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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调研说明

中商产业研究院全新发布的《2015-

2020年中国劳务派遣行业分析及投资咨询报告》主要依据国家统计局、国家发改委、商务

部、中国海关、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行业协会、工商、税务、海关、国内外相关刊物的

基础信息以及行业研究单位等公布和提供的大量资料，结合深入的市场调研资料，由中商

产业研究院的资深专家和研究人员的分析。首先，报告对本行业的特征及国内外市场环境

进行描述，其次，对本行业的上下游产业链，市场供需状况及竞争格局等进行了细致的详

尽剖析，接着报告中列出数家该行业的重点企业，并分析相关经营财务数据。最后，对该

行业未来的发展前景，投资风险及投资策略给出科学的建议。本报告是行业生产、贸易、

经销等企业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洞察市场先机，根据市场需求及时调整经营策略，为战略

投资者选择恰当的投资时机和公司领导层做战略规划提供了准确的市场情报信息及科学的

决策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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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权声明】 

本报告由中商产业研究院出品，报告版权归中商产业研究院所有。本报告是中商产业研究院的研究与统

计成果，报告为有偿提供给购买报告的客户使用。未获得中商产业研究院书面授权，任何网站或媒体不

得转载或引用，否则中商产业研究院有权依法追究其法律责任。如需订阅研究报告，请直接联系本网站

，以便获得全程优质完善服务。中商产业研究院是中国拥有研究人员数量最多，规模最大，综合实力最

强的咨询研究机构，公司每天都会接受媒体采访及发布大量产业经济研究成果。在此，我们诚意向您推

荐一种“鉴别咨询公司实力的主要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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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江西人口环境发展分析

