失业率（%）： 11,4

通货膨胀率（%） 3,0

政府财政赤字（占	国内生产	
总值	的	百分比）：

-0,5

国家债务（占国内生产总值的	
百分比）：

18,9

目前账户余额（占国内生产总	
值的百分比）：

1,3

长期信用评级：

		Moody’s:	 Baa2	固定的

		S&P:	 BBB	固定的

		Fitch:	 BBB	积极的

资料来源：保加利亚国家银行，欧盟统计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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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拉戈耶夫格勒	

普罗夫迪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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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尔加斯

Black	S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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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特尔诺沃	

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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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加利亚概况

出口分布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

金属	16%
石油产品和电力	14%

食品	8%

机械及设备	17%

其他原料	20%

消费品	25%

国内生产总值的分布	2012	

农业	5,6%

行业	31,2t%

服务	6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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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加利亚概况

……充满活力的城市，拥有大量艺术画廊、

艺术节、音乐会、博物馆；

			……世界级水平的高尔夫球场和教练；

			……美丽的海岸线和金色沙滩；

			……多数温泉度假村

			……为数众多的滑雪胜地，包括主办2012

年滑雪世界杯的班斯科市；

			……风景如画的里拉山、皮林山、罗多彼

山、斯塔拉山提供一切进行步行旅游和极限

运动的条件；

			……上乘的美食和美酒；

保俩利亚甚至作为许多著名的演员施瓦辛格、史泰龙、布鲁
斯•威利斯、查克•诺里斯、斯嘉丽•约翰逊等参加演出的好
莱坞电影制作的外包基地。

保加利亚可提供独特的个人体验由于到达索非
亚十分方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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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加利亚概况

		……因为几个最闻名的欧洲历史遗迹而著

名；

			……色雷斯和罗马帝国时代的遗迹和文

物；

			……第一和第二保加利亚王国时代遗留的

中世纪城堡和文物;

			……四世纪的寺院和庙宇;

			……18-19世纪保加利亚民族复兴时代如

画美景的村庄

索非亚是欧洲最古老的首都之一，除了耶路撒冷市之
外，索非亚是唯一的于一平方公里范围内同时有建东
正教教堂、天主教教堂、清真寺和犹太教堂的城市。

		……因为几个最闻名的欧洲历史遗迹而
著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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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加利亚商业流程外包概况

10年前，保加利亚才出现在世界外包业务地图上…

All	Data	Processing	开始
运营，招聘10名员工。其业
务为提供路透社业务产品方
面的消息和编辑外包

Sofica	Group开业，今天已成
为了该领域最大的保加利亚
公司。

惠普（HP）在成立其索
非亚全球物流中心，保
加利亚	成为了14竞争
国家中最佳的选择。

Euroccor	为开保加利亚办事
处的第一家外包公司。

可口可乐公司开其服务26
个国家的保加利亚外包
中心。

IBM	扩大了其索
非亚全球物流中
心的规模，使它
能够提供IBM	全
世界内的综合
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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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加利亚商业流程外包概况

…而今天已吸引了该领域国际领先的公司。		

60K	以三个国际项目出
现在保加利亚市场上。

根据A	.	T	.科尔尼		的全球服
务区位指数(Global	Services	
Location	Index	TM)，保加利
亚排世界第13名，欧洲第1名。

保加利亚成为
惠普6个目标物
流中心之一。

最大的商品信息技术和
服务提供商之一Ingram	
Micro，将一部分业务
发展到保加利亚。

Coca	Cola	
Enterprises	将自己的
服务---西欧1.7亿顾客
的金融与会计业务发展
到保加利亚。

	在2008年，获得2011年
世界外包最佳表现奖的公
司	Sutherland	Global	
Services设立索非亚办
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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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23%

13%

10%

32%

26%

17% 17%

40%

保加利亚商业流程外包业务目前聘用1.5万多名员工，其
利润总额2亿多欧元。

保加利亚商业流程外包业务为全世界客户提供25种以
上语言的服务……

来源：	Exentix针对保加利亚市场上外包服务公司的调查,	2011-2012。

新合同最大的来源(根据不同国家的预计	)	
最有用的外语（根据保加利亚企业的
预计）

消息来源：来自Exentix于在保经营公司中所作的调查。

其他		16%

德国	28%

奥地利	8%

荷兰		8%

美国	20%
英国		20%

英语

德语

意大利语

西班牙语

其他

	 	根据该领域大多公司的预测未来3年中保加利亚外包市场将扩大于100%。
	 	根据其预计呼叫中心业务、服务客户业务和市场调查业务将享受最大的市

场要求。

保加利亚商业流程外包概况

资讯科技（IT）和互联网 电信 旅行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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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提供商业流程外包方面的各种服务。

1.建立
2.员工	–	据保加利亚投资署的评估
3.为客户提供的服务
4.后勤办公室工作
5.资讯/软件工作
6.金融/会计工作
7.人力来源	服务
8.研发活动服务
注意：该领域优秀公司介绍在第6部分。
“信息技术”和“电子和电气工程”介绍更多保加利亚业务成功范例，	。

