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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roduction

引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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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信息和通信技术领域保加利亚具有悠久的传
统和高素质的人才

保加利亚曾是经互会内最大的个人电
脑制造国，其最大的市场是前苏联。

引言

数百家小型软件公司为世界最大
的客户，如波音、宝马、北电等
提供服务。其他大公司如SAP和
Computer	Sciences	已经在索非
亚有本地化的实验室和办事处。	
——商业周刊

在保加利亚劳动者素质高、劳动力成本较低和质量高形成了很好的组合。
					Accelerance

商业软件联盟(BSA)和经济学家情报单位的报告	“2011年IT行业竞争力
指数”	包扩四个东南欧洲国家，	其中包括保加利亚。这些国家的地位
在“2011年IT行业竞争力指数”的报告得到了改善。

1981年保加利亚微型电脑在英国的机
器人展览会上展出。该电脑是用来控
制	“Robko-01”	机器人的。这是世
界上第一个用计算机控制机器人的
案例。

引言

	熟练而工资不高的程序员，
被称为’东欧的硅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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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已经变成了具有较高附加值和从事研发活动的IT
服务中心

2010	年，保加利亚成为世界上6个满足客户对优化成
本和规模化服务的需求中心之一。这样可以有效地满
足商业需要。

SAP中东欧地区的第一笔投资同类项目的软件程序已经
在德国、以色列和美国进行了开发。

位于索非亚的新产品研发中心是世界上8个汽车电子中
心中最大的一个。

欧洲、中东和非洲最大的Vmware开发中心，是全球第
三大Vmware的R&D中心。

CISCO	在全球拥有三个World	Sourcing	Services	服
务外包中心，其中负责东欧地区的服务中心位于索非
亚市。	这一服务中心的主要任务是开发软件解决方
案、Business	Intelligence	Tools、相关的Server	
Applications	应用程序和BPO网络管理。

在保加利亚最大的SAP	集成商

CSC在东欧地区从事业务活动已经超过15年了。	自
2008年以来，CSC在保加利亚从事各种软件解决方案的
开发、集成和维护，拥有600多位从业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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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保加利亚提供优良的基础设施和人力资源，这
保证了该部门未来发展的条件

…如果你需要优秀的数学家，
你到保加利亚去找吧！

William	Fitzsimmons,	哈佛大学招
生及财政援助部，主任

保加利亚互联网的质量在世
界上位居第5位，在欧洲排

在第3位。	
2010年，恩科互联网质量年

度调查报告

据CBN	-	Pannoff,	
Stoytcheff	&	Co.	的年
度报告：
“2011年保加利亚科技行
业的100强企业所积累的
收入占保加利亚国内生产
总值的6.8%”

保加利亚、罗马尼亚和其他
欧洲	外围国家，在技术开
发外包热潮	中发挥着新的
作用。
商业周刊

CISCO
就获得认证的IT专业人员的绝对数字而言，保加利亚位于欧洲第
3位，位于世界第10位（就人均持证数而言，占世界第3位）。
恩科

2010	年信息技术和外部采办行业占国家外部
采办行业的分额为25％并产生的收入为
27。5%



 

 

 

保加利亚概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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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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5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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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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fia

Blagoevgrad

Plovdiv
Stara Zagora

Ruse

Varna

Bourgas

Veliko Turnovo

1 291 591

77 441

338 153 160 108

88 670

167 585

343 704

212 902

保加利亚概况

Black	Sea

人口

机场

港口

国内生产总值的分布	2012	

出口分布

农业	5,6%

行业	31,2t%

服务	6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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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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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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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概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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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概况

在IT领域保加利亚有非凡的传统和悠久历史

阿塔纳索夫-贝瑞	计
算机(ABC)	是世界上
第一个电子数字计算
机。	机器是不可编
程的，	但是会解决
方程公式并进行并行
计算。

保加利亚第一个计算技
术工厂

第一个保加利亚微电
脑——“IMKO	1”(类
似于Apple	II	plus)

当时很先进的“Pravets	
8M”，内存更大，有2个
微处理器，那时候苹果
（Apple）还没有类似的电
脑。QWERTY	键盘的军事版
本首次投入使用。

对专利纠纷的判决证
明了1946年计算机
ENIAC专利是源自ABC
计算机

“Pravets	16”	，最
初名称IMKO-，	类似
于IBM	PC/XT。

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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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概况

在IT领域保加利亚有非凡的传统和悠久历史

保加利亚软件公司已
经有80%的收入来自
同欧洲、美国伙伴签
订的合同。

创建了第一个保
加利亚互联网浏
览器

Vayant	软件公司
成为德国航空公
司Lufthansa的技
术合作伙伴。

通过购买ProSyst公
司的部分股权踏足保
加利亚

根据Brainbench	Inc.	的
全球IT和智商报告的统
计，在10个持证IT专业人
员最多的国家中，保加利
亚（以8	844名专家）占
第8位

在德勒（Deloitte）
东欧技术发展最快50
强企业中有3家保加利
亚公司。

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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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it

保加利亚已经做好了成为地区中心的准备，因为她已经是
许多国际和本地IT领先企业的所在地

……已经在IT领域创建了强大的非政府的组织

工业概况

（保加利亚软件公司协会）是保加利亚主要软件开发公司
的专业协会。成立于2001年，至今已有50多个会员。

保加利亚集群知识中一个关键的中心，是几个欧洲集群知
识平台和网络的成员，跟许多欧洲、世界集群知识者有联
系。

主要活动是保护法律对象和主体的利益，开展网站的设
计、协议、组织、实现和维护工作；网页设计和互联网广
告。

保加利亚IT协会是1995年成立的，到现在已有100多个成
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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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

