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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责声明

投资者演示材料 - 2020年4月

本演示材料由人瑞人才科技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基于现行有效的经济、法律、市场及其他条件编制，仅供参考用途。 阁下应当理解，后续发展可能会影响本次演示中包含

的信息，而本公司、本公司的顾问或代表均无义务对其予以更新、修订或确认。

本演示材料所含信息未经独立核实。本公司无意提供，且阁下也不得依赖本演示材料获得，有关本公司财务或交易状况或前景的完整或全面分析。本公司、其股东、其顾问、联系人

士、董事、监事、高级人员、雇员、代理、顾问或代表概不就本演示材料所含信息的准确性、完整性、公平性、合理性或正确与否作出任何明确或隐含的声明、保证或承诺，且本公

司、其股东、其顾问、以及彼等各自的成员公司、联系人士、董事、监事、高级人员、雇员、代理、顾问或代表概不就直接或间接使用或依赖该等材料向阁下承担任何责任。

本演示材料包含一些具有或可能具有前瞻性的陈述。这些陈述通常包含“将要”、“期望”和“预期”及类似含义的词汇。前瞻性陈述就其性质而言包含风险和不确定性，因为其涉

及将在未来发生的事件并依赖于未来发生的情况, 并基于对未来的假设及因素。该等假设及因素乃基于管理层现时获得有关本公司业务及行业的资料得出，有可能被证实为不正确、

不准确或不完整。无法保证该等预期正确、准确或完整。任何对本公司的投资均涉及一定的风险。可能另有一些重大风险尚未被本公司认为构成重大风险，或本公司及其顾问或代表

尚未意识到该等风险。针对这些不确定因素，任何人不应依赖这些前瞻性陈述。本公司不承担任何更新前瞻性陈述或使其适应未来事件或发展的责任。 阁下参加本次演示的会面，

或通过阅读演示材料，即表示 阁下承认会全权负责自行评估本公司业务、财务状况、经营业绩、经营和市场状况或公司前景，亦表示 阁下会自行分析并自行负责达致有关本公司业

务日后表现的观点。

本演示材料未在任何司法管辖区存档、提交、注册或批准，本演示材料的接收方应了解并遵守任何适用的法律或监管要求。本演示材料并不构成或组成任何对本公司证券的出售要约

或发行或对本公司证券的购买或认购要约的招揽或邀请的一部分。本演示材料仅提供给 阁下作为参考，应严格保密，且不得被全部或部分的以任何形式复制或以任何方式分发给其

他任何人。特别是，在本次演示中出现的任何信息或本演示材料的任何副本均不能在美国、日本、香港或任何有相关禁止性规定的其他司法管辖区直接或间接地复制或传播给任何人

。任何对以上限制的违反都可能构成对美国或其他国家证券法律的违反。本演示材料及其所载的任何信息不构成对任何的金钱、证券或其他对价的招揽，且任何基于本演示材料及其

所载的任何信息而提供的金钱、证券或其他对价均不会被本公司接受。本演示材料及其包含的信息不构成对任何购买、取得、处置、认购或包销任何证券或结构性产品的任何协议的

订立或要约订立的邀请，亦未就公司的任何证券（无论是股份或债券）的购买或认购发出任何要约或作出任何游说。

本演示材料中提及的证券并无亦不会根据《1933年美国证券法》及其修订本（「证券法」）或任何州的法律进行注册，且不得在美国境内提呈发售或出售，惟根据适用豁免或不受证

券法登记规定所限者则除外。证券不会在美国境内公开发售。通过审阅本演示材料， 阁下将被视为已表示并认同 阁下及 阁下代表的客户是（a）香港法例第571章证券及期货条例

及该条例任何规则所界定的 “专业投资者“，（b） “合格机构投资人”（依据美国证券法144A规则的定义），或（c）非美国人士（依据美国证券法S规例的定义）且身处美国境

外，并且不基于美国人士（依据美国证券法S规例的定义）的帐户或利益而行事。在香港，除非与认购本公司股份有关的发行通函或招股说明书已获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及香港

证券及期货事务监察委员会正式批准及已在香港公司注册处妥为登记，否则不得向公众人士提呈发售本公司股份。

根据中国法律及法规项下的其他适用限制，本演示材料仅会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就本演示材料而言，不包括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及台湾）派发予指定合资格