消息来源：保加利亚投资局

保加利亚商业流程外包概况

公司 1 2 3 4 5 6 7 8 L

60K 2008 400 所有的歐洲語言

Adecco (Ajilon) 2005 1 400 所有的歐洲語言+拉脫維亞

AII Data Processing 2003 290 德語，葡萄牙語，法語，意大利語，荷

蘭語，希臘語，羅馬尼亞語

C3i 2005 350 所有的歐洲語言，土耳其語，阿拉伯

語，韓語，漢語，日語

Call Point New Europe 2004 1 000 所有的歐洲語言

Coca Cola HBC 2005 1 248 英語

CSMS 2008 300+ 所有的歐洲語言

Euroccor (IMRO) 2005 450 英語，德語，法語，荷蘭語和佛蘭芒語

Hewlett-Packard 2006 4 000 英語，德語

IBM 2007 500 所有的歐洲語言

Moneybookers.com 2008 200 德語，法語，西班牙語

OB10 2007 250 所有的歐洲語言

EXL (OPI) 2006 125 所有的歐洲語言

PlusServer 2004 50 德國的

SITEL 2006 600 所有的歐洲語言

Sofica Group 2006 750 所有的歐洲語言

Stream Global Services 2007 300 所有的歐洲語言，俄羅斯，土耳其，

烏克蘭

Sutherland Global Services 2008 300 所有的歐洲語言，土耳其語，阿拉伯語

TaxBack.com 2003 460 英語

TravelStore Maker 2000 60 所有的歐洲語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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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A	.	T	.科尔尼的全球服务区位指数(Global	Opportunities	Amid	
Economic	Turbulence	–	the	2011	A.	T.	Kearney	Global	Services	
Location	Index)	保加利亚占世界上第17位，其指数为5.37。

	 	即保加利亚占东南欧第一位、欧盟第五位。
	

保加利亚作为世界上最有吸引力的外包基地之一：

消息来源：A.T. Kearney

印度

	中国

爱沙尼亚

拉脱维亚

立陶宛

英国

保加利亚

俄罗斯

波兰

罗马尼亚

		德国

		匈牙利

		捷克

乌克兰

斯洛伐克

土耳其

保加利亚商业流程外包概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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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加利亚外包协会是一家行业组织，其宗旨是为了外包服务企业的利益，
以提高环境竞争力，为行业增加中国外投资实力创造有利条件。

关键事实：
	 2012年11月成立

	 	创始企业：AII	Data	Processing,	ATOS,	Bulpros	Consulting,	
Coca	Cola	Hellenic,	Sofica	Group

主要目标：
	 将保加利亚对国外投资者和客户的吸引力提高到世界10强。

	 在索非亚之外的大城市发展新的服务中心

	 与教育界建立互利合作关系

	 通过分享并采用已有的良好惯例来协助服务中心的发展

消息来源：A.T. Kearney

保加利亚商业流程外包概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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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包产业主要集中在索非亚，但是其他大城市也开始吸				引该领域的公司。

保加利亚商业流程外包概况

索非亚			

布拉戈耶夫格勒	

普罗夫迪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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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包产业主要集中在索非亚，但是其他大城市也开始吸				引该领域的公司。

保加利亚商业流程外包概况

确立外包地点

来源：保加利亚投资局；

未公开潜力地点

鲁塞

瓦尔纳

布尔加斯

大特尔诺沃	



 

 

 

 
 

 

人力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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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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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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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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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5

4 749

1 265

1 190

484

343

332

236

224

1 458

人力资源

2011年中：

	 	6.40万名高等院校的毕业生，来自53所院校。	

	 		3万名适合于商业流程外包业务要求的毕业生，来自商业经济专业以及一些
社会学专业和技术专业。

	 	1.02万名外国留学生（大部分来自南欧）到保加利亚大学留学。

每年有1.5万名大学生毕业于中
文系、日语系、印地语系、斯堪
的纳维亚语系、斯拉夫语系等语
言系专业。

保加利亚教育体系非常适合商业流程外包的需求。

大学、学院学生人数（单位：千）

保加利亚大学外国留学生人数：

2010年大学毕业生主要专业

资源来源：国家统计局

土耳其

希腊

马其顿

摩尔多瓦4

乌克兰

塞尔维亚

阿尔巴尼亚

俄罗斯

其他国家

其他专业		6%
法学			3%
医学	6%

经济及商业管理		35%

技术科学		17%

社会科学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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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ww.uni-sofia.bg

www.unwe.bg

www.vfu.bg

索非亚圣克里门特•奥赫里德斯基大学	
	 2.5万名学生；
	 	获得过著名的地区级和国际级比赛的奖赏；
	 	有IBM和	Oracle	创办的实验室；作为哈佛大学分支机构的

培训中心;
	 	有现代语言系、哲学系、法学系、教育学习、新闻传播

系、经济和工商管理系，数学与信息学系，自然科学系
等；

	 	与巴黎索邦神大学、波尔多第四大学、西雅图大学合办的
双学位课程；用英语、德语或法语授课的工商管理专业和
理工科专业；

国民与世界经济大学
	 1.6万名学生；
	 	有经济学系、工商管理系、行政管理系、财务会计系、基

础设施经济系、国际经济和政治系、法学系、应用信息学
系和统计系等；

	 	专业的外语教育中心确保学生掌握商务和外交外语：英
语、法语、德语、俄语、西班牙语（每个学生选择第一外
语和第二外语）；

瓦尔纳自由大学
	 1.2万名学生；
	 	有国际经济和政治系、行政管理系、信息学系、法学系、

心理学系等；
	 	教学课程提供修12种外语的选择；
	 	瓦尔纳自由大学设立了第一巴尔干-俄罗斯中心和自己的媒

体中心，包括电视演播室、播音室以及合作与地区管理机
构和通讯社的新闻处

优秀大学	 大学

资源来源：国家统计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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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ww.ue-varna.bg