262

960

235

902

251

947

237

1013

289

1063

313

1138

335

698 667 696 740 774 825 872

1207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2009

2010

2011

16%

15%

20%

28% 30%

28% 29%

32% 29%

5% 6%31%

33%

29%

5% 5%

5% 5%

百
万	$

2011年保加利亚IT市场为9.47亿美元，比2010年
（9.02亿美元）增加了。预期2	011年—2015年每年增
加6%左右

工业概况

来源：BASSCOM,	Barometer	2012,Business	Monitor	International,	2011

2011年向美国的出口
（29%）降低，同时向欧
洲的出口（66%）有较轻
的增长趋势。

半以上出口是流向英
国的。

2010年软件公司50%
的销售是在国外实现
的，其中60%出口到欧
洲，35%出口到北美。
同比上年，	2010年保
加利亚的100个	IT企业
的出口总额为38,6％。

硬件

服务和软件

	德语国家和斯堪的纳维亚

		国家

	英国和西欧其他地区

	中欧及东欧

	北美（美国，加拿大）

软件产品的出口目的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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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lovdiv

St. Zagora

Sofia

工业概况

IT行业主要集中在索非亚。但别的大城市也是外国公司			或保加利亚公司分公司的外包目的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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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use

V.Tarnovo

St. Zagora

Varna

Bourgas

工业概况

IT行业主要集中在索非亚。但别的大城市也是外国公司			或保加利亚公司分公司的外包目的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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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ardzhali

Smolyan

Stara Zagora

Plovdiv
Pazardzik

Panagurishte

Petrich

Sandanski

Blagoevgrad

Dupnitsa

Pernik

Botevgrad

Vratza
Chipen

Byala Slatina

Pleven

Lovech

Gabrovo

Svishtov

Kazanlak

Montana

Vidin

Sofia

Kyustendil

基础设施

基础电信运营商有光纤网络和3G覆盖（201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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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urgas

Varna

Balchik

Dobrich

Silistra

Ruse

Razgrad

Shumen

ProvadiaTargovishte

Nesebar
Lozenec

Yambol

Sliven

Kapitan Andreevo

Svilengrad

Kardzhali

Haskovo

Stara Zagora

Plovdiv

Gabrovo

Svishtov

Veliko Tarnovo

Kazanlak

VIVACOM

2G
3G
3G	14.4mbps

GCN

BULGARTEL

NETERRA

正在建设的道路

正在建设的道路

bfor	trace

基础设施

基础电信运营商有光纤网络和3G覆盖（201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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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202

1 909

1 611

1 462

1 377

1 384

1 234

1 190

1 020

992

如果考虑上网的速度，我愿意住在
索非亚

费尔南多•吉尔•德•伯纳比，恩科
高级主管

索非亚宽带接入的质量排世界第11位，在欧
洲城市位居第6位

保加利亚能够提供良好的互联网基础设施

最近完成的研究显示，在最快的互联网连接（Kbps下载速度）方面，保加

利亚排在世界第3位

来源：BuddeComm	基于ITU	data;	Panda	Network	2011年9月

韩国

罗马尼亚

保加利亚

立陶宛

拉脱维亚

日本

瑞典

乌克兰

丹麦

香港

基础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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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5

82

68

56

52

49

43

42.5

39

33.5

32.5

索非亚的宽带接入（访问）质量，在世界各国处于领先者行列

《年宽带质量得分》

根据这些标准，保加利亚在效益型经济体的名单上处在前列，其宽带进入质量提
高了57%。

牛津大学赛德商学院第三个年度调查报告监测72个国家和239个城市的宽

带入户质量。其中14个，包括保加利亚，已经准备好推行“未来应用”互

联网，如高清晰度的网络电视、高质的视频通信服务等。

来源：netindex.com,	Cisco&Said	Business	School	(Oxford	University)

保加利亚是全球互联网价格最便宜的
国家：0.41欧元/Mbps
Netindex.com

横滨（1）

名古屋（2）

首尔（5）

索非亚（10）

布加勒斯特（14）

东京（18）

芝加哥（27）

纽约（29）

布达佩斯（38）

休斯敦（56）

洛杉矶（63）

基础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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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力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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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加利亚在信息学教育方面有深厚的传统，为劳
动力市场培养了大量高度熟练的IT专业人士

人力资源 高等教育

保加利亚有必需的受过良好教育的高素
质专业人士，他们具有很高的理论的知
识书评，了解业务同时，有能力提供有
效合理的国际解决方案。

A.T.Kearney
科尔尼公司（A.T.Kearney）

关于人力资源的关键数据：

	 220家信息和通信技术专业高中，其外语教学扎实认真

	 15个以上设有信息和通信技术专业的大学

	 	信息和通信技术认证项目，使保加利亚持证上岗的信息和通信技术程序员占欧洲
第3位

	 为数众多的专家，其中一些在国外接受的教育

	 具竞争力的薪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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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270

3 900

3 500

620

490

470

320

100

计算机科学，信息系统和信息技术

商业信息系统和技术

通信和网络技术

数学与应用数学

统计

软件工程

媒体计算技术

其他

人力资源 高等教育

来源：教育部,	BASSCOM	Barometer	2011

保加利亚具有高度发达的专攻电子学、
工程学和计算机科学的教育制度。
Outsourcing	Center	–	Alsbrodge	

Company

已经参加工作的90%左右是毕业于下面两个大学的：

	 	索非亚技术大学：	41,5%

	 	索非亚大学：	38,8%

每年保加利亚大学有3	500	名信息专业的毕业生。数据显示一个积极
的趋势：	2001年以来报考该专业的总人数翻了一番。

IT领域各专业学生人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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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力资源

	 	三星电子保加利亚分公司与国家技术学院合作开办了一个新的教学机

构----三星技术设计学校。	这一合作项目针对年龄在10至12岁的学

生，合作期间，每周六该院教师在国家技术学院讲授绘画课、插画课

（illustration	classes）和构图学课程。

	 	保加利亚新大学开设了一门新专业：“电脑游戏技术”。	选择攻读

这一专业的大学生将详细地研究学习电脑游戏的全面制作过程。保加

利亚新大学已经为该专业的学生安排了软件公司的实习事宜。

教育与企业在信息技术领域一起合作并教育快速
赶上市场需求。

美国的NASA选择保加利亚做为„Space	Apps	Challenge“的东
道主。	这一技术比赛将于2013年4月20至21日在索非亚和41
国家的其他城市同时举行，并以虚拟的方式聚集全球各国的
人才一起开发提高人类生活质量的新方案，同时还必将为探
索太空使命的发展做出重要的贡献。