三、江西劳务派遣供求情况

（一）劳务派遣企业情况

（二）劳务派遣工的供给

（三）劳务派遣用工需求

四、江西劳务派遣发展问题

五、江西劳务派遣发展前景

第十六节 吉林劳务派遣市场分析

一、吉林产业经济发展分析

二、吉林人口环境发展分析

三、吉林劳务派遣供求情况

（一）劳务派遣企业情况

（二）劳务派遣工的供给

（三）劳务派遣用工需求

四、吉林劳务派遣发展问题

五、吉林劳务派遣发展前景

第十七节 福建劳务派遣市场分析

一、福建产业经济发展分析

二、福建人口环境发展分析

三、福建劳务派遣供求情况

（一）劳务派遣企业情况

（二）劳务派遣工的供给

（三）劳务派遣用工需求

四、福建劳务派遣发展问题

五、福建劳务派遣发展前景

第七章 2013-2014年劳务派遣行业重点企业分析

第一节 劳务派遣企业总体发展概况

第二节 国外劳务派遣领先企业分析

一、瑞士阿第克公司

http://www.askci.com/reports/2014/08/31/23115uku3.shtml


（一）企业发展简况分析

（二）企业经营业绩情况

（三）企业人力资源规模

（四）企业投资发展动态

二、万宝盛华公司

（一）企业发展简况分析

（二）企业经营业绩情况

（三）企业人力资源规模

（四）企业投资发展动态

三、任仕达集团

（一）企业发展简况分析

（二）企业经营业绩情况

（三）企业人力资源规模

（四）企业投资发展动态

第三节 国内劳务派遣领先企业分析

一、中国国际技术智力合作公司

（一）企业发展简况分析

（二）企业人力资源规模

（三）企业服务项目分析

（四）企业服务网络分析

（五）企业资质能力分析

（六）企业组织结构分析

（七）企业竞争优势分析

二、中国劳联国际集团有限公司

（一）企业发展简况分析

（二）企业人力资源规模

（三）企业服务项目分析

（四）企业服务网络分析

（五）企业资质能力分析

http://www.askci.com/reports/2014/09/26/940515evi.shtml


（六）企业竞争优势分析

三、上海市对外服务有限公司

（一）企业发展简况分析

（二）企业人力资源规模

（三）企业服务项目分析

（四）企业服务网络分析

（五）企业资质能力分析

（六）企业竞争优势分析

四、青岛仁盛达劳务派遣（服务）有限公司

（一）企业发展简况分析

（二）企业人力资源规模

（三）企业服务项目分析

（四）企业服务网络分析

（五）企业资质能力分析

（六）企业组织结构分析

（七）企业竞争优势分析

五、浙江锦阳人力资源发展有限公司

（一）企业发展简况分析

（二）企业人力资源规模

（三）企业服务项目分析

（四）企业服务网络分析

（五）企业资质能力分析

（六）企业组织结构分析

（七）企业竞争优势分析

六、济南劳联劳务服务有限公司

（一）企业发展简况分析

（二）企业服务项目分析

（三）企业服务网络分析

（四）企业资质能力分析



（五）企业竞争优势分析

七、众大亚洲人才资源开发（上海）有限公司

（一）企业发展简况分析

（二）企业人力资源规模

（三）企业服务项目分析

（四）企业服务网络分析

（五）企业资质能力分析

（六）企业竞争优势分析

八、上海启亿劳务服务有限公司

（一）企业发展简况分析

（二）企业人力资源规模

（三）企业服务项目分析

（四）企业服务网络分析

（五）企业资质能力分析

（六）企业竞争优势分析

九、吉林省多邦劳动事务服务有限公司

（一）企业发展简况分析

（二）企业服务项目分析

十、北京冠华英才劳务服务有限公司

（一）企业发展简况分析

（二）企业人力资源规模

（三）企业服务项目分析

（四）企业服务网络分析

（五）企业资质能力分析

（六）企业组织结构分析

（七）企业竞争优势分析

十一、石家庄蒙特人力资源有限公司

（一）企业发展简况分析

（二）企业人力资源规模



（三）企业服务项目分析

（四）企业服务网络分析

（五）企业竞争优势分析

十二、昆山市博亨劳务派遣服务有限公司

（一）企业发展简况分析

（二）企业服务项目分析

（三）企业服务网络分析

十三、天津麦克企业管理服务有限公司

（一）企业发展简况分析

（二）企业人力资源规模

（三）企业服务项目分析

（四）企业服务网络分析

（五）企业资质能力分析

（六）企业竞争优势分析

十四、东莞市鼎博劳务派遣有限公司

（一）企业发展简况分析

（二）企业人力资源规模

（三）企业服务项目分析

（四）企业服务网络分析

（五）企业资质能力分析

（六）企业组织结构分析

、河南郑州中原人才资源开发有限公司

（一）企业发展简况分析

（二）企业人力资源规模

