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证券代码：300766                                              证券简称：每日互动 

每日互动股份有限公司 

投资者关系活动记录表 
                                                                  编号：2021-003 

投资者关

系活动类

别 

√ 特定对象调研                    分析师会议 

 媒体采访                        业绩说明会 

 新闻发布会                      路演活动 

 现场参观                        其他（    ） 

参与单位

名称及人

员姓名 

1、银万资本    陈国宁             2、浙商证券    王宁 

3、荟信源资产  王成               4、国金证券    伍兆丰 

5、光大证券    姜国平             6、天风证券    梁健威 

7、墨白资本    任鹏               8、方正证券    王煜童 

9、初石投资    任伟泉             10、浙商证券   田杰华 

11、东方证券   詹博               12、东方证券   徐宝龙 

13、墨白资本   宿可               14、新时代证券 马笑 

15、国金证券   许孟婕             16、国泰君安   张昱 

17、健顺投资   邵伟               18、国信证券   张衡 

19、群益证券   洪玉婷             20、九泰基金   方向 

21、浩瑜恒投资 鹏飞               22、清和泉资本 马子轩 

23、富利达资产 袁强               24、天弘基金   洪明华 

25、中加基金   刘海彬             26、信银理财   宁宁 

27、太平资产   阮文俊             28、茂源财富   钟华 

29、中融基金   陈祖睿             30、天津信托   刘颖宜 

31、墨白资本   刘䶮               32、财通基金   苗瑜 

33、华泰证券   吴晓宇             34、长盛基金   乔培涛 

35、广发基金   王瑞冬             36、中欧基金   王颖 

37、中海基金   姚晨曦             38、国信证券   高博文 

39、工银瑞信   李剑峰             40、天风证券   冯翠婷 

41、方正证券   方博云             42、九泰基金   何昕 



43、景顺长城   邓敬东              44、华夏基金   李湘杰 

45、景顺长城   张晓南              46、中欧基金   尹为醇 

47、长信基金   何增华              48、东方证券   浦俊懿 

49、瑞华投资   陈浩                50、国海证券   朱珠 

51、国联安基金 高兰君              52、国金证券   杨晓峰 

53、复霈投资   韩守晖              54、海富通基金 陶意非 

55、长江证券   凌润东              56、长城基金   鲁衡军 

57、博时基金   吴渭                58、泰达宏利   吴华 

59、诺德基金   杨霞辉              60、华宝基金   张奇 

61、财通证券   潘宁河              等 

时间 2021年 8 月 30日 

地点 每日互动会议室现场结合电话会议 

上市公司

接待人员

姓名 

董事长兼总经理方毅  财务总监朱剑敏  董事会秘书李浩川 

投资者关

系活动主

要内容介

绍 

一、公司业绩概况 

公司于 2019 年 3 月登陆创业板，成为国内率先在 A股上市的 “数据智能”企业，上市

后，公司围绕“D-M-P”（Data-Machine-People）三层业务逻辑对业务结构进行调整，以海

量的数据积累和创新的技术理念，构建了移动开发、用户增长、品牌营销、公共管理和智能

风控等多领域的数据智能服务生态。 

2021 年上半年，公司增长引擎迭代完成，业绩重回增长通道。实现营业收入 2.68 亿元，

同比增长 15.84%，归属于母公司净利润 5,568.90 万元，同比增长 1.36%，研发费用 6,219.76

万元，同比增长 10.26%。公司各板块业务聚焦深耕，其中，增长服务自去年年中业务形态切

换完成后，长期发展韧性不断增强；风控与增能服务快速增长，实现营业收入 3,301.51 万元，

较上年同期增长 120.00%；品牌服务业务发展迈向正轨，品牌服务直客留存率提升 28.98%，

营业收入 1,093.25 万元，较上年同期大幅增长 94.36%；公共服务重回高速增长通道，客户

留存率保持在较高水平，实现营业收入 8,901.75 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 65.20%。 