32

www.uni-sofia.bg

www.tu-sofia.bg

www.nbu.bg

人力资源 	人力资源	示例大学

索非亚大学
		 2.5万名学生
		 每年数学和信息系有2	500名学生
		 吸引区域和国际著名比赛的优胜者
		由	IBM、Oracle	管理的实验室；	
		 有与哈佛大学合办的中心
		 	16个系：	现代语言、法律、经济和工商管理等专

业
		 	与巴黎索邦大学、波尔多第四大学和西雅图市大学

合作的双学位课程
		用英语、德语和法语教学的商务和技术领域的专业

索非亚技术大学
	 1.4万名学生
	 	电子学、计算机科学、机械工程学、运输业、电信

学、工商管理系
	 三个工科系，分别用英语、德语和法语授课
	 	跟国际科技公司，如西门子、爱立信、惠普、微软

公司、戴姆勒——克莱斯勒，Globul等建立了合作
伙伴关系

新保加利亚大学
	 1.2万名学生
	 私立大学
	 专于社会科学、自然科学、工艺学、艺术等方面
	 	英国开放大学（the	Open	University	in	Great	

Britain）的分支
	 吸引世界各地的荣誉讲师
	 现代化的设备和开发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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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ww.aubg.bg

www.tu-varna.bg

uni-plovdiv.bg

在保加利亚美国大学
		 1	200名学生
		 私立大学
		 	语言和文学系，商业、计算机科学、经济、新闻

学、数学和自然科学、政治科学系
		 	为其毕业生提供在美国和欧洲有名的大学，如哈

佛商学院，哥伦比亚大学，伦敦大学，麻省理工
学院继续学习的机会

瓦尔纳技术大学
	 4	500名学生
	 信息专业包括：

——软件和互联网技术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该大学有7个专业的最新IT实验室
	 	2009年，“Integration	of	Virtualization	and	

Mobility	for	Learning”项目参加了	“2009HP	
教育创新资助计划”比赛并获奖。

普罗夫迪夫大学
		 1.2万名学生
		 	经济和社会科学系，	数学和信息学系，	现代语

言、法律、哲学和历史系
		 	与欧盟、印度、印度尼西亚、加拿大、哥伦比

亚、墨西哥、土耳其、俄罗斯等国家的教育机关
合作

人力资源 	人力资源	示例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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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力资源	 IT认证

就获得认证的IT专业人士的绝对数字而言，保加
利亚位于欧洲第3位，位于世界第10位

	 IBM	公司，软件公司和ESRI公司提供各种的密集培训课程

	 56所恩科（CISCO）	网络技术学院：
-	每年3	000	名学生；
-	最近5年内	1.4万人接受了CISCO课程的培训

	 SAP大学合作的项目：
——索非亚大学
——索非亚技术大学
——国家与世界经济大学

	 甲骨文学院（Oracle	Academy）	和高中及信息科技系合作

	 ~	1000名保加利亚人获得惠普保加利亚教育中心的认证书

在IT领域工作的人53%拥有硕士学位。
53%	的专业人士均获得ICT认证书

来源：全国就业局	,	2010/201;	Computerwor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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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力资源 中学教育

……国际信息学奥林匹克竞赛是教科文组织代表、保加利亚教
授森多夫提议举办的
……第一届国际信息学奥林匹克1989年5月份在保加利亚普拉维
茨举行的

国际信息学奥林匹克竞赛官方网站

传统上，保加利亚的中学在数学和信息学方
面的教育水平很高。最近15年，保加利亚中
学生在国际信息奥林匹克竞赛上获得了10块
金牌、22块银牌和22块铜牌。

现在保加利亚一共有200	所中学提供信息和通信技术专业教育

	 1,5万名学生在中学接受信息通信专业的扎实教育

	 	在大部分中学里除了ICT专业，作为第二专业课程，学生还学习英语
（82%）。德语和法语也很普遍

来源：	教育和科学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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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加利亚中学

人力资源 中学教育

普拉维茨（Pravets）计算机技术及系统职业学校

		 1986年被索非亚技术大学认可
		 	2	000多名ICT专业人士毕业于该校，并在事业上获

得了成功的发展
		 	教学计划包括微处理器技术、计算机系体结构、多

媒体等高级课程
		 	957	学时的英语课
		 	老师来自索非亚技术大学

索非亚数学高中
	 在	4—12年级专业教授数学和信息学知识
	 课程内容包括密集的外语教学
	 学生经常性地参加数学和信息学比赛
	 数个国际数学和信息学奥林匹克竞赛的优胜者

保加利亚信息学队于2012年在匈
牙利举行的第19届中欧信息学奥
林匹克竞赛中获得第一名，比赛
中打败了罗马尼亚、波兰、捷
克、克罗地亚、匈牙利、斯洛伐
克、德国、以色列、瑞士和荷兰
等队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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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4

7,8

2,7

2,7

2,3

2,2

2,1

1,5

2,0

1,3

28

19

17

9

8

7

12

斯洛伐克

保加利亚

欧盟-27国（平
均）

捷克

罗马尼亚

斯洛文尼亚

匈牙利

波兰

土耳其

西班牙

商务与经济

社会科学

技术科学

医学

法律

语言文学

其他

人力资源中学教育 在国外取得的学术成果	

保加利亚是欧洲国外留学生数最多的
国家之一。毕业后回国的人中17%是技
术专业毕业的

除了良好工作的环境和优厚的工资以外，ICT专业人员也有发展
事业、积累丰富的经验的很多机会。

我在维也纳的大部分同学或者已经回国，或者打算毕业以后回
国

约尔丹•约尔丹诺夫，ProSyst软件工程师，维也纳技术大学信
息管理学学士

我相信我们怎么生活主要应该由我们自己决定，而不是由我们
所在国家决定。对我来讲，周围的工作氛围很重要。我在索非
亚这个地方找到了一个良好的、有挑战性的工作环境，而且我
特别喜欢跟我的同事工作和交往。同时，离我在塞尔维亚的家
庭和朋友的距离也并不太远。	在这里我感觉应有尽有，和在自
己家一样。