机构投资者。其他人士不应根据本演示材料或当中任何内容行事或对其加以依赖。不会就本演示材料的交付或派发在中国采用任何大众媒体或作出其他形式的公开分发或公告。本演

示材料或当中任何内容均无意作为或构成任何提供证券投资的咨询或顾问服务。除前文所述外，本演示材料的派发并不构成中国证券法项下的股份公开要约，而且无意亦不构成中国

法律界定的提供证券投资的咨询或顾问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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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行业竞争优势，加快企业发展

快速响应市场变化，降低经营风险

提升企业管理效率，获得良好利润

企业

价值诉求

快速获得工作机会

得到更大职业自由

获得更多就业保障

求职者

服务价值

服务能力

价值诉求

以客户为导向的专业服务能力

规模化增长的HR生态技术平台

快速响应企业用工需要 – 提高管理效能

灵活配置社会劳动力资源 – 灵活配置资源

价值主张：社会化的用工平台
通过技术实现企业之间的用工效能调节

提供专业人力资源服务 – 实现用工保障

人瑞
灵活用工



中国灵活用工行业：空间大、增速快、抗周期、龙头效应

5

政策持续支持灵工产业，参考成熟市场历史，成长期灵工市场跑赢宏观经济

投资者演示材料 - 2020年4月

求职者对灵工观念开始改变

中国灵工历史短、渗透率低

企业逐渐认可灵工管理模式

人口红利消失、用工压力大

空间大

新经济增速远超其他行业

HR行业增速高于全球平均

二线城市下沉增长潜力大

中国灵工渗透率持续提升

增速快

灵工费用率规模效应显著

龙头企业市占率快速提升

行业龙头人均效能远超同业

政策倒逼企业管理规范化

龙头效应

低渗透率持续跑赢经济

对经济周期的敏感度低

层叠式收入确定性极高

企业对灵工的需求强劲

抗周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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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绩亮点

灵活用工收入及在岗人数的行业排名第一1.

2019年净利润1增长近100%，年度人均利润222万，引领行业2.

新经济客户创造的收入占比85%以上，主要服务的客户发展良好3.

百万级客户3续约率100%，收入有很强的叠加效应4.

5. 经调整每股净利润41.02元，明显高于行业其他同类公司5

(1) 净利润指的是经调整净利润；(2) 人均年利润 = 调整后净利润/年度平均内部员工人数，年度平均内部员工人数 = (年初内部员工人数+年末内部员工人数)/2

(3)    百万级客户指的是2019年全年灵活用工服务溢价费率和招聘服务费超过人民币100万元的客户及合同
(4)    经调整每股净利润 = 经调整净利润 /发行在外潜在普通股（考虑了优先股、员工期权转化为普通股的影响）的加权平均数计算
(5)    根据灼识咨询报告

行业第一，多项盈利指标远超行业平均水平



优势与核心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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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握新经济风向，技术驱动下的中国灵工龙头

投资者演示材料 - 2020年4月

灵活用工人数增长

+41%

2019年灵活用工收入增速

行业水平人瑞人才

+85%

新经济客户创造的收入

25%

2019年灵活用工市场规模增速2

38%

新经济客户创造的收入2

+22万元

人均净利润1

+29%

(1) 人均年利润 = 经调整净利润/年度平均内部员工人数，年度平均内部员工人数 = (年初内部员工人数+年末内部员工人数)/2

(2) 根据灼识咨询报告
(3) 根据灼识咨询报告，为行业其他同类公司的平均值

灵活用工人数增长2

13%

9.5万元
平均人均净利润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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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业务
▪ 新经济客户创造的收入占2019年度

总收入的85%以上
▪ 中国独角兽公司中有33% 3是公司的

客户

优质客户群

高度互补协同的业务板块 +综合生态系统及数据库 + 优质客户群

9投资者演示材料 - 2020年4月

▪ 五大系统平台：香聘、瑞聘系统、合
同管理一体化系统、瑞云管理系统、
瑞家园平台

综合HR科技生态系统

▪ 香聘平台求职者用户数约191万1

▪ 平均每月活跃用户数超过12.5万2

▪ 平均每日访问数超过1.5万2

庞大人才数据库

灵活用工

▪ 2019年共为专业招聘客户聘用约39,768名雇
员

▪ 在 人才库、线下活动中招募候选人，
向客户提供人才招募、面试、选拔及入职等
整个招聘流程

招聘

(1) 截至2019年12月31日的数据; 

