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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ppy New Year 2019！

一起回顾一下对于BIPO而言很有意义的2018年！

2018.1

2018.2
•

•

BIPO之夜—“博梦未来”在上海郎廷酒店举行。

•

BIPO首届APAC管理会议在上海开幕。

BIPO 亚太在新加坡人力资源协会成立典礼#信息人力资源
会议#上发表讲话。

2018.3
•

BIPO日本东京办公室正式开张，亚太实力增强。

•

•

BIPO与新加坡最大的共享办公空间JustCO合作，在JustCo

2018.4

BIPO受邀参与 由印度尼西亚中国商会举办的“印尼本地
化实施座谈会”。

2018.9

•

Hello Workio，BIPO旗下专业的人力资源管理系统Workio

•

国内知名照明品牌---欧普照明---的国际事业部人力资源经

内开办了第一家BIPO HR Clinic。

正式上线，并在U-CUBE举行了盛大的发布仪式。

2018.9
•

BIPO获2018年度获HRM Asia Readers Choice Awards读
者评选的两项大奖。

•

理陆程燕女士协欧普照明越南团前往BIPO越南公司现场
考察。

BIPO被评为亚太地区“十大人力资源技术解决方案提供
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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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ppy New Year 2019！

一起回顾一下对于BIPO而言很有意义的2018年！

2018.11
•

•

•

BIPO作为亚太区领先的一站式人力资源合作伙伴，受新加

上海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人力资源开发与市场管理

处王大沛副处长、上海市人才服务中心人才大厦管理部业
务主管夏继禹、上海人才服务行业协会研究室孙远副主任

坡工商联合总会的邀请亮相2018 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

等三位领导亲临BIPO开展调研工作。

会。

2018.12

BIPO凭借专业的服务团队、优质的品牌口碑和影响力，荣

获“2018薪酬与福利供应商价值大奖”以及“2018年薪酬管
理和外包服务机构10强。

•

2018.10

•

BIPO喜获由中国人力资源沙龙（HRSalon）颁发的“2018
年度最佳海外人力资源服务机构”奖项。

BIPO在由新加坡、香港和马来西亚的畅销杂志《Human

Resources》举办的”HR Vendors of the year 2018”中获得
了7项大奖。

BIPO新加坡获得“最佳人力资源外包服务供应商”银奖；

BIPO香港获得了“最佳人力资源管理系统“银奖、
“最佳薪资

软件“银奖以及“最佳人力资源合作伙伴”铜奖等三项大奖；
BIPO马来西亚很荣幸的获得了“最佳人力资源管理系统“银
奖、
“马来西亚2018年年度人力资源供应商”铜奖以及“最佳
薪资外包合作伙伴”等三项大奖。

2018 展会&公开课

2018年BIPO一共在中国大陆参加了15场展会；此外，分别在 香港地区参加了1场展会，在新加坡参加3场展会，在日本参加了1场展会，在印度尼

西亚参加了1场展会，让全世界越来越多的人知道BIPO了解BIPO，同时也将BIPO的产品介绍给世界各地的HR，力争将中国服务推向世界。
同时，BIPO自主举办的公开课，也获得了越来越热烈的反响。

2018年BIPO一共在上海、
北京、深圳举办了共14场公开课，其中这个月的外高桥公开课得到了最为热烈的反馈，超过200个人来到公开课现场。
2019年，BIPO也将为让更多人认识BIPO而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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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IPO×智享会 第十届中国人力资源技术大会北京站
第十届中国人力资源技术大会北京站于12月6日在北京富力万丽酒店盛大开

幕，BIPO受主办方人力资源智享会的邀请出席了这场盛宴。这此展会也会带来最佳
最前沿的趋势分享、最精彩珍贵的企业经验。

本次展会中，BIPO除了为前来的观众准备了抽奖活动及精美定制奖品，BIPO自

主研发的BIPO HRMS平台以及辅以BIPO研发的BI（商业智能）系统也吸引了许多客
户，并现场观看了BI专家的操作演示。 同时，BIPO也在现场与客户不断进行沟通交
流，从而对企业用户在人力资源服务的需求有更清晰的了解，致力于提供更多适应新
形势、新技术下的企业人力资源发展需求、与时代特征相契合的产品和服务。