（三）企业服务项目分析

（四）企业服务网络分析

（五）企业资质能力分析

（六）企业竞争优势分析

十六、深圳市精英劳务派遣有限公司

http://www.askci.com/search/1/baogao/河北/


（一）企业发展简况分析

（二）企业人力资源规模

（三）企业服务项目分析

（四）企业服务网络分析

十七、济南和诺人力资源服务有限公司

（一）企业发展简况分析

（二）企业人力资源规模

（三）企业服务项目分析

（四）企业服务网络分析

（五）企业资质能力分析

（六）企业竞争优势分析

十八、重庆市博乐人力资源管理有限公司

（一）企业发展简况分析

（二）企业人力资源规模

（三）企业服务项目分析

（四）企业服务网络分析

（五）企业竞争优势分析

十九、陕西国源人力资源有限公司

（一）企业发展简况分析

（二）企业人力资源规模

（三）企业服务项目分析

（四）企业服务网络分析

（五）企业竞争优势分析

二十、上海天骥建筑劳务服务有限公司

（一）企业发展简况分析

（二）企业人力资源规模

（三）企业服务项目分析

（四）企业服务网络分析

（五）企业资质能力分析

http://www.askci.com/reports/201403/17144157288289.shtml


二十一、云南思瑞达劳务派遣有限公司

（一）企业发展简况分析

（二）企业人力资源规模

（三）企业服务项目分析

（四）企业服务网络分析

（五）企业组织结构分析

（六）企业竞争优势分析

二十二、吉林省天晟劳务派遣有限公司

（一）企业发展简况分析

（二）企业服务项目分析

（三）企业服务网络分析

二十三、东莞市星航劳务派遣服务有限公司

（一）企业发展简况分析

（二）企业人力资源规模

（三）企业服务项目分析

（四）企业服务网络分析

（五）企业竞争优势分析

二十四、东莞市众意劳务派遣有限公司

（一）企业发展简况分析

（二）企业人力资源规模

（三）企业服务项目分析

（四）企业服务网络分析

（五）企业竞争优势分析

二、河北天浓劳务派遣有限公司

（一）企业发展简况分析

（二）企业服务项目分析

（三）企业服务网络分析

（四）企业组织结构分析

（五）企业竞争优势分析

http://www.askci.com/search/1/baogao/云南/


二十六、深圳市成功劳务派遣有限公司

（一）企业发展简况分析

（二）企业人力资源规模

（三）企业服务项目分析

（四）企业服务网络分析

（五）企业竞争优势分析

二十七、青岛腾龙劳务派遣有限公司

（一）企业发展简况分析

（二）企业人力资源规模

（三）企业服务项目分析

（四）企业服务网络分析

（五）企业组织结构分析

（六）企业竞争优劣势分析

二十八、吉林省松原市龙腾劳务派遣有限公司

（一）企业发展简况分析

（二）企业人力资源规模

（三）企业服务项目分析

（四）企业服务网络分析

（五）企业组织结构分析

（六）企业竞争优劣势分析

二十九、东莞市鸿泰劳务派遣有限公司

（一）企业发展简况分析

（二）企业人力资源规模

（三）企业服务项目分析

（四）企业服务网络分析

（五）企业竞争优势分析

三十、北京九蜂巢人力资源管理顾问有限公司

（一）企业发展简况分析

（二）企业人力资源规模



（三）企业服务项目分析

（四）企业服务网络分析

（五）企业资质能力分析

（六）企业服务流程分析

（七）企业竞争优势分析

三十一、湖北大楚人才服务有限公司

（一）企业发展简况分析

（二）企业服务项目分析

（三）企业服务网络分析

（四）企业资质能力分析

三十二、上海蓝才派遣有限公司

（一）企业发展简况分析

（二）企业人力资源规模

（三）企业服务项目分析

（四）企业服务网络分析

（五）企业资质能力分析

（七）企业竞争优势分析

三十三、东莞市佳友实业投资咨询有限公司

（一）企业发展简况分析

（二）企业人力资源规模

（三）企业服务项目分析

（四）企业服务网络分析

三十四、河南省粤发人力资源开发有限公司

（一）企业发展简况分析

（二）企业人力资源规模

（三）企业服务项目分析

（四）企业服务网络分析

（五）企业资质能力分析

（六）企业劳务派遣流程



（七）企业竞争优势分析

三、深圳市创诚劳务派遣有限公司

（一）企业发展简况分析

（二）企业人力资源规模

（三）企业服务项目分析

（四）企业服务网络分析

（五）企业资质能力分析

（六）企业组织文化分析

（七）企业竞争优劣势分析

三十六、深圳市深西劳务派遣有限公司

（一）企业发展简况分析

（二）企业人力资源规模

（三）企业服务项目分析

（四）企业服务网络分析

（五）企业资质能力分析