(2) 截至2019年12月31日年度的数据; 

(3) 截至2019年12月31日年度的数据，根据灼识咨询报告显示中国总共有211家独角兽企业，其中70家为公司的客户

灵活用工人数

▪ 在紧迫的时间内，为客户满足大规模用工需求

的专业服务

▪ 雇员与我们订立雇佣合同，为客户工作，超过

82%的雇员服务新经济公司

▪ 业务流程外包 (BPO)

▪ 企业内部服务培训

▪ 劳务派遣服务等

13,559

19,464

25,118

2017 2018 2019

CAGR:
+36%



经营活动现金净流入

年度复合增长率超170%

1.5亿

20

42

150

2016 2017 2018

(1) 根据灼识咨询报告，为行业其他同类公司的平均值。
(2) Recruit Holdings 2019财政年度1-9月收入和归属母公司净利润计算所得，销售净利率：8.6%; 

(3) 根据灼识咨询报告，为行业其他同类公司的平均值。

(人民币百万元)

行业平均：4.5%1

6%

销售净利率营业收入

年度复合增长率超70%

23亿

我们的解决方案

灵活用工

专业招聘

招聘 付费会员

其他业务

业务流程外包 企业培训、劳务派遣

776

1,616

2,288

2016 2017 2018

主要财务数据

(人民币百万元)

行业平均：人民币0.73元3

1.02元

经调整每股净利润

10投资者演示材料 - 2020年4月

2017         2018        2019 2017         2018        2019



利润表摘要

11投资者演示材料 - 2020年4月

人民币百万元 2019年度 2018年度 变动率 2017年度 复合增长率

收入 2,288 1,616 41.6% 776 71.7%

毛利 241 155 55.5% 88 65.5%

毛利率 10.5% 9.6% 11.3%

营业利润 118 58 103.4% 13 201.3%

营业利润率 5.2% 3.6% 44.4% 1.7% 74.9%

净利润 (780) (137) (44)

经调整净利润1 134 68 98.3% 10 266.1%

经调整净利率 2 5.9% 4.2% 40.5% 1.3% 113.0%

经调整每股盈利 1.02 0.58 75.9% 0.09 236.7%

(1) 经调整净利润 = 净利润 + 复合金融工具的公平价值亏损 + 上市开支；
(2) 经调整净利率 = 经调整净利润/收入；



资产负债表及现金流量表摘要

12投资者演示材料 - 2020年4月

人民币百万元 2019年12月31日 2018年12月31日 2017年12月31日

货币资金 1,029 40 21

总资产 1,484 473 233

总负债 417 773 384

经调整应收账款周转天数 46 46 42

经调整流动比例 1 1.4 1.2 0.9

资产负债率 2 28% 163% 165%

经营活动现金净流入 151 42 20

经营活动现金净流入/经调整净利润 1.13 0.62 2.00

(1) 调整后流动比例 = 调整后流动资产/流动负债，调整后流动资产 = 流动资产 – 已经收取的募集资金所得款项净额
(2) 2018年12月31日、2017年12月31日资产负债率超过100%主要因为上市前投资人投资的优先股作为复合金融工具长期负债，在2019年12月31日公司完成上市后

转为普通股；



706

1,515

2,151

59

68

64

11

33

73

2017 2018 2019

灵活用工 招聘 其他人力资源

776

1,616

收入细分

13投资者演示材料 - 2020年4月

▌ 按产品细分

(人民币百万元)

▌ 按业务收入细分

CAGR:
+72%

▪ 收入由2017年的7.8亿元人民币增长至2019年的22.9亿元人民币，年均复合增长率72%，
远高于人力资源服务行业2015-2019年收入复合增长率20.2%的水平；

▪ 2019年收入达22.9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42%；
▪ 公司提供全面的人力资源解决方案，2018年其收入的94%来自人力资源外包服务中增速最

快的灵活用工服务，灵活用工业务一直以来是公司主营业务；

灵活用工

专业招聘

其他业务

94%1

3%1

3%1

(人民币百万元)