2009年在国外学习的欧洲国家学生的
比例	（%）

2006-2010	年根据学习的外语7年级后入中学
的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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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17 17

40

            8 584

        7 592

                 6 987

          4 589

     3 701

    3 348

  2 980

      2 161

   1 651

  1 364

  1 273

838

工资

保加利亚因IT部门具有为数众多的高素质专业人士而
著名…

人力资源

保加利亚IT部门的劳动市场在欧洲跻身发展最快的劳动市场行列，其工资、职
业技能、发展前景等均接近国内劳动市场的最高水平。

Goal	Europe

	 	索非亚和人口10万以上的其他大城
市的IT领域专业人士的密度（该领
域74%的从业者集中在）

	 	专业人士基本上都很年轻——74%在
45岁以下

	 	大部分ICT专业人士在保加利亚私营
公司工作的（69%）

来源：ICT	Top100,Computerworld,	2011

预计在保加利亚新签合同最多的产（%）

各部门就业总人数

其他运输及旅
游业

电信资讯科技及
互联网

Telecom services

Other IT services

Export

Hardware sales

System integration

 Software sales

Software development

Training

Distribution

SCS

E-services

Consul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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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16

                    997

                 929

                 920

              861

             850

            828

            827

            823

         760

       726

595

             16 536

           17 830

       20 345

       20 484

  22 736

 23 949

23 989

20 752

         28 487

                    38 119

       27 043

                 35 729

           29 730

        27 320

工资

……在有竞争力的薪酬条件下工作的人

	 	2012年，保加利亚的工资水平有9%的增长。	虽然如此，与周围其他国家相
比，保加利亚信息技术行业的劳动工资水平仍然较低，不同城市之间的工资
差距也相当悬殊。

	 	该部门的工资取决于几个因素：位置、教育水平、职业素养和经验。2011年
显示工资和年度奖金有所下降

人力资源

信息技术行业平均年工资，2012年

保加利亚年工资与其他欧洲国家的比较（美元/月）

Software	Developer
Sr.	Software	Engineer	/	Developer	/	
Programmer	

注意：取决于经验，工资会更高	

索非亚ICT领域专业人员工资比其他城市高20%。

来源：Computerworld,	2011,	Payscale	2012

Telecom services

Consulting

Training

Software development

Export

Other IT services

E-services

 Software sales

System integration

Distribution

Hardware sales

SCS

保加利亚

波兰

斯洛伐克

罗马尼亚

匈牙利

捷克

斯洛文尼亚



 

 

 

成功的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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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功的例子

	 	排在2010年保加利亚系统集成商第一名（据Computerworld保加利

亚IT100强公司的调查）

	 保加利亚最大的	SAP	集成商，已在本地市场实施60多项

是2012年伦敦奥运会、2014年索契冬奥会和2016年里约热内卢夏季

奥运会官方IT合作伙伴

公司的保加利亚分公司将是该项目的一部份

整合、管理及支持巨大的IT系统。该系统把运动员的成绩、关于运

动员的信息在不到0.3秒的时间内送达观众和媒体。

作为国际奥委会全球IT合作伙伴，Atos负责领导合作伙伴组成的联合体，设

计、成立及运营至关重要的大规模IT基础设施和支持2012年的伦敦奥运会运行

的软件解决方案。

成立：2011年(通过	收购西门

子IT解决方案和服务)

员工：100人

业务：Homeland	security	

systems,	Cloud

ATOS

“保加利亚可成为IT精品服务的完美供应国，也可

成为欧盟深入东欧较小市场的平台。其最大的优势

就是宏观经济的可预见性和软件工程师进行风险管

理的能力”。

维斯卡•达维多娃，ATOS保加利亚，执行经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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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保加利亚是世界上少有的发展Cisco核心业

务，即软件的开发业务的地方

	 	完成了保加利亚几家大型电信公司主要基础

设施的项目

教育活动的投资者
Cisco在通过技术学院网开展教育和人才发展方面，已经有很长的历史。保加利亚	
的Cisco	Networking	Academy（恩科网络技术学院）项目是1999年启动的。现在全
国有50所学院和3500名学生。Cisco	Networking	Academy启动以来1.7万多名保加
利亚大学生参加过Cisco	Academy组织的培训班。

索非亚研发办公室
该研发办公室是	Cisco	Collaboration	Enterprise	
Platform的一部分。现在大概有70个人为不同的项目
工作，包括了软件领域研发活动的各个方面。

成立：1999年

员工：100人

业务：Software	

development,System	

integration

成功的例子

“如果你有IT领域的中小型企业投资项目，需要会说外语、价格实
惠，且会说多种外语的高素质人力资源提供的广泛服务，那么，保加
利亚就是这种投资的理想投资地”。

博里斯拉夫•迪米特罗夫，	CISCO	保加利亚总经理

CISC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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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功的例子 CSC

软件解决方案的开发、集成和维护

作为CSC在保加利亚的主要解决方案中心(Solution	Center	),		CSC将为保加

利亚提供具有创新性，针对性且易执行的信息技术解决方案。

企业的经营范围包括各种服务，如软件开发，.Net服务，Java、Data	

Warehouse	Solutions应用程序开发，数据库管理等。

CSC	保加利亚完全管理着一些项目（策

划、开发、测试、集成和维护）

成立：2008年

员工：660个人

业务：Software	development,	

Integration	and	Maintenance

CSC的客户中由金融行业的几家巨头企业组成。

CSC全面管理有关项目（从规格编写到程序开发、测

试、集成和维护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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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功的例子

