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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是一家以 IT 综合业务和互联网为核心的 IT 互联网公司。公司在立
足 IT 综合业务的基础上，已经开始向创新项目运营发展，实现从单一的
IT 业务盈利模式向互联网项目孵化多元化盈利模式转变。



2015 年，我国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共完成软件业务收入 4.3 万亿元，同
比增长 16.6%。软件产品实现收入 14048 亿元，同比增长 16.4%。信息技
术服务实现收入 22123 亿元，同比增长 18.4%，分业务来看，信息技术服
务占比进一步提升，软件行业服务化趋势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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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以“产业+创新+资本”相结合的企业运营理念，着力打造自己的 IT
互联网生态系统。依托 IT 资源、企业级客户、互联网创新和资本创投，
构筑更大的 IT 互联网生态圈，垂直打造极致用户体验，打造领先的 IT 互
联网公司，实现企业规模高速发展，盈利能力不断增强和市值的全面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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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 综合业务方面，公司通过 IT 厂商资源整合、完善的营销体系、领先的
技术实力、精准的客户定位四个方面拥有着自己的核心竞争力。IT 厂商

S0190516070006

资源整合方面，公司整合了近百家 IT 厂商，为客户提供一站式 IT 服务。
研究助理：

营销体系方面涵盖了互联网营销、品牌化、规范化的会议营销和数据营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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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拥有全面和领先的 IT 和互联网技术实力。精准的客户定位使公司与
其他公司形成差异化竞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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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业务方面，公司开拓了 IT 综合业务平台元鼎网，孵化了 IT 在线学
习平台 Otpub、高校专用校务管理和信息化社交平台微校邦，正在培育
YUN88 云服务平台。各个创新业务的盈利模式多样化，平台价值巨大，
都已经成功开展业务，元鼎网已经为公司贡献了很大的业绩。



未来，在 IT 综合业务方面，公司将一直积极学习美国标杆公司 CDW 的
互联网 IT 业务运营模式，做中国的 CDW 是公司的愿景和战略目标。
CDW2015 年业绩数据：营收 130 亿美元，净利润 4 亿美元。在创新业务
方面，公司将继续孵化更多的创新项目，实现盈利模式多样化。同时，借
助资本市场的力量，加速公司 IT 互联网产业整合以及创新项目的融资。



风险提示：行业竞争加剧；业绩不达预期，系统性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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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研报告
报告正文

1、公司基本情况
1.1、公司主营业务
公司是一家以 IT 综合业务和互联网创新业务为核心的综合型高科技企业，在立
足 IT 综合业务的基础上，已经开始向创新项目孵化&运营发展，实现从单一的 IT
业务盈利模式向互联网项目孵化多元化盈利模式转变。公司构建了 IT 综合业务+
创新业务+资本三位一体的业务架构体系，以“产业+创新+资本”相结合的企业
运营理念，利用资源优势，打造领先的 IT 互联网公司。在 IT 综合业务方面，创
新性的提出了 Internet+Technology 的 IT 业务理念，致力于成为企业级市场领先
的 IT 综合服务平台，以客户为中心，通过整合资源全面满足客户需求，让每个
客户都能通过信息化手段提高运营效率并实现业绩增长。在创新业务方面，公司
将继续孵化更多的创新项目，实现盈利模式多样化。同时，借助资本市场的力量，
加速公司 IT 互联网产业整合以及创新项目的融资。

1.2、公司主要股东
表1、公司主要股东（以最新公告为准）
序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股东姓名或名称
魏晓光
刘显中
袁野
刘鹏
新时代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屈战斌
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财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陈凤霞
马凯

持股数量（万股）
1,482.50
200.00
180.00
80.00
71.80
68.00
58.45
45.40
40.00
30.00

持股比例（%）
54.30
7.33
6.59
2.93
2.63
2.49
2.14
1.66
1.47
1.10

股本性质
个人股,三板流通 A 股
个人股,三板流通 A 股
个人股,三板流通 A 股
个人股,三板流通 A 股
三板流通 A 股
个人股,三板流通 A 股
三板流通 A 股
三板流通 A 股
个人股,三板流通 A 股
个人股,三板流通 A 股