706

1,515

2,151

2017 2018 2019

51
62 58

2017 2018 2019

7 6 6

2017 2018 2019

招聘 付费会员

CAGR:
+75%

CAGR:
+6%

2

23

52

2017 2018 2019

10 10
21

2017 2018 2019

业务流程外包 企业培训、劳务派遣及其他

(1)  2019年度收入占比

2,288

CAGR:
-10%

CAGR:
+47%

CAGR:
+457%



成本及毛利细分

14

(人民币百万元)

▌ 销售及营销开支

投资者演示材料 - 2020年4月

▌ 研发开支

▌ 行政开支

(人民币百万元)

(人民币百万元)

▪ 研发开支包括支付研发人员的薪金、奖金和福利（2019年占比82.8%），公用事业及办公开支
（2019年占比3.8%），研发相关折旧（2019年占比8.2%）及摊销及其他（2019年占比5.2%）

▪ 销售及营销开支主要包括员工福利开支（2019年占36.4%），差旅及招待开支（2019年占
12.2%），营销及推广开支（2019年占43.9%）及其他（2019年占7.5%）

▪ 行政开支包括支付行政人员的薪金、奖金和福利（2019年占比35.7%），上市费用（2019

年占比40.0%），行政相关折旧及摊销（2019年占比8.2%），专业服务费用及其他
（2019年占比3.8%）

33
42

43

8.9%

5.5%

1.9%

2017 2018 2019

销售及营销开支 占收入比

14 13 13

1.8% 0.8% 0.6%

2017 2018 2019

研发开支 占收入比

33

48

90
8.7%

6.2%

3.9%

2017 2018 2019

行政开支 占收入比

(人民币百万元)

53
113

192
27

31

23

8

11

26

2017 2018 2019

灵活用工 专业招聘 其他人力资源

▌ 毛利润

▪ 其中灵活用工毛利润由2017年的5,300万元人民币增长至2019年的1.92亿元人民币，年均复
合增长率90%

88

155

241

CAGR:
+66%



11.3%

9.6%
10.5%

1.3%

4.2%

5.9%

2017 2018 2019

毛利率

调整净利率

盈利分析

15投资者演示材料 - 2020年4月

▪ 毛利润在往绩期间趋于稳定，而调整后净利率大幅提升
▪ 灵活用工的管理费占收入比例约11%

(人民币百万元)

▌ 毛利率及调整净利率 ▌ 经调整净利润1

▌ 利润增长动因

▪ 在剔除复合金融工具非经营公平值亏损后，净利润在2019年比增长98.3%

▪ 毛利润的增长主要由于自行开发的核心系统于2016年进行大型系统升级
所致，这一升级大幅提升了公司营运的效率及效果

▪ 调整后净利润从2018年的近6,800万元人民币迅速增长至2019年的1.34

亿元人民币，该大幅增长主要由于收入的大幅增长，且销售及营销开支
下降、研发开支下降、行政开支占收入的百分比下降

▪ 对于灵活用工业务，2019年刨除代发代付部分的毛利率达约80%

10 

68 

134 

2017 2018 2019

CAGR:
+268%

▌ 经调整每股净利润2

▪ 调整后每股净利润在2019年同比增加76%

0.09

0.58

1.02

2017 2018 2019

CAGR:
+237%

(1) 经调整净利润 = 净利润 + 复合金融工具的公平价值亏损 + 上市开支；
(2) 经调整每股净利润 = 经调整净利润 /发行在外潜在普通股（考虑了优先股、员工期权转化为普通股的影响）的加权平均数计算；



4.2%

14.3%
9.0%

2017 2018 2019

0.9

1.2
1.4

2017 2018 2019

资本结构及现金流分析

16

233

473

1,484

2017 2018 2019

▌ 总资产

投资者演示材料 - 2020年4月

▌ 调整后流动比率1

▌ 调整后资产回报率

(人民币百万元)
CAGR:
+153%

▪ 总资产由2018年的4.73亿元人民币增长至2019年的14.8亿元人民币
▪ 公司已经在2016年就优先使用了HKFRS 16 租赁准则

▪ 流动比率在往绩期间逐渐升高，并于2018年超过1.0

▪ 2019年调整后资产回报相比2018年下降主要是因为2019年底获得上市募集资金使得总资
产金额迅速且大幅上升

(1) 调整后流动比例 = 调整后流动资产/流动负债，调整后流动资产 = 流动资产 – 已经收取的募集资金所得款项净额；
(2) 调整后资产回报率 = 调整后净利润/总资产

▌ 经营活动现金净流入

▪ 经营活动现金净流入在2019年比增长260%

20
42

151

2017 2018 2019

CAGR:
+1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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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大核心优势

18投资者演示材料 - 2020年4月

增长型新经济企业的成长伙伴1.

