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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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发证券 旷实、新时代证券 马笑、海通证券 毛云聪、金元证券

范洁平、中信证券投行部  王荣鑫、安信证券  梁丹丹、广发证券

资管胡泽、长城国瑞证券 揭水利、申港证券  方璇、中天国富证券

梁昭晋、西南证券 杭爱、银河证券 岳铮、中信建投证券  杨睿

琦、万联证券  杨岚、长城证券 何思霖、广东恒昇基金  罗煦娟、

广州云禧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龙华明、合鲸资本  熊三木、广州瑞民

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龙红捷、玄元投资 杨腾武、信诚基金  邹伟、

广西青蓝投资 覃家明、中国天使基金管理（香港）有限公司 包高

娃、广发乾和投资有限公司   陈颖慧、广州盈拓投资  李为进、广

东竣弘投资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陈翔、广州快销投资咨询有限公司

孙巍、悦诚资本 许司正、融捷集团  邹斌、广东雷石资管  孙婷

婷、深圳亘泰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吕科、炘瑞投资  饶芳、汇鑫资产

管理有限公司 黄伟钊、北京宏道投资 孙博文、广东华辉创富投资

管理有限公司 戴于梅等等。  

时间 2020年 11月 19日 14：00- 18：00

地点 公司研发与展示中心（广州市海珠区工美港）

上市公司接待人

员姓名

公司董事长梁定郊、公司总经理黄勇、公司财务总监何伶俐、公司

董事会秘书刘颖、公司证券事务代表李英、公司投资管理中心潘

镭、战略管理中心袁野

投资者关系活动

主要内容介绍

一、参观公司展厅

公司人员陪同调研人员参观了公司研发与展示中心，了解相关

前沿技术 AR/VR技术、液压技术、移动机器人、图像识别技术、即

时通讯技术等在公司体验营销服务业务中的研发及应用。

二、介绍公司基本情况及业务、以及公司战略规划摘要

会议主要介绍了业务发展情况、三季度经营情况、未来重点工

作和战略规划，主要内容摘要如下：



1、公司基本情况。

公司定位为以科技驱动的新场景下的综合营销服务商。公司的

业务主要为交互式营销，从理解消费者的需求，最终把东西卖给消

费者，获得毛利，以及在市场上竞争获得市场占有率的扩张，这个

过程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长链条的过程，不仅仅是做创意，拍广告，

投广告这么简单，其中有非常多的、长的链条，而公司就是在这个

链条中的某一个部分起步，然后慢慢地到发展到了营销整个链条的

各个环节。 

从 14年到 18年，公司的业务迅猛增长，最终在 2019年成功上

市。公司从体验营销起步，并向上、和向下延展，未来公司的业务

希望是线上线下融合的发展。这个市场是非常巨大的。

公司的业务，包括品牌传播、互动展示、数字零售业务、以及

零售终端管理业务。

在过去的十年，公司获得了很多的奖项。包括广州“未来独角

兽”创新企业、广东企业 500强、CNAA一级广告企业、2019年度广

州广告业十佳广告公司、IAI 大中华区年度创新营销公司等等，获

得了包括政府的认同、以及广告评估机构的认同。 

2、介绍公司三季度经营情况。

2017年至 2019 年，公司业务保持不错的增长。2017年至 2019

年，营业收入年复合增长率为 20.48%，净利润年复合增长率为

11.47%，净资产增长90.66%。2020年的新冠疫情，给行业及市场带

来了巨大的冲击。同时，公司也看到了新的机会，一直在思考并且

在行动，如何真正实现线上与线下融合。

2020年 1月到 9月，公司的营业收入同比增长了 6.6%，单看第

三季度，公司的营业收入同比增长了 7.65%。2020年前三季度，归