www.uni-ruse.bg

www.uni-plovdiv.bg

www.uni-svishtov.bg

瓦尔纳经济大学
	 1.2万名学生；
	 	有财务会计系、工商管理系、管理学系、信息学系和现代

语言系等
	 	外语系向本科生和硕士生提供学习英语、德语、法语或俄

语的选择，而专门学日语、汉语、西班牙语、意大利语、
荷兰语和丹麦语的课程。

鲁塞大学
	 8000名学生；
	 与康韦尔大学合开课程；
	 	有电子学系、工商管理学系、运输和物流系、法学系、自

然科学系。另有英语、俄语、法语和德语选修课供学生选
择；

	 	除了承担全国和欧洲项目，鲁塞大学还特别重视与罗马尼
亚的跨界合作；

普罗夫迪夫大学	
	 1.2万名学生；			
	 	有经济系、社会科学系、数学和信息学系、现代语言系、

法学系、哲学系、历史系；
	 	普罗夫迪夫大学与其它欧盟、印度、印度尼西亚、加拿

大、哥伦比亚、墨西哥、俄罗斯、土耳其等教育机构进行
合作；

	

斯维什托夫经济学院
	 1万名学生；
	 	有经济会计系、财务系、管理和营销系、产业和贸易系、

信息技术系；
	 斯维什托夫经济学院参加与其它欧盟院校的合作项目；

优秀大学	 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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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ww.aubg.bg

www.uni-vt.bg

www.bfu.bg

保加利亚美国大学
	 1	200	名学生；
	 为地区人才聚集中心（学生的63%为留学生）；
	 	有语言文学系、商务管理系、计算机科学系、经济系、

新闻学与通讯科学系、自然学和数学系和政治学系；

大特尔诺沃大学	
	 1.4万名学生；
	 以其现代语言院系而著称；
	 有经济系、法律系、数学和信息学系、哲学系和历史系
	 有国际文化语言高级教学中心。	

布尔加斯自由大学
	 6	000	名学生；
	 	有经济管理系、信息科学系、人文科学系、法律

系；
	 	参与重大学术研究项目，设有思科（CISCO）学

院，是保加利亚和国际大银行、大公司就业人才合
作伙伴。		

优秀大学	 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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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万多名保加利亚在外的留学扩大商业流程外包业的人才
储备。

雅娜·拉伊诺娃	
人力资源顾问
教育背景：
英国剑桥大学管理学硕士
英国曼彻斯特大学经济学学士

玛丽亚·帕纳约托娃
金融分析师
教育背景：
经济学和数学学士
美国，瓦瑟学院	
英国，伦敦经济学院

按照德国之声在德国保加利亚留学生仅次于中国留学生，为人
数第二大留学生群体。
德国之声		

	2011/2012	年根据学习的外语7年级后入中学	
(%)

2009年在国外学习的欧洲国家学生的比例	（%）

来源：	欧盟统计局, 教育部,

“我坚信毕业之后能够在保加利亚找到我所寻找的职
务发展。当我回来的时候我发现我用得到我的职业培
训，同时也能够在一个让人激发感动的情况下给自己
下新的挑战”。

“我一直想在完成国外学业后回到保加利亚，因为我
知道，保加利亚的服务业提供许多就业机会。我十分
幸运地在保加利亚找到了对口专业的工作，我感觉越
来越多到国外留学的保加利亚学生毕业之后能够在这
里找到自己梦想的工作。”

斯洛伐克保加

利亚

欧盟27个成员国

捷克

罗马尼亚

斯洛文尼亚匈

牙利

波兰

土耳其

西班牙

商业和经济

社会科学

工艺学

医学

法律

语言学

其他

留學生人力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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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4

保加利亚专业高中学校为商业流程外包业人才发展的理想
基地。

	 保加利亚有1	145所高中学校；

	 保加利亚高中生98%学外语，73%学两种以上外语；

	 未来4年中，预计将有230	300名掌握外语的高中毕业生；

	 	保加利亚有100多所教西欧语言和其他外语的专业外语高中学校每年的毕业
生接近1万名；

	 	保加利亚高中学校教的其它外语中有葡萄牙语、日语、汉语、阿拉伯语、罗
马尼亚语、瑞典语、印地语、希伯来语和土耳其语；	

	 	保加利亚544所职业高中学校提供经商、技术科学、艺术、手工艺等课程，
每年的毕业生超过3万名。

中等教育	人力资源

2011/2012	年根据学习的外语7年级后入中学的学生

英语 118	620

德语 56	560

俄语 16	517

法语 15	423

西班牙语 12	247

希腊语 6	133

意大利语 3	480

其他语种 1	285

消息来源：保加利亚投资局,	教育部,,	MENSA	International

2011年中学毕业的学生人数

语言中学	15,0%

职业学校	48,5%

所有中学	3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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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加利亚专业高中学校为进名牌大学的起点