数据来源：Wind，兴业证券研究所

1.3、公司财务分析

图 1、公司的营收和净利润

图 2、公司的营收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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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Wind，兴业证券研究所

数据来源：Wind，兴业证券研究所

图 3、公司的毛利率及净利率

图 4、公司的经营现金流净额和期末现金余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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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Wind，兴业证券研究所

净利率(%)
数据来源：Wind，兴业证券研究所

图 5、公司的资产负债率（%）

图 6、公司的存货周转率与应收账款周转率

数据来源：Wind，兴业证券研究所

数据来源：Wind，兴业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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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行业发展逐步跃升，整体需求依然强劲
中国 IT 服务市场从 2006 年开始进入结构调整期，系统集成服务的增长已趋平缓。
同时外包、咨询、教育培训等服务则继续表现出旺盛的市场需求。这样的调整折
射出中国整个社会的信息化已经从基础系统的采购和使用阶段，逐步开始向业务
应用阶段跃升。
据统计，2011 年中国 IT 服务总体市场规模为 140 亿美元，同比增长 21.6%。随着
全国各地积极推进本地云数据中心，中国云计算已从概念走向实践应用阶段。受
此带动，2014 年中国 IT 服务总体市场规模达到 205 亿美元。
图 7、中国 IT 服务市场的总体市场规模

数据来源：智研数据中心，兴业证券研究所

2.2、行业发展趋势
目前，我国经济正处于高速增长阶段，随着国民经济和社会信息化水平的提高，
各行业对软件与信息技术服务行业产品和服务的需求增速达到一个前所未有的水
平。具体而言，我国软件与信息技术服务业的发展呈现以下趋势：
1)

市场持续扩大，中型企业及新兴产业是未来 IT 需求重点；

2)

服务在企业 IT 需求中比例不断提高；

3)

服务商向专业化或综合型转变。

3、公司分析
Q：公司的业务格局是怎样的呢？
A：公司要打造一个 IT 互联网生态系统，以求垂直打造极致用户体验，具体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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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元鼎科技 IT 业务架构图

数据来源：元鼎科技，兴业证券研究所

图 9、元鼎科技互联网生态系统图

数据来源：元鼎科技，兴业证券研究所

Q：公司的互联网平台在公司业务中扮演着怎样的角色呢？
A：公司拥有体系化的 O2O 运营模式，公司的元鼎网已经成为 IT 业务营销和服
务的门户，公司平台是业务增长的重要支柱，公司 30%-40%的新业务项目机会来
自于该平台。公司在存量客户持续带来业务的基础上，每年公司都会有大量的增
请阅读最后一页信息披露和重要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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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客户，2016 前三季度元鼎科技新增客户达到 100 多个。
Q：公司的 IT 厂商合作伙伴有哪些呢？
A：公司目前有近百家国内外知名的 IT 厂商合作伙伴，部分厂商列表如下图：
图 10、元鼎科技部分 IT 厂商资源整合

数据来源：元鼎科技，兴业证券研究所

Q：公司服务过那些客户呢？
A：公司的客户定位以中大型企业客户为主，大型政府和企业客户为辅。
图 11、元鼎科技部分成功客户

数据来源：元鼎科技，兴业证券研究所

Q：公司在线学习平台是怎样的模式呢？
A：
1)

平台定位：公司倾力打造的国内独此一家的与各大 IT 厂商直接合作的权威性

请阅读最后一页信息披露和重要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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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 学习平台，将以 IT 厂商为核心全面开展 B2B 业务，力争成为 IT-B2B 平台
重要门户，实现行业精准营销，同时以技术课程为辅，展现厂商与元鼎的技
术实力。
2)

注册用户：网站 2015 年上线，APP2016 年 4 月上线。日均 UV1600+，PV9600+，
会员主要以企业级会员为主，注册用户 3 万+。

3)

平台架构：平台还将继续完善，下一版的平台架构


E-learning：根据厂商的需求为厂商定制 E-learning 在线学习平台，结合
厂商与企业的特殊化定制培训，开通不同观看权限

4)



