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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对新冠疫情: 重塑外包服务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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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十年，市场和公司的交易环境发生了很大变化。监管改革、技术发展、市场参与

者之间互动性的加强以及电子交易和程序自动化水平的提高，都增加了市场的复杂性，

使人们更加注重经营效率。这些发展激励公司将某些业务外包给服务提供商，其带来

的好处包括：降低运营成本和管理费用，以及提高专注度和服务质量。2019 年，全球

外包服务市场规模达 925 亿美元。1 

 

然而，新冠疫情的暴发也揭露了外包服务安排的一些缺点，特别是涉及到离岸外包服

务提供商（“离岸外包服务提供商”）的安排。这些缺点大多是由于为抗击疫情的蔓

延而实施的限制人员流动的法令造成的。以印度为例，2019 年印度被列为离岸商业服

务最具吸引力的国家2，印度政府于 2020 年 3 月 24 日实施强制封锁，限制全国范围内

的公务及个人旅行，这种封锁已经延长到 2020 年 6 月 30 日。3尽管印度政府宣布了针

对在新冠疫情管控区以外的某些宽松措施，但在最初的封锁期间，只有提供“基本服

务”的企业才被允许经营。一些州特别扩大了豁免行业的名单，将数据中心纳入其中。
4  2020 年 4 月 15 日，印度政府允许信息技术机构（无论是否提供“基本服务”）开

展运营，但人数限制为平时容量的 50%。5  一些离岸外包服务提供商在实施必要的远

程工作安排时也遇到了困难，包括向服务提供商人员提供笔记本电脑、建立虚拟专用

网络接入、确保无线网的可用性以及提供必要的安全软件应用。 

 

这些困难导致许多离岸外包服务提供商难以甚至无法完全运营。人们还担心，离岸外

包服务提供商使用的远程工作系统（大多数没有经过测试，也并非专门为疫情造成的

中断而设计）能否安全地处理机密信息并保持其服务的完整性和可用性。因此，一些

机构已开始将其外包业务撤回内部，并/或在短时间内寻找到受疫情影响较小的替代服

务提供商。 

 

由此产生的一些矛盾，包括： 

 
1  https://www.statista.com/statistics/189788/global-outsourcing-market-size/ 

2  https://www.statista.com/statistics/329766/leading-countries-in-offshore-business-services-worldwide/ 

3 https://economictimes.indiatimes.com/news/economy/indicators/lockdown-extension-to-have-deep-impact-on-indian-economy-
report/articleshow/76132363.cms 

4 https://economictimes.indiatimes.com/news/company/corporate-trends/worlds-back-office-scrambles-to-stay-online-as-india-
locks-down/articleshow/74781330.cms?from=mdr 

5  https://www.mha.gov.in/sites/default/files/MHA%20order%20dt%2015.04.2020%2C%20with%20Revised%20Consolidated%20 

Guidelines_compressed%20%283%29.pdf 

 

在考虑外包和/
或改变外包安排
时，各机构应关
注两个关键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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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法提供服务的离岸外包服务提供商，试图推迟履行合同义务和/或避免不履行

合同而产生的责任； 

• 寻求选用受疫情影响较小、服务更可靠的替代服务提供商取代现有的离岸外包

服务提供商的公司；以及 

• 受经济衰退影响的企业寻求削减成本，从而提前终止外包合同以降低成本。 

 

尽管如此，外包服务预计将更加普及，越来越多的机构将转向外包，包括会计、财务、

人力资源管理、法律、营销、薪酬和税务等核心或辅助性业务。就财务和税务而言，

在安永的 2020 年税务和财务运营调查中，73%的受访者表示，他们更有可能在未来 24

个月内使用外包服务，以产生更多价值、降低风险和削减成本。6 

 

在考虑外包和/或改变外包安排时，各机构应关注以下两个关键问题： 

 

1. 是否有针对外包活动的法律和/或法规；以及 

2. 第三方服务提供者是否具有必备的专门知识和经验以及其支持外包服务业务连

续性的能力。 

 

作为对需要关注的问题和风险的指南，我们在下面总结了香港的外包监管制度，并提

出了一些积极管理这些问题和风险的建议。 

香港外包活动的监管制度 

香港并没有专门管理或规范外包活动的法律。不过，一些政府和监管机构已经公布了

针对具体行业的外包活动法规和指引。以下是具体一些行业性法规或指引：7 

 