该公司保加利亚团队研发的产品有：vSphere	Client,、VC	Orchestrator和	

PowerCLI。他们对vCloud	Director,	虚拟中心,	Site	Recovery	Manager,	

vCOPs.做出了显著的贡献。

	 	VMWARE保加利亚是VMWARE在欧洲、中
东和非洲地区的最大的全球化发展中
心，也是VMWARE第三大全球研发中心

	 	公认为除帕罗奥图之外最成熟的中

心，也是	Vmware在全世界最成功的科

学研究和发展中心之一

成立：2007年

员工：300人

业务：Cloud	and	

Infrastructure	

Management,	Automation

and	Availability

VMware

Vmwave在保加利亚已经并将继续做出重大投资。公司在索非亚的团队为公司

的产品组合增加了战略价值，他们计划继续成长和发展。	迪安娜•斯特凡诺

娃，VMware保加利亚执行经理

迪安娜•斯特凡诺娃，VMware保加利亚执行经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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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功的例子 Johnson	Controls

成立：	2001年

员工：500人（包括460工程师）

业务：	Automotive	Research	&	

Development	Engineering	Center

	 开发了120多种电子设备，在欧洲每10辆小车中8辆有这些设备

	 产品安全测试和验证

	 	Johnson	Controls有8个全球新产品研发中心，索非亚研发中心是其最大

的汽车电子产品研发中心

	 几乎为所有汽车公司的各车型的仪表盘和多媒体电子系统开发了软件

	 现有为4所技术大学和1所商务大学设立的投资计划和实习项目

客户：标致
Johnson	Controls保加利亚最近被评为2010年标致雪铁龙

挡风玻璃显示器开发创新大赛的优胜者。该产品的软件全

部在保加利亚开发制作。

这是一套附加装置，为驾驶人员提供速度、自动驾驶状

态、限速器和其他信号等重要信息，将其直接显示在驾驶

人员的视线中，使其注意力不从路面转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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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ohnson	Controls Johnson	Controls成功的例子

客户：宝马
描述：BMW	PL6IC是宝马L6系列汽车（包括以下车型……）的高级仪表盘，有几

个型号（high	line,	mid	line,	Rolls	Royce	и	M-sport）。该仪表盘是一套

多功能设备，其基本的功能是提供TFT大屏幕、指示灯、步进电机等信息，同

时，也显示挡风玻璃显示器的图像。是由美国江森自控国际（JCI）（负责集群

子系统）和德国博世（Robert	Bosch）（负责图形子系统）联合开发的。

客户：福特
描述：

仪表盘继承了著名的混合动力汽车（HEV）的设计，是专门为林肯汽车设计开

发的。跟其前身一样，这款仪表盘有两个TFT屏幕（800x480像素）和中央车速

仪。

软件增补包括：

	 为林肯设计的新的彩色图表（图中的灰色器件）

	 为林肯设计的新警告音

	 	仪表盘右侧的“ECO花朵”——福特增加这一功能的目的是以游戏形式激励

驾驶者环保驾驶（为了获得更多的花朵，必须更高效地驾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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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功的例子 Stanga	One

成立:	1999

城市:	索非亚,	普罗夫迪夫

员工:	250人

业务:	web	development	applications,	

digital	production,	engineering	

services,	QA	&	testing

技术:HTML,	HTML5,	xHTML,	CSS,	CSS3,	Java	Script,	Cufon,	Adobe	

Photoshop,	Adobe	Illustrator,	Adobe	InDesign,	Adobe	Flash,PHP,	etc.

Stanga的发展历史：

1999年：在索非亚市成立，作为软件开发商，互联网解决方案提供商

2007年：跨国企业One	1	成为公司的股东，StrangaOne1品牌诞生。

2011年：两个新的发展中心在普罗夫迪夫市开业。

2012年：2012年的Computerworld	ICT	100强以经营收入为标准将

StrangaOne1列为保加利亚软件服务出口商的3强企业。

Vassil	Guenov	（左边）——StrangaOne1总经理，在2012年索非亚市最佳ICT工作人员颁奖典礼
上从Job	Tiger的执行官Svetlozar	Pertov手中获得IT行业的一等奖奖杯。

在保加利亚迅速找到2000家支行和3400台取款机

					 	 			可用iOS或Android使用的Bankomati扫描所在地区后立即生产标

记能取钱的支行和取款机的互动地图。	同时，Bankomati的功能极其方便实用，尤

其在寻找ATM机，计划下一次到保加利亚的商务差旅或旅行时更为方便。	

十多年来，StangaOne	1	已经作为全球许多领先事务所和品牌企业的优先合作伙

伴，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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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功的例子 Bianor

iMediaShare——	私人电视机“遥控装置”

成立：1998年

员工：60人

业务：Mobile	&	Wireless	

Software	Solutions

	 	为全球客户提供咨询服务和技
术解决方案

	 	项目的范围从TELECOM-GRADE	
BACK-END	SERVICES到企业和个
人的移动应用

	 	iMediaShare将智能手机变成遥控器，通过电视传输在线流媒体，无需安

装设置或电缆

	 通过手机一键将无线多媒体流传输至家用多媒体设备

	 	使从家用电视机点播在线视频内容及从任何地方任何设备定阅频道的问

题变得方便易行

	 该服务的目的是向媒体公司提供传播技术和预置定向广告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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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功的例子 ProSyst