在业务方面，公司秉承“D-M-P”（Data-Machine-People）三层业务逻辑实现快速发展。 

在 D 层数据获取。公司开发者服务 SDK 累计安装量突破 760 亿，日活跃独立设备数（去

重）超 4 亿，再创新高；进一步拓展智能家电、智能汽车等 IoT领域业务，智能 IoT设备 SDK

累计安装量超 1.5 亿，智能 IoT设备日活跃数超 2500 万，继续保持行业领先地位。公司数据

底盘不断夯实。同时，公司面向金融行业客户、融媒体中心等客户，融合内外数据，洞察用

户特征，打通运营链路闭环，打造覆盖核心运营场景的一站式精细化运营平台。 

在 M 层数据治理。公司打造的“每日治数平台”是对大数据进行挖掘、分析的工具性平

台，数据分析师、数据建模师、数据治理工通过应用支撑模块的组合和简单二次开发，可实

现针对不同行业数据的解决方案，助力决策者运营决策。“每日治数平台”将实现公司由输



出治数产品向输出治数能力的战略升级，目前已在智慧交通、公共安全等领域已拓展天使客

户，实现突破。 

在 P 层数据应用。业务分为商业服务和公共服务两块。 

在商业服务方面，其中，增长服务主要包括全渠道智能拉新和多场景用户促活，公司于

2020年上半年完成业务形态切换，服务能力持续提升，长期发展韧性不断增强。 

风控和增能服务中，在风控服务方面，公司于 2019年参投云真信，为云真信输出数据中

间件，云真信为公司拓展业务场景的边界，双方联手创新金融风控产品与解决方案。2021年，

与多家大型国有银行、股份制银行实现合作，与朴道征信签署战略协议。在增能业务方面，

公司为百度、微博、爱奇艺等平台提供标签增补、用户画像增强功能，提升平台 ROI。 

品牌服务中，公司通过“炼造五步法”打造营销闭环，与快消、母婴、美妆等行业头部

客户合作，通过机器学习模型学习正负样本特征，大幅提升预测模型精确性，助力品牌广告

主提升营销价值。2021 年上半年公司品牌服务新增客户 30 余家，直客留存率从 43.75%上升

至 72.73%。 

在公共服务方面，我们分为政法类和非政法类，政法类客户中，公司在 2021 年上半年新

增 300 个区县客户，全国覆盖近 2300 个区县客户，客户的留存率超过 80%；同时，推出的新

SaaS 产品合同金额超 2000 万，客单价更高，有望快速成为公共服务的又一拳头产品。非政

法类客户，公司人口数盘服务数十家城市客户，20 多家政府单位，规划数盘服务全国 20 多

家知名规划单位。通过大数据助力解决城市治理工作中如人口流动管理等痛点。 

在产业投资方面，公司部分参投公司（如 DCloud、嗨普智能、迦智科技、成都美幻等）

持续获得多个头部机构后续投资，估值大幅提升。同时公司持续推动与生态伙伴在数据获取、

数据加工和数据应用领域有效协同，共创数据智能的快速发展。 

最后，我带领公司专班团队在千岛湖开展为期百日的封闭开发，封闭开发的效率很高，

大家共同探索一些重要项目，部分项目也在此获得了重要突破，有望在未来实现商业化，为

公司未来的发展提供强劲的动力。 

 

二、交流互动情况 
1、随着大数据行业监管更加严格，这对公司业务的影响怎么样？ 

答：公司作为在国内 A 股市场率先上市的 “数据智能”企业，见证了《网络安全法》《数据

安全法》《个人信息保护法》等一系列法律法规的出台，公司也为相关法律法规提供了有建

设性的意见，同时牵头起草了多个国家标准和指引规范。我们认为，随着社会的发展，个人

的信息保护越来越重要，大数据监管也一定会越来越严格，但是监管的目的不是为了管死行

业，而是让行业更加规范，进而更加健康的发展，充分发挥数据这一生产要素的作用。这对

大数据行业市场参与者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公司作为合规企业的竞争力获得进一步提升。公

司在开展大数据服务的过程中，公司均采取了严格的数据保护机制，同时与专业的律师团队

一起及时梳理合规要求，用更高的标准充分保障用户的数据安全。 

 