通过BIPO顾问的介绍，BIPO的服务产品给前来参展的观众留下了深刻印象。
同

时，BIPO在与企业直面沟通的过程中，也了解到北京地区的人力资源行业动态以及
企业需求。

BIPO公开课

个税新政实施应对研讨会上海外高桥站

12月13日，由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管委会保税区管理局人力资源处、中国

（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管委会保税区管理局外高桥保税区办事处联合主办，上海必
博人力资源服务有限公司承办的《个税新政实施》公开课在上海外高桥喜来登酒店会
议厅隆重举行，多位领导莅临现场。

在课程正式开始前，我们也十分荣幸邀请到上海自贸试验区管委会保税区管理

局人力资源处施欣华副处长上台为大家致辞，在台上，施处也向大家分享了对个税新
政实施的见解对人力资源市场未来的展望。

在本次公开课上，BIPO 高级顾问周凯刚老师以“社薪税一体化新政下的用人成

本优化之道”为主题，结合个税这一当下热点话题进行深入讲解，分析了企业雇佣劳

动者工资的真实全额成本以及新法之下企业雇佣成本及劳动者收益变化，并且提出
了在新政之下企业该如何进行人力资源成本的设计。课程持续3个小时，将近200位

hr前来听课，整场课程座无虚席，反响热烈，来自国内外知名企业的HR和管理者们纷
纷表示受益匪浅，其中所针对新政变化的策略也能够为他们提供不少应对思路。

BIPO公开课

BIPO×氪空间《打造特战队式团队的三大法宝》
联合公开课成功举办

近日，BIPO再度联手氪空间特别带来《打造特战队式团队的三大法宝》为主题

的公开课，现场特别邀请BIPO高级顾问郁震老师，分别从特战式团队的定义、打造
特战队式团队的三大法宝以及收益等方面进行深层次的解读和分析，结合实际案
例，生动地讲解企业应该如何打造特战式的团队。

课上，郁震老师围绕三个基本中心思想详细介绍了特战队式团队的特别之处：

极具集体意识，服从指挥，永远征战在最前线的未知领域；单兵能力极强，各怀绝
技，面临关键任务时总有临时队长；队员彼此信任，配合默契，攻坚困难时不用顾虑
身边盲区。

到下半场的课程，郁震老师结合企业实际情况和相关案例，生动地为大家讲解

了如何打造一支具有企业特色的特战队式团队，更提出了三大法宝：
「新学习」：带
动「习中学」
，打造团队面对未知的信心；
「新咨询」：发现「问中问」
，打造团队发现问

题的思维；
「新培训」：成就「创中创」
，打造团队乐于创新的能力。
整场公开课反应热
烈，大家都表示对课程所涉及的案例解析非常受益，也能学习到如何打造一支特战
队式团队，从而更有效的处理企业中所遇到的相关问题。

课程最后，BIPO 互联网产品总监 Sean为来宾介绍了BIPO最新上线的互联网

产品-Workio，它通过HRMS多模块系统整合，降低企业信息化的成本，提高工作效

率。
提供员工从入职到离职，全生命周期企业人力资源服务。
支持Web、APP等多种
平台，大家对此也表现出浓厚的兴趣，与Sean在会上积极交流，课程在大家的意犹
未尽中圆满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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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IPO受中国人才交流协会邀请参加
中国（广州）人力资源服务业峰会
中国（广州）人力资源服务业峰会（供应商大会）于12月21日至22

BIPO首席执行官陈水海先生
荣获“静安区首届中青年拔尖人才”殊荣
12月28日，静安区召开了“静安因你而美丽”——静安区首批优秀

日在广州国际会展中心盛大开幕，BIPO受中国人才交流协会邀请出席

人才命名发布大会，来自经济、社会、文化、教育、医疗等各个领域的优

本次展会中，BIPO除了为前来的观众准备了精美的小礼品和

上海必博人力资源服务有限公司（BIPO）的创始人及首席执行官

了这场盛宴。

2019年台历，BIPO自主研发的BIPO

HRMS平台以及辅以BIPO研发

的BI（商业智能）系统也吸引了许多客户，并现场观看了BI专家的操作
演示。 同时，BIPO也在现场与客户不断进行沟通交流，从而对企业用
户在人力资源服务的需求有更清晰的了解，致力于提供更多适应新形