	 	该公司于1997年成立于德国的科隆

	 	软件研发完全在保加利亚进行，或
者以保加利亚团队为首与德国和韩
国的分公司合作

	 	产品完全供出口

2000年，该公司的一半员工组成了

ProSyst1，并被SAP并购。在进行谈判

和商业交易的过程中，公司被更名为

InQMy，并在此后成为软件巨头SAP的一

部分，即以SAP	Labs保加利亚为名的技

术中心。

几个项目获得了欧盟、美国和

亚洲领先的服务供货商颁发的

奖项

ProSyst的OSGi	MBS解决方案已经

售出400万次以上。

ProSyst拥有一个从财富100强到个人作

坊的全球客户群：

飞利浦、奥迪、宝马、三星、德国电

信、诺基亚、西门子、摩托罗拉、阿尔

卡特朗讯、思科、美诺公司、江森自

控、SAP、惠普、博世公司、西班牙电

话公司等

成立：	1997年

员工：	85人

业务：	Embedded	Software,	OSGi	

Solu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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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功的例子 ProSyst

	 	Busch	ComfortTouch结合了家庭控制和信息娱乐
中心的功能

	 	通过Busch-ComfortTouch，可以控制室内光线和
百叶窗，调节室内温度，播放MP3或视频文件，收
发电子邮件，网上冲浪，或设置叫醒闹铃——甚
至可以远程控制

	 	Busch-ComfortTouch运行使用ProSyst	MBS	OSGi
技术

	 	通过监控功能（SuperVision），可以从一个集中的位置，比如烤箱的显示
仪，读取联网电器的当前状态信息

	 	连接功能（connectivity）使灶台和抽油烟机之间实现信息沟通，以保持良
好的室内环境，并对环境加以保护，避免不必要的能源消耗

	 	通过信息服务功能（InfoService），网内各电器可以通过电子邮件发送其
状态、指令和出错通知，并就如何解决问题提出建议

	 	使用Miele	Gateway，联网的家电被集成在一个现有的内部系统中。这样就
可以对系统内的家用电器实现远程控制和操作，比如从个人电脑上通过互联
网或者用手机完成

	 	智能电网（Smart	Grid）显示全天电价的浮动，反映电能的供给与需求。通
过使用智能电网技术，Miele家电可以选择和使用较低价格的电力

完全由保加利亚IT团队研发的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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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功的例子 SAP

SAP是最大的商务软件公司，在全球50多个国家设有中心，共有员工
5.4万多人。

成立：2000年

员工：500人

业务：Software	Research	&	

Development，Maintenance	&	

Support

“11年前，为了填补具体的产品空白，SAP来到了保加利亚，后来，
因为这里的人才，我们留了下来。在发挥人才潜力的同时，最近几年
SAP保加利亚实验室发展到拥有500多名员工的规模，并成功地确立
了SAP在全球JAVA领域关键角色的地位。索非亚实验室在Enterprise	

Java	space上的投资实际上提供了SAP全部的JAVA产品。”

普拉门•蒂列夫，SAP保加利亚实验室，执行经理

SAP中东欧地区的第一笔投资同类项目的软件程序已经在德国、
以色列和美国进行了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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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P	NetWeaver	Platform	
Development.

作为参加SAP商用程序和应用平台发展业务的技术中心，该实验室对一
些产品的开发做出了贡献，这些产品如SAP	NetWeaver	Composition	
Environment,	BPM,	PI,	Enterprise	Portal	–	包括它们的管理和生
命周期管理。在on-demand领域，该实验室提供了OnDemand	Java平台中
的大部分。

在Lean	thinking应用和大型软件开发的灵活方法方面，该实验室在保
加利亚都是先锋和领导者。
该公司在保加利亚商界是活跃分子，它经常组织和支持以软件发展为重
点的商务活动，还还与保加利亚的高校就SAP	University	Alliances计
划开展合作。
SAP	Labs于2006年和2008年获得了翰威特最佳用工企业奖，2008年成为
了年度信息通讯技术公司，除此之外，还获得过东南欧国际投资者奖及
欧洲最佳企业奖提名。

成功的例子 SA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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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功的例子 BSS

主要客户：

		 	Air	Canada

		 	Air	Holand

		 	Big	Bus	Company

		 	Michelin等。

项目：
Mobile	Ticketing	System

这一系统包括PDA软件和Back	Office系统。
PDA软件的主要特性如下：	现金、信用卡、凭单支付、大量的货币出售、折
扣、取消、条形码读取或制作等服务。
后勤办公室系统的特点：	接触层级，不同票价、发票、会计等。

Truck	Analyst
信息管理程序和会计、沟通模块

Mobile	Orders
Android的移动订单程序

E-Commerce	System
Rich	Internet	Applications	(RIA)	，提高网上购物方便的应用程序
这一程序提供更高的转换率，可以帮助需要提高自己品牌价值的零售商，使他
们区别于其他的在线零售公司。
The	e-Commerce	使网上购物变得更活跃、更符合顾客需要、更易于使用。

成立时间：2003年

人员数：	10人

经营范围：	移动软件，网页

式应用程序和解决方案

经营地区：	索非亚市和澳大

利亚布里斯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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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供全球分销系统，在20多个国家建

立了分支机构和合作伙伴网

		 	在欧洲、中东、非洲、亚洲和美洲完

成了180多个项目

		 	为提供财产保险、意外保
险、人寿保险、养老保险
和健康保险的公司制作和
提供商务软件

		 	提供模块化的解决方案，
可从横向和纵向实现对保
险业各方面的全覆盖

		 	为全球40多家保险公司组成的客户群安装了软件
		 	组织可以由INSIS激活的直接处理程序，建设外部系统，为客户建设网站，为一

些机构建设门户网站
		 	在GARTNER最新报告中分析到的各个方面，FADATA除一点之外都排在第一位。这

一报告严格审查了欧洲NON-LIFE	POLICY	ADMINISTRATION	SYSTEMS（非寿险保单
管理系统）的可能性	

		 	被公认具有同时在多个国家和企业内扩展业务的能力及为客户着想的灵活性和概
念

成立：	1990年

员工：	170人

业务：	Software	

development	

and	implementation

成功的例子 Fada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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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功的例子