2、公司产业投资的业务协同和发展前景？ 

答：公司在智慧城市、智慧交通、应急减灾等领域拓展布局，持续推动与生态伙伴在数据获

取、数据加工和数据应用领域的有效协同。 

数据获取方面：公司与 DCloud 发挥开发者服务领域的各自核心技术能力，DCloud 导入

公司的消息推送等产品模块，公司助力 DCloud 的数亿独立终端日活提升场景应用变现的能

力，双方共同打造开发者生态新体验。 

数据治理方面：公司与嗨普智能充分协作，为更多全球 500 强和国内头部品牌客户提供

一体化的营销服务；公司与国资企业合资成立数安服公司，为提供数据的各方提供算法加环



境双重安全保障等，打造“中立国”数据安全联合计算平台，致力于创造更安全的数据服务

环境。 

数据应用方面：公司与浙江有数挖潜各自数据能力优势，实现资源共享，探索和启动深

度服务于政府、金融等行业客户的产品与解决方案；公司为云真信输出数据中间件，云真信

为公司拓展业务场景的边界。公司结合成都美幻的现有渠道以及产品体系，运用人时空数据，

打造多灾种预警平台。 

 

3、“运营中心”正式推向市场，目前推广情况如何？ 

答：运营中心致力于打造覆盖核心运营场景的一站式智能运营平台，为融媒体、银行等客户

提供全方位的服务。在融媒体部分，已经和浙报集团深度合作，覆盖浙报旗下融媒体 APP。

我们会基于浙报的服务运营经验，打造运营中心融媒体行业版本进行推广。同时，运营中心

银行版积极对外开拓，公司通过参与银行营销系统，构建银行数字化营销完整链路。 

 

4、公共服务留存率处于较高水平的原因？公司公共服务新老 SaaS 差异和如何保持客户粘

性？ 

答：首先，公司公共服务产品能够解决客户痛点需求，提升了客户的工作效率，同时，公共

服务拥有 2,300 个区县客户，渠道基本实现全覆盖，公司口碑效应体现明显，因此客户留存

率较高。公司老 SaaS 产品为通用型产品，而新 SaaS 产品为专项产品，扩展了客户应用场景

和使用群体，未来，公司依托现有的渠道资源积极推广新 SaaS产品，2021年上半年，新 SaaS

产品合同金额超 2,000 万，呈现良好发展态势。 

 

5、公司“每日治数平台”的定位和进展？ 

答：首先，公司的“每日治数平台”定位在垂直领域具有治数能力的数据智能操作系统。该

系统包括基础设施模块、应用支撑模块和核心平台模块。通过应用支撑模块的组合和简单二

次开发，即可实现针对不同行业数据的解决方案，可通过 SaaS服务和混合云部署方式对外输

出，帮助企业以较低成本、安全、快捷地实现对数据资产的管理和应用。 

为打造公司“每日治数平台”，公司专门组建了一只百人研发团队，并由公司 CTO 叶新

江亲自带队，进行技术攻关，公司从人力、财力方面给予全面支持。目前，基础支撑技术攻

关已取得初步成果，大力推进应用层研发的技术条件已经成熟，同时已在智慧交通、公共安

全等领域进行了实战探索。 

 

6、公司品牌业务客户直客留存率从 43.75%提升至 72.73%，大幅获取提升 28.98%，原因是？ 

答：首先，公司“锻造五步法”逐渐成熟，通过充分发挥自身数据和技术优势，将“炼造五

步法”赋能于美妆等多个行业及客户，优化投放策略和提升 ROI； 

其次，经过多年的推广，公司形成了完善的产品打法，通过人群深度洞察、精准投放定

向和营销归因分析，提升客户满意度； 

最后，公司与快消、母婴、美妆等行业头部客户合作，基于消费者样本数据深入洞察，

挖掘高潜客户，营销效果得到验证，品牌产品受到认可，客单价有望进一步提升。 

附件清单

（如有） 
无 

日期 2021年 9 月 1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