技术课程：元鼎和厂商技术专家高端技术知识分享



IT 产品直播、录播视频：丰富的 IT 产品学习资料



厂商定制化营销推广主页：全面开启厂商一站式产品知识获取主页



热点专题：厂商新闻事件、大型活动；互联网 IT 热点话题行业热点新闻。

平台特点：独有 IT 资源，唯一性、稀缺性。平台成立一年来，目前入驻的 IT
厂商多达 50 余家，大数据、云计算、虚拟化、数据库、BI 商务智能、操作
系统、企业信息化安全等热门产品都有涉及。公司所提供视频内容大部分都
是由厂家高级工程师进行讲解，权威性毋庸臵疑。


实时学习：OTPUB 为满足学员不同层次的学习需求，开发了实时在线学
习平台，开课同时手机、Ipad 等移动端均可无限制观看，让学员无论在
哪无论用哪种工具，都可以完成对知识的接收保障。



课程回放：除实时在线学习平台以外，OTPUB 还为学员准备了由专业录
制团队录制及后期制作的精品技术课程，通过不同的风格及 3D 效果展
示，让学员在学习的同时不乏味、枯燥，同时也让未能参加实时培训的
学员能够随时查看如同现场的课程回放，无后顾之忧，并在一定时间内，
组织为学员解答疑惑，让学员的心中不留任何疑点。

4）盈利模式：


通过面向厂商的需求调研，定制以厂商为核心的推广展示页面，推进平

台垂直性发展，收取厂商的市场推广费用。


互联网 IT 热点话题，与厂商共同推出权威性、针对性的解决方案并开设

评论专区，赚取流量。


开发 E-learning 在线学习平台，结合厂商与企业的特殊化定制专业性的

IT 培训，开通不同观看权限，根据权限收取不同的培训费用。


自有讲师、厂商讲师、外聘讲师等讲授的高端技术课程，作为对平台技

术人员及爱好者的学习资源补充，高端技术课程采用终端客户收费模式。
Q：公司的云服务平台是怎样的模式呢？
A：公司全力打造国内首个互联网模式的企业级 B2B 云业务综合化服务平台，以
美国 AppDirect 为标杆，结合中国本土实践，推动云服务在中国的创新普及。将
云服务的提供商、服务商和企业用户融入一个单一的生态系统，方便企业用户一
站式的寻找、购买、管理和监控云服务，Yun88 提供分发、销售、推广云服务。
未来公司的自有产品也在将该平台展现。

请阅读最后一页信息披露和重要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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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公司的微校邦是怎样的模式呢？
A：
微校邦是一款基于学校用户实名制认证的校务 APP 应用。该项目定位如下：
1）公司倾力孵化的一个重要创新项目，由全资子公司北京微校邦网络科技有限公
司负责运营，是基于高等院校师生工作、学习和交流等各种需求而研发的，集多
应用为一体的高校专用校务管理和信息化社交平台 APP，致力于打造智慧校园，
提升校园科技化、信息化。微校邦目前支持 PC 端及移动端 APP 在线，APP 版又
分为教师版和学生版，通过课业管理（学生）、教学管理（老师）、学校管理实现
其功能价值。
2）为大学生提供移动校务信息交互服务和基于实名认证的校园圈子交互平台，已
于 2016 年 5 月底开始在河南省多个高校推广和运营，试点学校包括河南农业大学、
郑州师范大学、郑州电力职业技术学院、华北水利水电大学、郑州航空工业管理
学院、河南化工职业学院，短短两三个月就获得了 10 多万用户数量。预计至 2017
年 6 月底，微校邦完成签约 100 所学校，用户规模达到 100 多万人。未来微校邦
将以联合运营方式为主逐步辐射至全国 2529 所高校及 3600 万师生中，形成庞大
的用户流量。
3）在盈利模式方面，微校邦运营前期以高校信息化建设为切入点，以迅速获取用
户流量，同时在条件允许下，收取信息化建设服务费用。在获取大规模用户后，
再通过商业广告（开屏、焦点图、内容页、信息流广告）、企业合作（活动、专题、
大赛举办及报名）、自主应用（任务互助、兼职）、应用联运（招聘、课件、课程
资源）、应用入口分成（增值类、收费服务类）、应用池孵化（高校认证服务拓展、
学校共建校企结合）等多种形式实现盈利。
Q：公司 2016 年上半年业绩为什么会出现下滑呢？
A： 主要是公司正处在扩张期，各项投入比较大，公司人员较去年同期增加了近
70 人，相应办公场所扩大也增加了房租等各项费用，研发、市场推广等投入都大
幅增长，以至销售费用和管理费用同比增长较大。