中等教育

索非亚德语高中学校
	 	每年有140名毕业生，其中最优秀50名获得德国毕业证书，其他获得

德语语言证书		(“Schprachdiplom”	);
	 	学校请德国老师授课也经常组织学生到德国开展教学活动；
	 最优秀的学生获得德国著名奖学金前往德国大学学习；
	 学校也组织高级英语培训班，其学生多次获得国家英语比赛首奖。

索非亚数学高中学校	
	 自1970年以来其学生获得过150场国际比赛的金、银或铜质奖章。
	 也获得过信息学、计算语言学和物理学国际比赛的奖牌。
	 学校的毕业生进世界上最有威望的大学。
	 	学校重视英语和德语教育，每年有5个主修英语和数学的班级和1个主

修德语和数学的班级

索非亚第一英语高中学校
	 除了保加利亚语和保加利亚文学科目以外，其他科目都用英语讲教。
	 自1978年以来学校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联属高中学校。
	 	每年获得保加利亚开放社会研究院和富布莱特法案基金的美国和英国

留学奖学金。
	 	学生中有来自阿尔巴尼亚、摩尔多瓦、罗马尼亚、俄罗斯、土耳其、

越南等国家的留学生

索非亚国家财经高中学校
	 这所学校由索非亚贸易商会于1912年创建；
	 它为保加利亚最大的经济职业学校有1	200多名学生；
	 	提供获得银行业务、贸易、海关和税务管理、会计业务、工商管理或

信息学方面文凭的机会；
	 学生实习于大型银行和公司；
	 	在2001年到2011年的时期间期学生共得		过瑞士、法国、德国、芬

兰、斯洛伐克和保加利亚比赛的93个团队和		个人奖项。

人力资源



31

4 983

   5 832

   5 868

          8 400

            9 408

               10 176

                   11 520

                      12 480

                                      18 420

该经济领域以及整个经济体系的工资水平具备较大的竞争力

人力资源

2011年一些国家的平均年薪（欧元）

来源：欧盟统计局,	Bulwork,	2012

保加利亚

塞尔维亚

罗马尼亚

		匈牙利

斯洛伐克

波兰

		捷克

克罗地亚

斯卡洛文

工资

经验 工资区间以欧元计
算	

0	岁 6	564	-	11	928

1,5	–	2	岁 8	100	-	15	996

3	岁 18	264	-	21	600

5	岁	 21	600	-	25	596

经验 英语 英语和德语	

0	岁 547 675

1,5	–	2	岁 675 994

3	岁 1 525 1 690

5	岁	 1 800 2 022

年均工资，工资区间以欧元计算,	Shared	
Services	Centers	(F&A),		€

平均每月毛收入，	欧元,	Customer	
service



基础设施和办公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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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加利亚曾经经历过房产建设和高质量办公场所供应
的高峰期。

索非亚商业园为东南欧规模最大的办公园区，其
总建筑面积为30万平方米，是一个场个别的多功
能的现代商业园，离索非亚市中心和索非亚机场
只15分钟的乘车时间。

欧洲贸易中心为索非亚最大的办公中心，总办公
面积为7.23万平方米。离索非亚市中心只需10分
钟的乘车时间，而离机场只有几分钟的乘车时
间。

瓦尔纳商业园为多功能办公楼区，总面积为6.74
万平方米，该园区具备独特的设计和完整的基础
设施。离瓦尔纳机场只需5分钟的乘车时间，离市
中心只需10分钟的乘车时间。

Sofarma	商务中心为索非亚最新的办公贸易综合
楼之一，面积为1.1万平方米。中心建筑风格很独
特，它提供超现代化的办公室，大度上采用可再
生能源像太阳能、风能和地下水能源。

基础设施和办公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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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15

    15

    15

        17

             19

             19

               20

                 21

                 21

                   22

                              27

来源：Office	Space	Across	the	World,	2010

索非亚办公场地租金为地区最低

	 索非亚拥有140.57万平方米的现代化办公空间，其中45%为A级办公楼。

	 处于建设中的办公楼总面积为30.6万平方米。
							
	 索非亚目前有办公空间的30%在出租.

基础设施和办公空间

在索非亚和一些欧洲城市中高级办公场地的平均月租金（欧元/平方米）

索非亚

布加勒斯特			

萨格勒布

布拉迪斯拉发

贝尔格莱德	

布达佩斯			

里斯本

伊斯坦布尔

雅典			

布拉格	

柏林

华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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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设施和办公空间

……由于办公场地供应过量，办公场地租金会继
续保持低价位。

来源：Forton	International

	在索非亚和保加利亚其他城市的办公场地平均月租金（欧元/平方
米）2010-2011年				

在索非亚和一些欧洲城市中高级办公场地的平均月租金（欧元/平
方米）

空置率（%）	

A	级

B	级

C	级

索非亚	

2011年6月	 2012年6月

普罗夫迪夫 瓦尔纳 布尔加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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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5
75.2

71
69.4
68.7

62.1

51.9

49.9
44.8

44.1
43.4

基础设施和办公空间

经济危机过后房地产价格下降了于32%，而这方面
目前不会发生任何重大变化。

	 	在2008年保加利亚房地产价格，达到了其峰值，而从此之后开始下降，这趋
势一直持续到2011年。

	 	尽管某些资料显示索非亚房地产需求有所回复，但其价格仍维持站在欧洲市	
场最低的价格之中。

	 	索非亚一套二室一厅房间的月租为300欧元左右，而其	他城市的月租为于
240和290欧元之间。

	 据瑞银财富管理研究部的研究，索非亚占全球生活最便宜73城市中第11位。

	