秀人才代表在大会集中亮相。

陈水海先生荣获“静安区首届中青年拔尖人才”殊荣，这即是陈水海先

生的个人荣誉，同时也是对BIPO的肯定，陈水海先生也会带领BIPO在
未来的日子里更加努力，再创佳绩！

势、新技术下的企业人力资源发展需求、与时代特征相契合的产品和
服务。

BIPO受邀参加第十届蓝白年度高峰论坛
2018年12月27日，第十届蓝白年度高峰论坛在上海明捷万丽酒

店隆重召开，来自上海市司法局、上海市总工会、现代服务业联合会、
上海市企业联合会等权威机构与在场业界专家、企业领袖以及400余
位行业优秀伙伴共同探讨人资发展与企业案例，盘点新法新规，呈现

出一场空前盛大的思想盛宴，BIPO作为赞助商也受邀参加了此次盛
会。

本次论坛中，BIPO除了为前来的观众准备了企业宣传册和精美

的小礼品，BIPO特色的人力资源服务也吸引了许多客户。同时，BIPO
也在现场与客户不断进行沟通交流，从而对企业用户在人力资源服务
的需求有更清晰的了解，致力于提供更多适应新形势、新技术下的企
业人力资源发展需求、与时代特征相契合的产品和服务。

BIPO喜获“2018年度最佳海外人力资源服务机构”奖项
2 0 1 8 年 1 2 月 2 8 日，由 中 国 人 力 资 源 沙 龙（H RS a l o n）主 办

的“2019中国人力资源沙龙新年论坛暨年度评选颁奖典礼”于上海紫
金山大酒店隆重举办。

众多企业的人力资源高管前来参加典礼，并一同讨论分享企业

人力资源管理的实践与行业洞察，聚焦当前

HR最关心的话题。
在典

礼中，来自BIPO的Janet Wu（Overseas Landing Service Operation

Director）发表演讲《相互扶持 漂洋过海》
，Janet Wu在演讲中提到不
同国家因政策、习俗、宗教信仰不同，在人员培训、组织拓展中遇到的
难度。
这是所有跨国企业需要共同面对的问题。

同时，HRSalon也对年内具有杰出表现的人力资源服务机构予

以表彰。

BIPO凭借专业的海外落地服务、优质的品牌口碑和影响力，获

得“2018年度最佳海外人力资源服务机构”奖项。该奖项的获得也是
对BIPO在过去一年里，对于海外人力资源服务的付出的肯定，在即将

到来的2019年，BIPO也将继续努力，为更多海内外的企业服务，创造
更大的价值，致力于将“中国服务”推向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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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快讯

1. 上海市 个人所得税法修改后有关优惠政策衔接问题的通知。
More...

3. 佛山医疗基数调整，职工生育保险缴费费率从0.5%上调至1%，基本

More...

4. 常州关于进一步完善基本医疗保障政策的通知。
More...

2. 重庆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关于发布重庆市最低工资标准的通知。
3. 嘉兴市社会保障事务中心关于公布2019年度市本级职工基本医疗保

医疗保险用人单位缴费费率从4%下调至3.5%。More...

险的通知。
More...

关于我们
关于我们

BIPO于2004年在上海成立，致力于从事人力资源服务业，之后发展成为国际化公司，全球总部设立于上海，并在新加坡设立亚太总部，研发中心分别设

立在新加坡，上海，印度尼西亚，另外，BIPO同时也在香港、台湾、泰国、日本、越南、印度、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国家和地区设立子公司，业务遍及亚太十多个国
家和地区。

我们的服务产品包括人事代理、薪资外包、考勤自动化管理、海外落地服务、劳动力精益管理、业务流程外包、差旅管理、弹性福利管理、外籍员工服务

等等。
除了人力资源服务，我们也提供行政和财务等相关的外包服务。

BIPO的优势在于通过BIPO HRMS“全模块”系统整合，实现云服务亚太地区“全覆盖”。

BIPO，作为亚太区服务网络最广，落地最深的一站式人力资源合作伙伴，提供创新高效的企业解决方案，助力提升企业效率，以“中国服务的探索者和

实践者”为己任，致力于把“中国服务”推向世界！
info@biposervice.com

上海市延安中路841号东方海外大厦1102室
86-21-61392137

www.biposervice.com
bipo-svc

biposv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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