4、 公司竞争优势分析
Q：公司的产品策略为何呢？
A：公司产品战略方向为以客户为中心，满足需求，引领趋势。产品线尽可能涵
盖所有 IT 领域，整合国内外技术领先的厂商和产品，优选市场容量大与客户匹配
度高的产品。
Q：公司与厂商方面如何合作呢？
A：厂商方面，公司构建完善的厂商管理体系与厂商进入全面深度合作。目前产
品经理 18 人，2016 年底预计 30+，其中 50%来自微软，甲骨文等一线厂商以及
大型 IT 服务商。目前整合 IT 厂商近 100 家。
1)

公司采取产品平台模式：对产品和厂商多维度分级分类管理，产品经理协调
一切事务。

请阅读最后一页信息披露和重要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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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产品经理责任制：作为与厂商互动的统筹人员，与厂商所有部门对接引导深
入合作，大大提高了双方的效率。公司对产品经理实行业绩考核制，主要为
产品线数量以及产品线完成的销售业绩，提高产品经理积极性。

3)

合作深度：每条产品线，多个部门协同作战，充分整合资源。公司既是产品
的销售平台，也是厂商的营销平台。

表3、公司完善的厂商管理体系与厂商进入全面深度合作
元鼎负责人员
厂商对接部门
产品经理
所有部门
市场部
厂商市场部
Otpub 在线学习平台
厂商技术人员和市场部
互联网营销平台
厂商销售部和市场部
数据来源：元鼎科技，兴业证券研究所

合作内容
产品平台模式，产品经理统筹协调厂商所有事务
市场活动和客户研讨会
学习平台视频录制
客户资源挖掘

Q：公司的技术实力如何呢？
A： 公司的技术团队占比 35%左右，具备全面领先的 IT 和互联网技术实力。在
IT 综合业务方面，公司拥有业内领先的 IT 专业技术能力、专业的咨询和解决方
案能力，包含但不限于 IT 咨询、解决方案&架构设计、系统集成、IT 运维、云计
算、企业应用、大数据等。在互联网技术方面，具备成熟的互联网和移动互联网
的开发运营能力，自主开发运营项目（元鼎网、在线学习平台、YUN88、微校邦）
，
同时承接部分客户互联网开发项目。
Q：公司的营销策略为何呢？
A：
1)

互联网营销：通过元鼎网、OTPUB、微信等各种互联网方式宣传元鼎品牌，
推广业务，获取项目机会和客户资源。公司重要的营销平台——元鼎网
（www.yuandingit.com），目前每天可为公司带来 70 多条项目咨询机会，每
年为公司贡献 30%-40%的业绩收入，百度业务人员介绍：“从百度后台行业
分析上的数据看，元鼎的精准互联网营销在 IT 领域遥遥领先”。

2)

品牌化、规范化的会议营销：通过规范化的技术沙龙、CIO 论坛、网络直播
等形式，扩大元鼎品牌知名度，提升品牌形象，获取客户资源和项目机会；
截至今年 8 月，公司市场部举办会议 20 多场，收集客户数据 5000 多个。

3)

精准数据营销：对 IT 企业级市场整个体系产生的客户数据进行收集、整理、
规范、分析进行精准营销，通过元鼎网的不断引流及市场部不定期举办的会
议营销相结合，公司目前已拥有的客户数据量多达 30 万，未来将成为公司精
准营销的大数据库。

4)

圈子营销：成立鼎峰会、CIO 俱乐部

5)

技术营销：打造元鼎 IT 学院，提高元鼎的技术知名度，培养和推广元鼎的技
术专家和技术成果。

Q：作为 IT 公司，公司的创新性怎么样呢？
A：在追求 IT 综合业务规模高速发展的同时，公司也在不断发展创新业务，实现
盈利能力的多样化。目前公司的创新项目有：IT 在线学习平台、微校邦（校务管
理平台）
，正在培训的项目有 YUN88，同时还有正在研究的种子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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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融资规划
Q：公司近期是否有融资计划呢？
A：具体见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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