来源：Cushman	&	Wakefield	Research,	Global	Property	Guide

空置率（%）	

价格水平（纽约=100,	包括租金）：索非亚与其他的欧洲国家首都的
比较	)

布加勒斯特	

索非亚

维尔纽斯	

布拉迪斯拉发

卢布尔雅那

尼科西亚

马德里

莫斯科

伊斯坦布尔

维也纳

伦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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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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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设施和办公空间

保加利亚具备非常发达的互联网络设施。

	 	Netindex的数据显示，保加利亚互联网下载上传速度上排世界第7位。

保加利亚与其他国家网络下载及上传的速度比较
（Mbps.	2013年03月）

保加利亚

捷克

德国

匈牙利

	斯洛伐克

	美国

奥地利

英国

波兰

土耳其

塞尔维亚

		印度	

下载速度

上传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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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设施和办公空间

索非亚

	 人口1	539	080人；

	 	保加利亚立法权、执法权和司法权中心（

议会、总统府、部长会等）；

	 	集中保加利亚人民银行、保加利亚商品交

易所、金融监管委员会等金融机关的金融

中心；

	 	拥有发达的公共交通设施：公共汽车、有

轨电车、无轨电车和地铁；一场两个航站

楼的国际机场；索非亚有战略性地理位置

和处于国际要道的交叉点上；

	 	为IBM,	惠普,	SAP,	西门子,	Software	

AG,	思科等大型跨国公司的外包基地;

	教育：

	 16所设有商科科目的外语高中学校；

	 	18所设有IT科目的外语高中学校；

	 21所大学

	 每年有2.6名万毕业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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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设施和办公空间

瓦尔纳

	 人口：475	074人
	 	瓦尔纳市濒临黑海，为重要旅游目的地，

商业和高等教育中心
	 	保加利亚海军总部和海上贸易总部所在

地；
	 	瓦尔纳地区生产总值占全保加利亚国内生

产总值的5.4%.根据人均国外投资总额排
全国第三名；

	 	交通基础设施发达，拥有国际机场和港
口；

	 	瓦尔纳道路网包括通往布加勒斯特的E70
欧盟公路和通往伊斯坦布尔的E87欧盟公
路，以及第八号泛欧走廊；

	 	瓦尔纳商业流程外包业占全国的7%；
	 	目前到瓦尔纳进行外包的公司：Keppel	

Fels	Baltech,	SysMaster,	TaxBack,	
OPI	(被EXL收购的公司),	惠普,	AT	
Consult

教育：
	 	12所设有商科、数学和信息技术科目的外

语高中学校；
	 8所技术职业学校
	 5所大学；
	 每年有9	500名毕业生



41

普罗夫迪夫古代剧院始建于一二世

纪。

由于剧院的具体架构，拥有了良好

的音响效果，因此至今为止仍被用

于音乐会和其他活动，可容纳

5	000到7	000个观众。

基础设施和办公空间

普罗夫迪夫

	 人口：683	027	人

	 	为保加利亚最重要行政、工业、交通、教

育和旅游中心之一；

	 发达的交通基础设施，包括国际机场；

	 	10道泛欧走廊中有三道经过普罗夫迪夫，

即第四号、第八号和第十号泛欧走廊；

	 	从1892年开始举办的普罗夫迪夫国际博览

会为东南欧最重要的贸易活动之一。

教育

	 3所外语学校；

	 2所大学

	 每年有10	000名毕业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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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设施和办公空间

鲁塞

	 人口：235	252人

	 	保加利亚第一大的河港城市，大型的汽车

制造业、陶瓷工业和化学工业中心；

	 	保加利亚首建的工业园区位于鲁塞；

它是Montupet,	KerosBulgaria,	MBM,	

Metalwork等跨国公司的所在地。

	 	鲁塞位于第九号泛欧州走廊多瑙河大桥边

上，这些为保加利亚和罗马尼亚之间的主

要公路和铁路连接；

	 	鲁塞吸引来自邻近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城

市（像大特尔诺沃、西里斯特拉、斯维什

托夫和舒门）的人才。

教育：

	 3所外语高中学校；

	 1所大学；

	 每年有2	000名毕业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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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塞

基础设施和办公空间

	 人口：415	817	人

	 布尔加斯濒临黑海

	 	保加利亚主要的旅游目的地城市之一，同

时也为主要行政、工业和教育中心。

	 交通基础设施发达，包括国际机场；

	 	处于第八号泛欧走廊（都拉斯——地拉

那——斯科普里——索非亚——普罗夫迪

夫——瓦尔纳）上布尔加斯港口为保加利

亚第一大港口。它拥有28个泊位，可同时

供总吨位12.5万净重吨的船舶装卸货物。

教育：

	 4	所外语高中学校；

	 2所大学；

	 每年有3	500名毕业生。

布尔加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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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光

“声音和光彩”音像表演，编
织着光彩、音响和口语叙事，
讲说保加利亚历史的重要时
刻。1985年首次举行。

基础设施和办公空间

	 人口：258	494人

	 	保加利亚最早有人定居的地方之一，有着

悠久的历史和丰富的文化；

	 	重要文化旅游目的地，有一座保存完好的

中世纪城堡。

	 交通和通信基础设施发达；

	 	主要公路：联	结奥德林和布加勒斯特的

E85欧洲公路以	及联结索非亚和瓦尔纳的

E772公路。

教育：

	 	18所高中学校；

	 2所大学；

	 	每年有8	500名毕业生。

大特尔诺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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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设施和办公空间