属于上市公司净利润同比下滑了 34.86%，单看第三季度，归属于上

市公司的净利润同比下滑了 18.51%，不过，第三季度净利润与第二

季度环比上涨了 2.06%。可以看到随着疫情影响渐弱，业务在逐渐

复苏和恢复正常中。截止 2020年 9月底，公司的所有者权益，较年

初增长3.3%，每股净资产为 3.9元。资产负债率不高，货币资金比



较充足。 

从业务类型来看，四个业务类型中，只有互动展示类受疫情影

响在下滑。其他的业务都在增长，尤其是数字零售业务，增长非常

的迅速，2020年前三季度，同比增长 91.60%，这可能还只是一个开

始。 

3、公司近年重点工作规划 

公司重点推进以下几方面工作：

业务方面，公司重点打造营销与销售的完整商业闭环体系。公

司认为，四个方面很关键。（1）无论线上还是线下，营销触点很关

键，使得品牌方有机会去接触我们的消费者。（2）在接触到消费者

之后，需要给他不一样的体验。简单举例，在抖音上接触到欧莱雅

品牌，和在 B站接触欧莱雅品牌，和在广州车展现场接触欧莱雅品

牌，实际上在不同的场景下面，给到消费者的体验是完全不一样

的。这会是一个非常大的机会。（3）社群运营，这是一个新的营销

物种，真正让品牌方有机会直接面对消费者进行沟通，在过去品牌

方都是通过大量的媒介在面对消费者，比如说通过电视台、电台、

或通过在某一个商场搭建的活动场景，去接触消费者。这个是一个

很有意思的新的领域，这个领域实际上还在不断的在演化。（4）交

易。今天的交易已经跟营销深深的结合在了一起。比如说像阿里这

样的一个平台，它其实是以卖货为核心的，但实际上在这个平台上

拥有巨大的流量，只要有流量的地方，其实也就是营销的地方。所

以在阿里零售通平台、拼多多平台，包括未来的抖音平台，微信平

台，这些平台上的大量的流量和交易的可能性，使得交易和营销会

非常密切地整合在一起。

关于内容体验，未来最大的一个挑战也是现在很多的营销在做

的一件事情，就是如何能够让人工智能的方式去生成大量的营销内

容，包括文字的、图片的、视频的。这也是公司在不断的在努力的

方向，其实目前已经在给客户做一些服务尝试了。 

公司已开始搭建社区运营，为一些品牌商尝试提供社区运营服

务，借助于我们有大量的促销员这样的一个体系，在尝试帮品牌商



做私域运营和社区运营。 

关于交易，截止到目前，公司帮 50多个品牌，在 10多个平台

上开了 50多家店铺，帮他进行分销和零售的业务，这一块业务增长

非常迅猛，而这个业务背后为我们带来非常多的数据和用户的价

值，当体量达到一定程度，会给营销带来巨大的赋能。公司希望未

来这些数据化的沉淀，能够为营销、创意设计和交付带来价值。 

第二，在客户策略方面，公司继续深度服务现有的头部客户的

同时，未来将在更多的行业进行拓展，比如医疗、金融、酒类、旅

游跟日化行业。 

第三，公司一直都认为，科技驱动营销变革，我们不断的把各

种各样的成熟的或者新兴的技术持续的应用到营销当中。比如说公

司利用语音识别的技术去识别促销员和消费者的对话，在大量的对

话的文本中间，分析出 Top的促销员跟落后促销员之间的差异，然

后推动促销员绩效。另外，图像识别技术，帮助客户实时了解上百

万个分销点，每一天的货架陈列情况，然后指引销售团队，推动货

架陈列的改变。 对于快消品来讲，货架陈列的一点点的改变，带来

巨大的销量的提升，这个已经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如果通过人为的

方式，效率非常的低下。我们在与很多的快消品客户提供我们的

“完美门店”解决方案。这就是一个科技驱动营销变革的案例。 

第四，关于组织架构的调整，背后的目的其实是两个，第一个

希望真正的实现职业化，第二个希望每一个事业部都在他所属的业

务领域里面，用 3年到 5年时间成为头部的玩家。

第五，借助资本的平台，利用资本的力量，推动公司的业务的

拓展和变革的发展。 

4、解读公司战略

第一阶段，公司用了几年时间，已打造了强大的地推网络，有

1万多促销员，6万多兼职促销员资源库，有强大的终端管理能力，

强大的渠道执行能力，活动能力覆盖 300余地级市、以及 1200个县