自主开发的产品（40+项移动应用程序）：

		 Melon的应用程序每月下载量为20万次

		 1000万以上的设备使用Melon应用程序

GPS	Voice	Navigation	为那些以
Windows为操作系统的手机在每个拐
弯处提供语音指导服务，同时能提供
周围宾馆、加油站、测速摄像头等的
信息。	GPS	Voice	Navigation	能
提供Google®,	Bing®,	Nokia®	和
MapQuest®四种地图和不同的迂回路
线。	这一应用程序连续几年占美国等
国外市场收费软件的前三名。

诺基亚重装，约500万次

从2007年起，诺基亚授权Advanced	
Call	Manger全功能版本，用于诺基
亚	E71、	E66	和	E63的全球销售，
通过这种方式，让这一应用程序作
为诺基亚标准预装软件的一部分为
诺基亚用户所接受。Advanced	Call	
Manger、Advanced	Device	Locks	和
SMS	Spam	Manager是诺基亚在亚
太地区的E系列手机嵌入软件的一
部分。SMS	Spam	Manager	和Easy	
Reject的完全版被预装在诺基亚在印
度销售的E系列和N系列手机上。

成立：2000年

员工：150人

业务：Software	

development	Multimedia

Mel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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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ccess Stories

The	Hotel	Finder应用程序是Windows	Store的一个
主要部分，也位于应用程序排行榜前列。

成功的例子

E-Learning产品及服务

		学习管理平台和创作工具包5

		 多学习者使用Melon的产品和内容

为以下客户提供软件开发服务：

		 	企业客户（可口可乐希腊，诺基亚，飞利浦，保加利亚埃格蒙特公

司，Selecta）

		 		25+创业公司，其中1/4总部设在伦敦（Bookatable.com,	fotoalbum.eu）

		 欧盟和美国的软件公司/外包机构

Mel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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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
Musala	Soft	是一家软件工程服务公司，经营范围包括近岸、离岸活
动，多种复杂软件商品供应，IT咨询和解决方案。	公司的客户包括IBM	
Corporation,	Cisco,	VMware,	SAP,	Allianz,	HP,	Piraeus	Bank,	OMV,	
Bulgarian	National	Revenue	Agency,	Dutch	Customs等等。

	 IBM软件方面的业务合作伙伴
	 Microsoft黄金级认证伙伴
	 Oracle认证伙伴
	 TIBCO的顾问

研究开发活动
研究开发中心主要是针对信息可视化（尤其是在小型屏幕上），移动机器自
动化测试，系统性软件分析，软件现代化和发展方面的研究与开发。

商品
公司的最新商品是移动设备上使用的商品，包括：

cAPPalogue-分辨率高、易于使用的商品目录，允许以完全移动的方式进行
购物。	此商品的目标是允许用户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都能试着在线或线
下购买商品，且与e-Commerce的平台兼容。

成立：2000年

员工：200多人

业务：Software	development,	

System	integration,	Embedded	&	

Mobile	Apps	

成功的例子 Musala	Sof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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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保加利亚第一家获得欧洲软件学院国际CMMI三级中小企业Software	
Excellence奖（2010）的公司

	 赞助参加国际数学和信息比赛的保加利亚国家队
	 公司每年的研发费用占公司总支出的10%左右

成功的例子 Musala	Soft

MusalaSoft组织开发教育游戏，目的是让
孩子们在游戏过程中获得学习的机会。这
些游戏可以开拓孩子们的逻辑思维和创
造力，并带领他们穿梭于复杂的几何图形
中。最初，这些游戏只建立在Apple的产
品（iPhone	/	iPad	/	iPod）基础之上，
但是游戏开发者正在考虑将其他的流行平
台和设备（Android,	Nokia	OVI,	WP7）
也包括进来。

Smart	Source	Analyzer	——改进、审计和管理软件开发系统质量的平台。
它通过使用这些统计分析方法和人工智能来识别和分析软件系统、问题元素
和反模式。该项目的合作伙伴是索非亚大学、索非亚技术大学和保加利亚科
学院。

imMediate-创新的媒体平台，用户可以通过个人化的移动应用程序发表
资料	。这样，用户能享受更灵活的功能，更丰富的资讯内容，并无限
地嵌入高分辨率的视频、图像廊、互动调查等。	同时，出版商可以节
省打印、物流等方面的技术开支，并减少碳足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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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ww.netagesolutions.com

	 客户：220	+
	 项目：350	+
	 获奖：70	+,	3	次年度公司奖

客户包括：
	 世界银行
	 	第一投资银行（First	

Investment	Bank）
	 高力国际
	 林德纳集团等

为美国、欧洲和保加利亚的220多家大型企业客户完成了350多个项目，建设
符合国际质量标准的网站。

已开发用于网络媒体、电子商务、门户网站和内部网内容管理的高尖端管理
系统。
为客户完成企业网站与ERP、CRM及第三方软件的集成与一体化。

成立：1998年

业务：Web	design	&	Development

专长：Online	media,	E-shops,	

Corporate	websites,	SEO

成功的例子 Netage	&	Netage	Solutions

Solutions是CRM软件和另类资产行业网上申报系统供货商的领先者，另类资
产包括私人股本和风险投资公司、对冲基金、房地产投资公司、基金、经
纪、家庭办公室和机构投资者公司等
DynamoTM	Netage	Solutions具有十多年的专业经验，已经成为200多家世界
最大另类投资公司可靠的平台。该公司的客户经营管理着总值4	000亿美元的
资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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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户包括：
	 世界银行
	 	第一投资银行（First	

Investment	Bank）
	 高力国际
	 林德纳集团等

	 	被评为保加利亚最佳用工企业，入选十佳东欧用工企业

	 	是保加利亚3个最早获得Capability	Maturity	Model	Integration.认
证的软件公司之一

	 	Nemetschek通过其合作伙伴，为Chrysler、Rolls	Royce、Maserati、

	 Honda、Biticino、Allianz等终端用户提供软件开发服务

	 	为国际EDMS	(Electronic	Document	Management	System——电子文档
管理系统)	Doc	Ware领先者之一提供软件服务，并在保加利亚文化部、
保加利亚首都区政府、保加利亚国家图书馆等组织和机构使用其解决方
案