（六）企业组织结构分析

（七）企业竞争优劣势分析

三十七、吉林海嘉劳务派遣有限公司

（一）企业发展简况分析

（二）企业人力资源规模

（三）企业服务项目分析

（四）企业服务网络分析

（五）企业资质能力分析

（六）企业组织结构分析

（七）企业竞争优劣势分析

三十八、北京荣智华睿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一）企业发展简况分析

（二）企业人力资源规模

（三）企业服务项目分析

http://www.askci.com/reports/index111.html


（四）企业服务网络分析

（五）企业资质能力分析

（六）企业组织结构分析

（七）企业竞争优劣势分析

三十九、北京东方慧博劳务派遣有限公司

（一）企业发展简况分析

（二）企业人力资源规模

（三）企业服务项目分析

（四）企业服务网络分析

（五）企业资质能力分析

（六）企业组织文化分析

（七）企业竞争优劣势分析

四十、北京外企人力资源服务有限公司

（一）企业发展简况分析

（二）企业人力资源规模

（三）企业服务项目分析

（四）企业服务网络分析

（五）企业资质能力分析

（六）企业组织结构分析

（七）企业竞争优劣势分析

四十一、深圳市锦华鑫劳务派遣有限公司

（一）企业发展简况分析

（二）企业人力资源规模

（三）企业服务项目分析

（四）企业服务网络分析

（五）企业资质能力分析

（六）企业服务范围分析

（七）企业竞争优劣势分析

四十二、深圳市鑫圣邦劳务派遣有限公司



（一）企业发展简况分析

（二）企业人力资源规模

（三）企业服务项目分析

（四）企业服务网络分析

（五）企业资质能力分析

（六）企业派遣流程分析

（七）企业竞争优劣势分析

四十三、深圳市祥成劳务派遣有限公司

（一）企业发展简况分析

（二）企业服务项目分析

（三）企业服务网络分析

四十四、东莞市新动力劳务派遣有限公司

（一）企业发展简况分析

（二）企业人力资源规模

（三）企业服务项目分析

（四）企业服务网络分析

（五）企业服务体系分析

（六）企业竞争优势分析

四、河北联力劳务派遣有限公司

（一）企业发展简况分析

（二）企业人力资源规模

（三）企业服务项目分析

（四）企业服务网络分析

（五）企业资质能力分析

（六）企业组织结构分析

（七）企业竞争优势分析

四十六、重庆英联人才派遣有限公司

（一）企业发展简况分析

（二）企业人力资源规模



（三）企业服务项目分析

（四）企业服务网络分析

（五）企业资质能力分析

（六）企业竞争优势分析

四十七、河北邢台协诚劳务派遣有限公司

（一）企业发展简况分析

（二）企业人力资源规模

（三）企业服务项目分析

（四）企业服务网络分析

（五）企业资质能力分析

（六）企业组织结构分析

四十八、唐山仁盛达劳务派遣公司

（一）企业发展简况分析

（二）企业服务项目分析

（三）企业服务网络分析

（四）企业竞争优势分析

四十九、上海成实劳务派遣有限公司

（一）企业发展简况分析

（二）企业派遣流程分析

（三）企业服务项目分析

（四）企业服务网络分析

（五）企业组织结构分析

五十、临沂市金诺劳务派遣有限公司

（一）企业发展简况分析

（二）企业人力资源规模

（三）企业服务项目分析

（四）企业服务网络分析

（五）企业派遣流程分析

（六）企业组织结构分析



（七）企业安置流程分析

第八章 2015-2020年中国劳务派遣行业市场投资分析

第一节 劳务派遣行业发展趋势分析

一、全球劳务派遣发展趋势

二、国内劳务派遣发展趋势

三、劳务派遣市场发展展望

第二节 中国劳务派遣市场发展预测

第三节 劳务派遣市场投资环境分析

第四节 劳务派遣市场投资风险分析

一、劳务派遣市场投资风险

（一）劳务派遣无效风险

（二）员工招聘风险分析

（三）规章制度冲突风险

（四）工资支付风险分析

（五）合同相对性的风险

（六）培训服务风险分析

（七）员工权益保障风险

二、劳务派遣市场风险防范

第五节 中国劳务派遣市场投资策略

一、劳务派遣市场投资机会

二、劳务派遣细分市场投资

三、劳务派遣区域市场投资

四、劳务派遣市场投资建议

访问中商产业研究院：http://www.askci.com

报告在线阅读：http://www.askci1.com/reports/2014/12/24/173855ihyo.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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