• 证券及期货事务监察委员会（“证监会”）并没有自行制订一套指引或原则，以

规管证监会持牌法团的外包活动，但证监会已采纳国际证券事务监察委员会组织

（“IOSCO”）公布的《市场中介机构金融服务外包原则》（“IOSCO 原则”）。

IOSCO 原则旨在提供一个框架，以指导受规管实体在进行外包活动时应采取的步骤。 

 

最近，在 2020 年 5 月，IOSCO 发布了一份媒体新闻稿，邀请就 IOSCO 原则的拟议

更新提供反馈。8  发布这一咨询报告是因为新冠疫情的暴发凸显了公司及其服务

提供商，在外部和不可预见的冲击影响下，确保运营业务的弹性及保持业务连续

性的必要。修订后的原则包括一套基本规则和一套七项原则，每项原则都有执行

指南作为补充，涵盖以下事项： 

 

- 在选择和监督服务提供商方面的尽职调查； 

- 与服务提供商的合同； 

- 信息安全、业务弹性、连续性及灾难恢复能力； 

- 保密问题； 

- 外包安排的集中性； 

- 接触资料、办公地点、人员和相关检查权；以及 

- 终止外包安排。 

 

 
6 https://assets.ey.com/content/dam/ey-sites/ey-com/en_gl/topics/tax/ey-tax-and-finance-operate-survey-2020.pdf 

7 https://uk.practicallaw.thomsonreuters.com/0-576-6247?transitionType=Default&contextData=(sc.Default) 

8 https://www.iosco.org/news/pdf/IOSCONEWS567.pdf 

https://www.iosco.org/news/pdf/IOSCONEWS567.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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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保险业监管机构为保险公司发布了指引，包括《外包指引》（“保险指引”） 9及

《外包准则》10，就获授权保险公司在外包活动中须注意的一系列重要事项提供指

引。 

 

• 香港金融管理局（“金管局”）的《监管政策手册》中有一章针对外包的内容

（SA-2），该章为非法定指引，列出了金管局对外包活动的监管方法，以及金管

局期望认可机构在外包活动时应注意的要点；此外，还包括一章关于科技风险管

理的一般原则（TM-G-1），列出了有关认可机构应考虑与技术相关的风险控制非

法定指引。 

 

• 根据《银行业条例》（第 155 章）附表 7，认可机构在考虑外包计划时，必须考虑

其法律责任，以符合最低认可标准。这些责任包括有足够的会计系统和控制系统，

以及在经营业务时要顾及存户和潜在存户的利益。认可机构应事先与金管局讨论

其外包计划，以确保其内部监督系统或业务操守不会在外包活动中受到影响或削

弱，并确保在实施外包计划前已解决了一些关键事项。 

 

香港法律亦没有就信息科技及云端服务的外包制定任何特定的法规。不过，个人资料

私隐专员公署已就云端运算发出了指引，建议机构在考虑使用云端运算时应考虑的因

素。指引主要提及《个人资料（私隐）条例》（第 486 章），并强调资料使用者必须

全面评估使用云端运算的好处和风险，以及了解其对保障个人资料私隐的影响。11 

 

此外，香港也没有规管电讯服务外包活动的一般法律或规例。但根据《电讯条例》

（第 106 章），持牌的电讯服务提供商须确保外包活动符合适用的法例，包括个人资

料和私隐法例。 

 

就公营部门而言，香港政府效率促进办公室已发出《外包服务一般指引》，列出由政

府聘用的私营服务提供商在外包服务的每个阶段中应考虑的步骤，以便服务提供商更

清楚地了解其服务的政府部门的程序和做法。12 

 

总括而言，香港机构在寻找外包服务时，以及在与离岸外包服务提供商订立外包安排

前，应确保已经审查并熟悉适用于其外包安排的规定。如果外包服务是在香港以外地

方进行，这些审查应当包括外包服务所在地的法律和法规。 

 

对企业的建议 

 

除了确保遵守法律、行业特有的规定和外包活动准则外，积极主动地解决合规问题也

很重要。应采取的一些关键步骤包括： 

 