域城市，在一年内曾开展 8000余场车展及巡展、300多万场快消品

促销活动。建立差异化优势，秉承“一切为了卖得更多”的创业初



心，形成了初步的竞争界线。该阶段已完成。

第二阶段（从 2017年开始至 2021 年），公司希望用几年时

间，从线下营销扩张至线上营销和线上销售，希望实现线上线下整

合，打造营与销的完整链条闭环。打通线上线下，通过科技把营与

销结合，沉淀数据，扩大竞争优势。

公司的客户，如玛氏箭牌，一方面，公司为他们提供门店管理

营销服务，另一方面，公司向他们采购产品，然后卖掉，加固了跟

玛氏箭牌的合作粘性。有 Marketing的数据，帮助销售的拉动，然

后销售出去之后，分析什么样的品类卖的好，营销做了什么影响了

销售，然后销售又反馈数据推动营销，实现营销与销售的闭环。最

后要实现互相赋能。

公司通过跟阿里的合作和京东的合作，目前触达线下约 80万家

社区小店。在第二个阶段我们开始触达更多的社区店、以及开始铺

开线上的店铺。

第三阶段（2021 年至 2025 年），坚持初心“一切为了卖的更

多”，打造足够深的互相合作。 

通过第一阶段，建立了一点点的竞争壁垒，往后要打造足够深

的护城河，继续强化核心竞争力，继续扩大和强化我们的地推能

力，然后引入高端 MarTech技术，结合原有的资源优势，结合私域

运营等新模式，逐渐沉淀更多的用户的数据，扩大竞争优势。

根据发达国家的一些经验，当我们有足够的营销数据的积累，

也有精准的选品能力，拥有深度分销、数十万家小店分销和动销的

能力，要借助私域流量的话，可以帮助品牌实现低成本、低风险、

高效率的完成品牌孵化的过程。我们除了把原有的服务夯实之外，

还要打造自我品牌的孵化能力，将这些资源和能力整合起来。

简单来说，第一个阶段，体验营销开始，差异化做线下为主。

第二个阶段，我们做了 marketing and sales的互相赋能，打造整

合“营销+销售”的运营能力。第三个阶段，除了要把前期积累继续

强化之外，我们要打造品牌孵化能力来建立完整的营销的生态。初

心不改，坚持用科技驱动营销的变革，实实在在的把货卖出去，卖



的更好，卖的更多。

三、公司邀请四位外部嘉宾分享交流营销行业的一些前沿命题和专

业观察

1、合鲸资本熊三木先生分享《直播电商：零售业的新基建》；

2、栗映科技温妮女士分享《私域流量 3.0 品牌增长新引擎》；

3、美则品牌创始人陈然分享《网红经济如何实现品牌快速增长》；

4、Usmile品牌创始人陈建群分享《产品驱动增长和内容驱动增

长》。

四、主要问答

主要问题：请问董事长，我们刚才参观发现，电声有三种业务是跟

汽车相关的，公司管理也是跟 4s店或者展览有关的，但现在汽车行

业发生很大的变化，比如汽车电动车新设立的非 4s店销售模式。如

果未来 5年汽车电动车发展速度快，它的非 4S店营销模式，对未来

汽车模块整个份额占比很大，那么贵公司营销模式会发生什么样的

一个转变 ？对现在汽车行业变化，在营销方式方面，你有什么看

法？谢谢！

答复：我们很高兴看见这个变化。过去的十年，我们一直在努力帮

传统的品牌商改变思路，我们也一直与客户就相关模式进行深入探

讨。

比如卖洗发水，在商场超市里面，30秒就能决定买还是不买。卖汽

车，从心动到行动总共有 17个月，所以完全不一样。一般汽车品牌

商会想，我把广告打好，产品做好，服务做好，自然就会有人来店

里，我的东西就会卖出去。但我们不这样看。

我们其实改变了汽车行业里面很多东西，将快消品销售思维应

用在汽车行业，比如我们策划把 4S店移动起来，建议把车展移动起

来。

现在新能源车，他们更在意用户导向，无论从产品设计角度，还是



从营销角度，还是管理体系和数据体系，不依赖于现在的模式，以

用户为核心，并且能形成数据的闭环。

我们能评估我们所做的营销的效果。我们可以跟进分析潜在消

费者的线上行为、到线下行为、到来店行为、到售后行为。科技在

汽车行业用起来，整个数据形成闭环之后，营销行为就可以看得更

清楚。因此，对我们来说，我觉得利大于弊。

附 件 清 单 （ 如

有）

无

日期 2020年 11月 19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