布拉戈埃夫格勒

	 	人口：323	552	人

	 	教育、行政、交通、农业和旅游中心

	 （邻近知名的文化和自旅游地和班斯科	

	 市滑雪胜地）；

	 			布拉戈埃夫格勒位于第四号泛欧走廊

	 上。目前正在修建经过布拉戈埃夫格勒	

	 的连接西欧和希腊的新高速公路。

	 有连接索非亚和索伦的铁路线。

教育：

	 3所外语高中学校和几所商贸高中学校

	 2所大学

	 每年有3000名毕业生



成功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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惠普保加利亚成功案例

500多名年轻保加利亚专家从国外回国，到HP世界物流中心工
作。	

其客户包括2011年世界500强企业名单中的21家企业。

	 	惠普世界供应中心2006年正式开业，成为给惠普欧洲、中东和非洲用户

提供维修、电子和电气产品和信息技术方面的外包服务平台。

	

	 	保加利亚是从14个投资备选国之中被选择为投资目的地的。

	 	在2010年，保加利亚成为惠普六个全部符合客户对成本效益和不断提高

的服务质量的要求的目标物流中心之一。

成立年：2006年	

员工数：4	100多名

语言：15种

业务：客户支持，IT/软件

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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惠普保加利亚

个
案
分
析

成功案例

2006年9月份，惠普启动了特制的大学
培训计划，该计划囊括了索非亚大学、
技术大学和新保加利亚大学。惠普的计
划基于斯坦福大学和麻省理工学院应用
的领先IT教育标准基础上。惠普对这些
大学的教授进行了培训也装备了现代化
的大学电脑实验室。
这一计划被欧盟评为公共私营合作制典
范公布于欧盟门户网站上，如今，已有
1000多名毕业生获得了该计划培训课程
的学位。

“保加利亚为惠普全球IT外包业务的战略要地，保加利亚中心
为我们最关键的世界物流中心之一，因此我们将相当大一部分
的业务责任分都配给到这里。加入惠普团队的保加利亚职员的
技能、效率和服务态度让我们十分满意，期待他们会取得更大
的成绩。”
Pete	Karolczak，惠普高级副总裁，通用汽车公司IT外包，惠
普保加利亚大学培训计划企业服务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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惠普保加利亚

在2010年，HP保加利亚全球物流中心出口服务价值为
6	600万欧元。

	 		保加利亚外包领域最大的用工单位——员工80%为高学历专业人
员；30%任管理职位，41%为女性；员工平均年龄为30岁。

	 	2008年荣获保加利亚政府颁发的“年度投资商奖”。

成功案例

“2006年惠普世界物流中心开业将保加利亚纳入
到世界外包投资的版图。2010年保加利亚被选为
惠普六大战略中心之一，再次确认了保加利亚专
业人才的技能。”

萨莎•贝祖哈诺娃，惠普中东欧公共管理部经
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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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BM重点客户：

	 保加利亚人民银行

	 国家社会保障局

	 国家税务局

	 国防部

	 国家财政部

	 海关署

	 可口可乐-保加利亚	

	 Xerox	施乐	

	 Skype	

保加利亚有30多个民
族。

	 		IBM保加利亚物流中心于2006年启动运营，当时员工数只有25名。

	 	2007年，IBM在保加利亚设立了全球物流中心。目前，除了索非亚以
外，IBM还提供整个世界范围内的全面商业流程外包服务。

	 	200名员工团队在处理IBM中东欧地区的办公设备订单。

成立年：2007年

员工数：530人

语言：27种

业务：客户服务

经营管理、金融业和行

政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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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BM世界物流中心成功案例

IBM	索非亚全球服务执行中心为IBM战略
要地。年轻合格的队伍使它可以实施创
新，推出在IBM各全球物流中心推荐的最
好解决方案。
Joseph	Lazarus	IBM保加利亚全球服务执
行中心总经理

“能成为IBM	索非亚全球服务执行中心的
一员我很自豪，因为我的公司给年轻人
提供应用自己技能的机会，支持他们的想
法，让他们学习和创新。”
纳徳日达•夏罗娃，IBM保加利亚全球服务
执行中心团队领导

“我们在保加利亚劳动市场上的经验不只
是我们成功地吸引了许多受过良好教育、
有技能、掌握多种语言的人才，更重要的
是这些人都有自我完善和自我发展的巨大
动力。”

BulgariaBoyka	Docheva，IBM保加利亚全
球服务执行中心人力资源经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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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BM世界物流中心成功案例

2011年11月1日，IBM保加利亚与保加利亚劳动和社会政策部达成协

议，同意在教育和培训领域上进行合作，以协助推动保加利亚就业

机会。

“保加利亚为我们提供最好的优势就是人才。我们的职员才
华横溢、充满活力、年富力强、多姿多彩，他们重视自己的
成功，也重视顾客的成功，到过我们中心的人在与他们接触
之后，总会对此印象深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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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K成功案例