以客户为导向的专业服务能力2.

规模化综合性HR生态技术平台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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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户：中国增长型新经济行业领军者的HR战略合作伙伴1

聚焦大客户服务模式，在早期阶段与他们一起成长，实现大幅增长

客户的优选：高续约率、高满意度

100%

100万以上客户合同续约率2

约85%

来自新经济客户的收入占比%1

约76%

来自重复客户的收入占比3

(1) 占公司2019年度总收入的百分比;

(2) 往绩期间自2016年至2019年12月31日；
(3) 占公司2019年度总收入的百分比

部分
知名
客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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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能力（1）：持续提升员工队伍的专业化水平2

目标明确，高要求，高激励，注重员工能力培养

业绩

高目标 高回报 高成长

基于公司高增长分解目标

商务、交付和职能部门目标统一

每个岗位目标明确

明确公司要求、员工能力成长标准

商务、交付等不同岗位标准清晰可量化

阶段性根据业务属性实践进行迭代

KPI考核
目标驱动

任职资格
能力驱动



21投资者演示材料 - 2020年4月

服务能力（2）：持续提升快速批量招聘响应能力2

根据不同岗位与行业特点，总结提炼可快速复制的全流程项目管理指导书，有效提升交付能力

1.项目组的成员组建

2.招聘岗位理解与标准确定

3.项目启动及目标设定

4.招聘渠道的分类以及数据营销的方法

5.初试的标准与面试的方法

6.项目经理与销售的协作及团队管理（对内）

7.项目管理周度回顾与目标推进

8.客户端的问题协调与解决

9.求职者关怀与面试入职推进

10.项目的月度总结及改进目标

目 录 3.项目启动及目标设定
3.1项目启动会的意义
3.2启动会议流程说明
3.3内部沟通会：
招聘信息同步以及问题反馈

3.4外部沟通会：
确定项目对接信息以及打样计划

3.5内部启动会：
交付策略与目标确定

3.5.1打样执行的回顾
3.5.2客户需求和交付目标确定
3.5.3基于交付目标的执行策略
3.6外部启动会：
同步目标与需要的配合
3.6 .1打样执行回顾
3.6 .2同步目标
3.6 .3同步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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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能力（3）：持续降低灵活用工员工流失率2

从客户需求出发，通过专家团队与系统，实现产品与服务流程标准化

COE

SSC

系统

平台

外包总监

PM

• 专业赋能

✓ 产品迭代升级

✓ 专业服务升级

✓ 创新管理模式研究

• 共享服务（瑞云+瑞家园）

✓ 基础人事事务标准化

✓ 员工体验升级

• 瑞杰

✓ 项目管理精细化、透明化

驻巡场

产品清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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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一平台 统一标准 统一数据 统一开发
自主知识

产权
电子化
管理

数据实时
更新

及时管控

技术：持续提升人均效能3

人力资源 + 科技 + 生态系统：连接客户、员工及求职者

合同客户管理 招聘业务管理 外包业务管理 财务费用管理

合同管理 香聘 瑞聘 瑞云增强 瑞云 货币资金管理 企业信息汇总

流程中心

人事管理

瑞聘企业面试 瑞杰

集团官网 官网运营管理

统一数据中心

客户关系管理 香聘运营管理 瑞聘自助签到 瑞家园 外包客户门户 费用管理

瑞学堂 企业邮箱企业复试系统 瑞家园运营管理

PMP

其他业务系统人事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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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招聘：全线上完成传统招聘流程

25投资者演示材料 - 2020年4月

香聘

瑞聘

线上
直播

简历
筛选

入职

社群
营销

offer
视频
面试

空中宣讲：
打破了传统线下宣讲会的地域、空间限制

视频面试：
降低了HR、求职者的时间成本，提升招聘效率

截至2020年2月29日止：

已举行空中宣讲1,500多场

截至2020年2月29日止：

已视频面试超过10,500人次

疫情期间，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

满足企业招聘和个人求职的需求



云招聘：全线上完成传统招聘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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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端界面 (效果图)