	 	Nemetschek	Bulgaria为其美国客户开发的CAD	(Computer	Aided	
Design)系统跻身世界领先者行列，并成为在日本最受欢迎的软件之一

成立：1998年

员工：150人

业务：Software	development	

services,Consulting,	Product	

development

成功的例子 Nemetschek

“保加利亚的IT行业已很成熟，足以提
供优秀的专家和技术知识（Know-how。
使其与众不同的是其为客户带来的附加
值。”

格奥尔基•布拉什纳罗夫，Nemetschek	
Bulgaria总经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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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功的例子 Quality House

中东欧的第一并唯一通过认证的ISTQB教学材料供应商，SEETB	
(South	East	European	Testing	Board)的合作伙伴。

公司的客户包括国内外许多领先软件公司，如：
	 Siemens
	 SAP	AG
	 Infragistics
	 CISCO
	 Software	AG
	 Telerik等.

具有以下方面的丰富经验：
	 中小型企业的ERP系统
	 SAP	系统
	 Web应用程序和专门门户
	 E-商业解决方案
	 投资资金
	 在线支付解决方案
	 发票管理
	 移动技术
	 内装通讯软件等。

公司的业务包括与自动化测试有关的专业服务：
	 自动化测试的评估工具
	 全部或局部的商品/应用程序自动化测试

成立:	2004

员工:	30人

城市:	索非亚,	普罗夫迪夫

业务:	Software	Testing	and	

Quality	Assur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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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rma Group Holding成功的例子

	 	保加利亚的软件集团Sirma	Group	Holding	(SGH)是东北欧的最
大软件集团之一，包括21家合资企业。

	 	SGH代表新时代的信息技术企业，其价格效率是它的一个但
并不是唯一的一个竞争优势，其他的优点包括创新的专业知
识，Agile	Software	Development和软件工程分行业的广阔
know-how。

	 	集团商品已获得本行业中的许多重要奖项。	SGH集团的主要成功
因素是拥有一支专业知识广博的IT队伍，基于新技术和新理念的
商品和具有竞争力的价格。

Sirma主要针对如下软件开发最先进业务：

	 电子管理

	 移动服务和应用程序

	 电信

	 银行和金融服务

	 网络平台

	 ERP,	CRM,	BPM	和	BI

	 语义技术

	 企业搜索工具

	 网站支持，托管服务

	 Private	Cloud	Computing

	 CAD/CAM.

Sirma在美国、英国、德国、挪威、加拿大、巴西、土耳其等国家均
有合作伙伴，因此能更有效地满足各国市场的特殊需求

成立:	1992

员工:	400+人

业务:	Software	development	and	

integration	services,	R&D,	IT	

consulting,	Outsourcing

开办一家新企业时，最重要的是你所能
依靠的队伍。	人力资源是公司能否成功
的主要因素，也是能为企业项目带来启
发的成分。	除此之外，一切都是自愿计
划方面上的问题。	

Tsvetan	Alexiev,	首席执行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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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ww.loyax.com

Loyax平台有何宗旨？

	 	是针对满足那些愿意通过采用规模化忠诚度平台提高销售量的商家和服务
供应商需要的一个云解决方案；

	 	商家能使用销售信息更有效地对自己的顾客进行详细分类；

	 	能为商家提供一种适合任何商务模式的灵活解决方案。
-	是一个独立的解决方案，具有易用的SMB版本
-	能与现有的软件兼容——企业版本。

Loyax的主要特点：
	
	 积分积累	
	 各种优惠
	 积分交换
	 用户忠诚度报告
	 一种或多种业务的规模化解决方案

Sirma Group Holding成功的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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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供设计、系统集成和服务系统支持
等服务

	 	在整个欧洲、中东和非洲地区完成了
100多个项目

	 荣获2010年中型企业创新奖

成立：1991年

员工：70人

业务：Telecommunications,	

Networking	and	Microelectronics	

成功的例子 Smartcom

在微电子领域，该公司为Design	Automation	(EDA)开发软件并为Design	
Enablement提供服务。EDA事业部的研究包括无线电波（RF）和微电子机械
系统（MEMS）的设计、模拟和仿真。

	 	这是一种集成的Fiber	Active	Ethernet到户（FTTH）方式，是三重和四
重play服务

	 使用DHCP	中继，可以识别用户，并对用户进行更好的管理
	 	应用质量服务（QoS）和带宽管理机制，以确保为终端用户提供高水平的

服务
	 	它具有先进的远程监控和配置管理功能

Strong	Access	Fami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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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3排名“强新星”技术发展快-50程序——是中东欧地区技术发展最快50强
企业的项目，此奖是根据过去3年的收入增长率确定的。

	 	94个国家的10万个以上的组织和机构
使用Telerik的产品

	 	用户中有许多是财富世界500强企
业，也有著名的教育机构、政府机构
和非营利性组织

	 	在全球设有9个办事处

成立：2002年

员工：350人

业务：Software	development	

成功的例子	 Telerik

Telerik是微软的金牌认证合作伙伴。
微软宣布Telerik为2010年中东欧地区年度合作伙伴。Telerik是因其内容管
理系统Sitefinity	(CMS)而获得此荣誉的。

产品	
	 	Data	Access	–	OpenAccess——一个方便的、通过可视化设计为所有流

行的数据库建立强大数据分区的工具
	 	TeamPulse——一款帮助团队组织工作、相互协作、分享知识的工具软件

Sitefinity	——下一代公共网站和内部网

页的Web平台，已有8	000多个客户使用，其

中包括希思罗机场、丰田、可口可乐、巴斯

夫、拜耳、AT＆T公司、宜家和其他许多各

行业的龙头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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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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nvestBulgaria Agen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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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ofia 1000, Bulgaria

   Tel.: +359 2 985-5500

   Fax: +359 2 980-13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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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ww.investbg.government.b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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