60K与索非亚的高等院校保持密切的联系。公司执行经理在索非亚大
学教课。

与欧洲和世界24%的年均支出率相比，这里的年支出
率低于3%.*.	
(*Times	News	日报，纽约)	

	 	2008年5月60К启动运营。当时开展3个国际项目，投资资金为120万欧

元以上。

	 2011年9月，公司在索非亚开设了第二个办公室。

落户索非亚基于以下三个原则：

	 机场的位置方便；

	 有充满激情、训练有素的人才；

	 基础设施良好。

成立年：2008年

员工数：360人

语言：17种

业务：客户支持，后台

办公业务

“我们正寻求在这里开设第三个呼叫中心，可能会在其他
大城市，比如普罗夫迪夫、瓦尔纳、布尔加斯或大特尔诺
沃。”
John	Gladwish，60K	总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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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K	成功案例

客户：

	 	AVG——世界第四大防病毒软件制造商	

	 	Be	Unlimited——英国最大的电信公司之一

	 	Hotelopia——世界上发展最快的网上酒店预

定业务供应商之一

呼入呼叫中心提供以下服务：技术服务、接听电

话服务、接受订单服务、疑难解答服务和客户服

务

呼出呼叫中心提供以下服务：收债服务、直接营

销服务、电信领域、保险领域、信息技术领域、

旅游领域、及航空运输领域内的调查等。

“与英国和欧洲大陆相比，保加利亚在技
术基础设施、人力资源和地理位置方面
拥有很大的潜力，法律制度也有利于投
资。”

John	Gladwish，60K	总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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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l	Data	Processing

个
案

分
析

成功案例

除索非亚以外，公司也在大特尔诺沃开展业务，在本地大学合办进

行实施实习计划。

成立年：1999年

员工数：290人

语言：30多种

业务：

与特有知识应用相关的外包

业务

客户：

AII	Data	Processing	拥有来

自75个多国家的客户，其中有:

	 	News	Corporation,	新闻

集团

	 Thomson	Reuters,	路透社

	 Bloomberg,	

	 APA,	

	 LexisNexis,	

	 Reed	Elsevier,	

	 EBSCO,	等.

“保加利亚的货币制度为东南欧最稳定货币制度之一，这使其宏观
经济环境稳定、风险水平较低，也使其经济发展较为安全。”

Iliya	Krastev，总裁，	AII	Data	Processing

是商务和财经新闻供应商，为
客户提供有关东南欧十国的全
面信息，即其发展最快的公司
其经济和市场状况。这使客户
能够参考来自地区各个证券局
包含各种价格指数、综合指
数、盈亏信息的信息以及中东
欧所有货币汇率信息的庞大数
据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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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l	Data	Processing成功案例

公司的业务集中在以下三方面：

	 	信息服务——信息处理及提供，做出分析、报告、进行访谈、提
供新闻信息

	 	数据处理——对数据和信息来源编码、分级、分类和处理

	 		商务服务——销售、电话营销、信贷控制、收债，形象管理等。

服务分为两种形式——一是外包，二是经营自有品牌，如SeeNews	和
ADPnews
1999年——公司启动运营，员工数为10名。其初部业务为对路透社商
务产品信息进行编码（编辑业务外包）
2004年——See	News平台启动，实时报道东南欧十国的商贸和财经新
闻。
2008年——在大特尔诺沃设立办公室。该办公室目前为大特尔诺沃大
学大约60名外语专业学生提供工作岗位。

“索非亚不代表整个保加利亚。很多聪明的
年轻人学习和工作在首都之外。这些都是还
未开发的资源。”

Iliya	Krastev，总裁	，AII	Data	
Processing	

大特尔诺沃 索菲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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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LL	POINT成功案例

致力于扩大以金融和会计服务为重点的服务总
量。计划在3年内雇用近2000名员工。

	 保加利亚外包服务公司，有三处办公室
	 有50多家来自欧盟和美国的客户

2004年——由Phillipe	Ougrinov和Xavier	Marcenac创办于索非亚
2009年——在普罗夫迪夫开设办事处
2011年——欧洲复兴与开发银行成为CallPoint的股东。这是该银行在外包领域的
第一笔投资。
2012年：属于加拿大TELUS	Communications公司的业务外包公司TELUS	
International，，与具有四个东南欧服务中心的	欧洲呼叫集团CallPoint	New	
Europe进行合作。

成立年：2004年

员工数：550人

语言：20多种

业务：

•	 客户支持

•	 业务优化解决方案

金融和会计服务

“保加利亚是一个小国，其法律框架
较为灵活，没有开展这一业务的限制
性规定。”
Phillipe	Ougrinov，CEO，	
CallPoint	New	Europe

职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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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LL	POINT成功案例

服务：

		通过电话、邮件、网上对话和传真为客户提供多语言服务。

		社会媒体多语种监视

		公司多语内部操作质量监控

		模拟采购

准确外包
CallPoint索非亚办公室注重英语、德语和东
欧语言，专事旅游休闲和高科技行业；其普罗
夫迪夫办公室为从事不同领域多语言支持业务
的平台。

2010年数据统计

10	万 联系客户次数

20万 呼出电话数	/	月

60万 呼入电话数	/	月

10万 电子邮件处理数	/	月

65% 过去五年年均复合增长率

“保加利亚为一个具有巨大潜力的地方，有聪明能干受
过良好教育的年轻人、低廉而具有吸引力的物价，是一
家政治稳定、安全上有保障，年均晴天超过300天的国
家！”