• 选择正确的离岸外包服务提供商。重要的是，各机构在选择服务提供商时，须运

用应有的审慎、技巧及尽职履行责任，包括在选择适当的服务提供商和监督其业

绩持续方面进行适当的尽职调查。各机构应确保，服务提供商有能力和实力有效

地提供外包服务，并具有有效的业务连续性应急计划。 

 
9 https://www.ia.org.hk/en/legislative_framework/circulars/reg_matters/files/gn14.pdf 

10 https://www.ia.org.hk/en/legislative_framework/files/GL14.pdf 

11 https://www.pcpd.org.hk/english/resources_centre/publications/files/IL_cloud_e.pdf 

12 http://www.eu.gov.hk/en/reference/publications/guide_to_outsourcing_200803.pdf  

http://www.eu.gov.hk/en/reference/publications/guide_to_outsourcing_200803.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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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各服务提供商签订具有法律约束力的书面合同。书面合同的详细程度须反映所

需的监督、评估、检查和审计的程度，以及所涉及的外包服务的规模、复杂性及

风险。合同条款是机构和离岸外包服务提供商之间关系的基础，可以减少不履行

合同的风险并有助于解决任何分歧。 

 

• 确保书面合同中涵盖适用的合同条款和法律以列明当事人的权利和义务： 

 

- 应包含安全和数据保护条款和法规，包括遵守关键的安全策略的义务，如限制

访问和处理客户数据的地点、人员和技术。安全漏洞和网络事件会对企业声誉

造成破坏性影响。各机构应设法确保服务提供商拥有适当的信息技术安全、网

络复原能力和灾难恢复能力。 

 

- 应在合同中明确写明，禁止服务提供商及其代理人或分判商故意或无意地未经

授权向第三者披露资料。未经授权披露客户和/或机构的机密信息可能会产生

许多负面后果，包括伤害客户、损害声誉、财务损失以及专有信息（包括商业

秘密）的丢失或丢失风险。 

 

- 应明确规定外包安排的终止情况，以确保外包活动的适当和有序过渡。这类规

定应明确指出终止的事件（例如，在破产、所有权发生变化、未遵守监管要求、

业绩不佳、违反保密规定、易受外包商网络入侵的影响等情况下），并包括合

适的退出策略（例如，在终止生效之前有一个最低限度的期限，以便能够有序

地将外包服务过渡到内部和/或另一供应商，和/或外包商有义务为成功和完全

的过渡提供协助和充分支持）。 

 

- 最后，应加入不可抗力条款和控制权变更/重大不利变更条款，以应对类似目

前因新冠疫情而产生的情况。 

 

• 备存一份外包安排登记册，注明对营运至关重要的安排。 在出现中断的情况下，

可以迅速确定问题并实施维持有效运作所需的替代安排。为了便于遵守合同和/或

监督管理，各机构还应该采取适当的步骤，确保它们能够迅速且随时查阅与外包

活动有关的信息、信息技术系统、办公地点及服务提供的人员。 

 

• 审查业务连续性政策，包括在出现中断情况下的任何恢复计划和解决计划，并评

估现有和未来外包安排的风险和风险敞口。各机构应意识到外包安排所带来的风

险，并应能够有效地管理这些风险。增加风险的一些因素包括在多个司法管辖区

进行外包、重大或关键外包任务依赖单一的离岸外包服务提供商，以及依赖将重

大或关键外包服务外包给多个实体的离岸外包服务提供商。 

 

• 与离岸外包服务提供商保持密切联系，灵活合作。 离岸外包服务提供商在新冠疫

情下面临的一些困境可能是暂时的。特别是对海外的联络和/或呼叫中心，这一模

式依赖大量的现场工作人员，所以当与远程工作模式有关的技术支持和服务的需

求激增时，这一模式将会面临巨大的挑战。短期延长最后期限、修改阶段性目标

或放弃权利和补救措施（无论是否有适当的价格调整），以及协助确保所聘用的

离岸外包服务提供商具备足够的技术来处理外包业务，并可以提供必要的补救措

施，避免终止服务，从而节省寻找替代安排和/或解决随后的争议所需的相关时间

和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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