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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电信息科技(苏州)
有限公司-NCS苏州
您信息科技解决方案的最佳伙伴
NCS集团成立于1981年，是新加坡最大的信息科技与通信工
程服务企业，在亚太地区的大中国、澳大利亚、印度与东盟十
多个城市设立办事处，拥有大约3000名专业人才。NCS是新
加坡电信集团属下的全资子公司，在亚太地区IT专业服务供应
商排名首10家。NCS在电子政务领域内不但拥有20多年为新
加坡政府完成了2000多项规模庞大、至关重要项目的经验，
还为香港特别行政区、毛里求斯和斯里兰卡政府等提供咨询
和开发电子政务的服务。

NCS的宗旨
通过信息科技及通信工程为我们的客
户创造商业价值
NCS苏州是新加坡NCS私人有限公司在
中国大陆投资的第一家分公司。成立于
1998年，凭借母公司过去二十多年参与新
加坡民事服务电脑化项目中所积累的技术和
经验，我们通过策略性信息科技的运用，协
助各企业单位在生产力、服务水平、竞争优
势及投资回报上达到更高水准。
目前，我们一方面承担总公司承接的应用软
件开发项目，另一方面，我们为上海、苏州的企业单位提供信息系
统软件的开发、维护。随着恩士迅信息科技(上海)有限公司和新电
科技上海分公司的设立,我们致力于为全中国客户提供全方位的信息
科技服务。

NCS简介：
新加坡电信集团全资子公司
亚太区最大的信息服务与系统集成商之一
子公司遍及澳大利亚、中国、香港、马来西亚、印度等国家和地区
公司在全球拥有3000多名员工
中国业务已渗透至北京、上海、成都、广州、苏州等主要中国城市

无论专业或经验，NCS提供全方
位的解决方案，给您卓越的服务
我们的专业人才
N C S 苏州是苏州工业园区最大的软件开发公
司，专业人才来自中国的各个省市及自治区, 超
过95％的人才都获本科和硕士文凭。我们的员
工多数对J2EE,.Net和Lotus应用开发都有相当的
经验。普通的电脑语言包括Java, C, C++, C#,
VB, PL/SQL, ASP和PHP等。

NCS的项目管理理念
NCS集团在中国大陆五个城市设立办事处，专
业人才650多名，为在中国的企业客户提供全
方位的IT与通信工程专业服务，以我们的“筹
划－建设－运营”模式，为客户创造更高的商
业价值。

筹划
远景规划
策略发展
绩效管理
品牌创建
业务流程重新策划
变更管理

建设
解决方案架构
应用开发
系统集成
企业资源规划方案
客户关系管理系统

运营
应用管理
数据中心
设施管理
主机管理
员工培训
客户资讯中心
客户服务中心
NCS集团在中国的重点行业包括电子政务、金
融、制造、机场与交通等，主要技能涵盖基础
网络管理、软件与应用开发、系统集成、业务
流程外包、员工培
训等。凭借我们在中
国十多年IT服务经验，
和在亚太地区的庞大
网络，不论客户的业
务设在中国或其他亚
太地区，都能享有
N C S 集团优质的一条
龙式的专业服务。

应用科技解决方案，
增强商业价值

NCS苏州的国内客户
NCS苏州在中国的客户来自跨国和国内的知名企
业，在信息管理系统软件的开发与维护、网络系
统集成、Internet/Intranet应用程序开发等领域参
与了许多关键性的项目。下列一些我们的国内客
户，为公司优良的一站式服务提供了明证：
中国工商银行
中国国际航空公司
艾默生电气(苏州)有限公司
上海国家会计学院
苏州工业园区设计院
中国人民银行
上海证券交易所
中国农业银行
阿尔卡特(苏州)通讯有限公司
赫比电子中国公司
朗讯科技(中国)有限公司
罗氏制药集团
花旗银行
格兰富水泵有限公司
豪利士电线装配(苏州)有限公司
伟创力电子(上海)有限公司
广州文化假日酒店
广州海溢房地产有限公司
广州立邦涂料有限公司
新德电路有限公司
美西航空制造有限公司
中新苏州工业园区开发有限公司
中新苏州工业园区建筑设计院
大东方人寿保险有限公司
迈拓科技(苏州)有限公司
超扬科技(苏州)有限公司

希捷科技(无锡)有限公司
优美科中国有限公司
汇丰银行
安特精密机械有限公司
美商半导体(苏州)有限公司
安特普工程塑料(苏州)有限公司
德莎胶带(上海)有限公司
索尼(中国)有限公司
拉法基瑞安水泥有限公司
英国渣打银行有限责任公司

NCS勋绩荣誉包括：
2003年获CMMI第3级认证
Gartner Dataquest 2003及2004年度新加坡
信息科 技专业服务供应商排行第一
Gartner Dataquest 2003及2004年度亚太区
信息科技专业服务首十家供应商
2002年获Global 1-to-1 Innovators Award
2002年获新加坡首100超级品牌
2002年和2000年获MIS Asia的Top
Strategic 100 Company荣誉
1997年获ISO9001认证

NCS苏州所获奖项包括：
2006年4月获CMMI第5级认证
2005年1月获Java技术应用中心1级认证
2004年12月获中国软件欧美出口工程试点
企业（软件外包型）A型企业
2002年为第一家在苏州工业园区的外国
IT企业获得原新加坡生产力与标准局颁发
的ISO9001证书
2001年为首批获得江苏省软件企业认证
2000年为首批获得江苏省“制造业信息化
示范工程系统集成及咨询服务单位”称号
2000年成为中新苏州工业园区第一家获得
江苏省外经委“外商投资先进技术企
业”称号的企业

我们的优点、经验与信念，
使您高枕无忧
NCS的优势
二十多年政府和商界至关重要的科技解决
方案经验
超过2000项大中型的项目开发与管理
全球十个国家与区域的十多个城市设有办
事处
遍布亚太地区的项目开发与管理经验
各种不同平台和技术的一站式解决方案
无与伦比的电子商务专业知识
大量的人力资源和迅速反应能力
设立海外研发机构，降低开发成本
经过实践经验而且可靠
对客户需求及时响应并具有灵活性
经过认证的项目实施方法和流程管理程序
提供全方位解决途径和最佳实施方案

NCS是亚太地区信息科技和通信工程解决方案以及外包服务的佼佼者。我们
提供一站式的科技服务，以满足您的业务需求。从咨询服务到系统开发及集
成，我们的服务涵盖您整个信息科技周期的需求。通过实践，我们累积了许多
流程及项目管理经验，始终为您提供高品质、具竞争性的解决方案并与您一起
在快速变化的商务环境中不断前进。我们会是您将信息通信技术与经营策略融
合在一起的最佳伙伴。
您所能做的
现在就联系NCS! 您将发现通过NCS的外包服务，我们能为您创造无限的商业
价值。NCS成功的解决方案、专业知识、经验和良好的伙伴关系将有助于增
进您的竞争优势。

恩士迅信息科技(上海)有限公司
中华人民共和国上海市黄浦区
广东路500号世界贸易大厦13楼
邮政编码：200001
电话 : (86) 21-61415511
传真 : (86) 21-63621800

NCS SUZHOU
新电信息科技(苏州)有限公司
中华人民共和国苏州市工业园区
机场路328号国际科技园E101室
邮政编码：215021
电话 : (86) 512 - 6288 6969
传真 : (86) 512 - 6288 6565

making IT happen

NCS GROUP (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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