Phillipe	Ougrinov，总裁，	CallPoint	New	Europ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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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TEL成功案例

		 	公司在保加利亚的办公室荣获公司欧洲最佳经营办公室奖（“Mean	
More”奖，根据性价比、增值额、员工满意度、服务深度等指标评
定）

		 Sitel保加利亚获得了2011年第一季度“Sitel总裁奖”

		 Sitel成立时有3国办公室，员工125人。

		 5年后它已有23个国办公室，员工530人。

Sitel与保的外国文化机构和保加利亚大学和文化组织进行合作，

其中包括：

		索非亚大学

		索非亚技术大学

		国家经济与世界经济大学	

		保加利亚新大学

		国际经济和商业学生联合会AIESEC

成立年：2006

员工：546人

语言：22种	

业务：会计与财务、技术

支持、客户服务和后台办

公业务

“保加利亚教育体系结构合理，奠定了
良好的基础，为快速掌握新技能提供了
保障。”
George	Uzunov，总裁，Sitel保加利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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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TEL成功案例

Sitel保加利亚办公室为以下机构提供服务：
		世界最大的移动电话制造商之一
		世界软件制造业的领先者
		德国领先金融服务供应商
		健康服务领先者
		专业印刷技术领先者
		世界资金转移领域的领先者

“保加利亚人国际环境工作积极性很高，如果公司给他
们发展的机会，他们在工作方面付出很多。”

George	Uzunov，
总裁，Sitel保加利亚

业绩和增长

收到服务国家 使用语言

职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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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fica	Group成功案例

业务：	呼叫中心服务、人资外包，信息技术外包和主机服务
	 是保加利亚服务组合最广泛的外包企业
	 获得ISO/PC	259的ISO	37	500外包指导方针认证证书
	 2012-2014年预期增长率——25%

客户：		Hewlett	Packard,	Oracle,	
Coca-Cola,	Stream	Global	Services,		
Microsoft,	Telecom	Austria	Group	
(在保加利亚、塞尔维亚和马其顿)
、UniCredit	Bulbank,	DSK	Bank	(OTP	
Group),	AIG,	Allianz

成立年：2004

员工数：650人

语言：15种

业务：

客户服务

人力资源领域的服务

IT业务

历史
	 第一家外国客户——2007年
	 收购保加利亚的第一个国际外包中心BTC	Contact——2008年
	 获得ISO	9001	和	ISO	27	001	认证书——2009年
	 开办第一个在国外的代表处——	马其顿，斯科普里，2010年
	 开始与Intelligence	Elite	Partner	合作——2010年
	 开办保加利亚的第二个代表处：普罗夫迪夫，保加利亚的第二大城市

“根据我们客户的反馈，我们性
价比方面的效率比其他欧洲国家
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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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fica	Group

Sofica	的产品组合包括下面的服务：
	 	–关于服务和客户关系管理的服务，	
例如：该公司的体系支持所有的通讯
渠道，	包括社交媒体。

	 	在招工，租人员和远程小组管理的人
员资源领域提供所有的服务。					

	 	计算机和应用程序的保养，	例如：	
offsite	и	onsite,	CCaaS	(联系
中心作为服务),	Build	Operate	
Transfer	Model

近3-4年来，该公司一直专注于在信息技术，金融，电信的建筑鉴定领域，它提供
在这些方面的充分解决方案。

成功案例

我们与我们的客户维系伙伴关
系，为他们提供一个稳定的工
作环境，在那里他们可以外包
流程，以优化成本，提高经营
业绩。
Stefan	Bumov,	
执行主任，	Sofica	Group

独特的地理，政治和货币稳定的
组合，以及优质的人力资源和基
础设施，使保加利亚在欧洲的业
务流程的外包是最佳选择的。
Stefan	Bumov,	
执行主任，	Sofica	Grou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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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therland成功案例

Sutherland打算在未
来18个月内拓展业务
到瓦尔纳和其他两个
保加利亚城市。

唯一的为欧洲最大的电信企业之一提供客户服务的公司

自2008年至
今，Sutherland员工数增
加了6倍。现任中层管理人
员的40%是保加利亚人。

2011年荣获英国全国外包协会主办的UK	Award	for	Operational	
Excellence奖

客户：
	 知名防病毒软件公司
	 领先的硬件制造商
	 银行业与保险业领域的龙头企业
	 北美最大的电教公司

成立年：2008

员工数：260人

业务：

客户联系

办公后台业务外包

财务和会计服务

客户75%属于世界500强企业

“Sutherland保加利亚为Sutherland表现最好
的中心，受到客户100%的好评，在技术能力方
面最有天才。该中心的服务人员比我们在菲律
宾、美国和印度的中心少，但提供语言和技能
方面的服务却比它们翻耕复杂。”

Satish	Ramachandran，
高级经理，Service	Delivery,	Sutherland



Sutherl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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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加利亚投资管理局的服务包括：

	 宏观经济信息的提供

	 法律咨询

	 经营费用信息的提供

	 	地区失业状况、熟练劳动人员、教育水平、基础设

施、外国投资者、工业开发区等方面信息的提供

	 空置土地的推荐

	 与潜在的供应商、承包商、或合作伙伴的联络

	 个别行政服务

	 与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联络

	 与行业协会、当地高校和非政府组织的联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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