▌流程上：

▪ 对于候选人：不止是完成一通视频面试，
面试之后，可以在香聘产品的求职进展、
面试群里，继续获得职位相关的延伸服务；

▪ 对于客户：与人瑞签订外包或招聘服务的
客户，只需视频面试决定最后选票，而前
期评估筛选、后期候选人跟进等服务，仍
然是人瑞进行；

▪ 对于人瑞：所有候选人简历及行为，均沉
淀在人瑞数据库中，人瑞可以对这些资源
再次利用；

▌功能上：

▪ PC、App、小程序，支持多端口，用户极易接受；

▪ 面试通话及面试群里，候选人随时查看职位、面试官随时
查看简历给结果，操作方便，无需多次切换，操作方便；

▪ 面试时，面试官可禁言、踢出候选人，保证面试秩序；



分布式坐席平台：进一步突破灵活用工的物理限制

27投资者演示材料 - 2020年4月

坐席运营管理平台

远程/分布式坐席

坐席客户端

工单处理

即时消息

客户业务系统

视频审核

标签标注

语音客服

专线

运营管理模式不变，

职场坐席集中式管理变为分散式管理Internet

（VPN）

http://images.google.com/imgres?imgurl=http://www.clker.com/cliparts/0/f/c/2/1195445181899094722molumen_phone_icon.svg.med.png&imgrefurl=http://www.clker.com/clipart-12243.html&usg=__a1YqNyZp2tXi8iHFQ1P0Zk2dRYc=&h=297&w=297&sz=14&hl=en&start=179&itbs=1&tbnid=1t5zVrxkONAgPM:&tbnh=116&tbnw=116&prev=/images?q=phone&gbv=2&ndsp=20&hl=en&sa=N&start=160


瑞杰系统：高效解决灵活用工客户问题

28投资者演示材料 - 2020年4月

⚫扩张到数十万在岗员工仍能以目前的效率来解决项目的问题

⚫在线记录项目所有历史问题及解决措施，避免因变化而出现服务能力的波动

⚫项目一线问题，第一时间被所有前后台专家看到，不再受制于驻场的的个人专业能力，和逐层汇报问题的低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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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长期发展策略

30

稳固中国领先人力资源解决方案提供商地位

投资者演示材料 - 2020年4月

1 2

4 53

多元发展并扩大客户群以增加收益

▪ 在增长迅速的电信、媒体和科技及金融服务

领域中拓展现有企业客户的业务，推广增值

人力资源服务，致力于成为客户最大或唯一

的人力资源服务提供商

▪ 进军包括新零售领域在内的其他行业，扩大

灵活用工服务的覆盖范围

持续创新并加强我们的系统、平台、
人工智能及大数据

▪ 加强人工智能及数据挖掘技术，包括机器学

习、数据分析及人工智能面试技术，旨在提

升招聘效率并为客户降低成本

▪ 提升并增加系统及O2O招聘平台于企业端、

求职者端及雇员端的功能、特色及用户体验

扩展我们的增值服务及提升用户体验

▪ 持续向企业客户交付快捷、优质、全面及量

身定制的解决方案

▪ 试用新功能来提升用户体验并拓展增值服务，

包括进一步开发并添加香聘App的功能

持续扩大中国及全球的市场覆盖范围

▪ 重点关注目前未设立办公室但人力资源服务

需求增长迅速的城市

▪ 借助拥有国际扩张需求的现有客户扩展至国

际市场

持续巩固我们的行业领先地位及品牌认知度

▪ 通过各个营销渠道，包括与其他知名品牌合

作及通过内部转介系统增加品牌曝光率，扩

大人才库

▪ 通过精选达成的战略联盟、投资及收购，进

一步加强竞争力

企业覆盖 市场覆盖

HR增值服务 系统 / 大数据 品牌



2020年发展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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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中国新经济企业的增长潜力，促进人瑞收益的持续增长

以专业和技术驱动人力资源服务，进一步提升人瑞服务能力和人均利润

加强老客户的价值深度挖掘、交叉销售与新客户的拓展，保持人瑞远高

于行业平均增长速度

通过大数据、人工智能构建人力资源服务技术平台生态系统，进一步打

造人瑞核心竞争优势，营造竞争壁垒

开展良性的高潜质企业并购与国际市场开拓，构建人瑞的国际化水准的

业务格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