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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责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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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及其顾问或代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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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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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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业领先市场地位 中国
综合灵活用工服务提供商1

注:

1. 根据灼识咨询报告，按照本集团2021年收入及截至2021年12月31日的综合灵活用工人数排名第一;  

2. 占2021年收入比重

中国领先的综合人力资源解决方案提供商，持续高速增长

+67.5%

2021年收入增长率

89.9%2 2.1%2 5.5%2 2.5%2

2021年收入达人民币47.4亿元，同比增长67.5%；数字化专业服务收入占比约7.6%

通用服务外包 数字技术及云服务 数字化运营及客服 专业招聘与其他

➢ 持续高速增长

➢ 业务升级，收入结构优化

综合灵活用工



业务回顾 – 经营效率持续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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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水平4

2021 2020 2019

人均收入1

(人民币万元/人)
468 369 367 299

人均管理外包员工人数2

(人)
265 232 216 ~150

外包员工流失率3 7.4% 9.0% 9.9% >15%

注：
1. 人均收入 = 全年收入 / ((当年12月31日内部员工人数+前一年12月31日内部员工人数 )/2)；
2. 人均管理外包员工人数 = 当年12月31日综合灵活用工在岗人数 /当年12月31日外包服务体系内部员工人数。不包括2021年收购的江南金科与上海领时以及数字化运营及客服业务的数据；
3. 外包员工流失率=全年12个月的当月流失率的平均值。当月流失率 = 当月离职人数 / （月初在岗人数 + 当月总入职人数）。不包括数字化运营及客服业务的数据；
4. 根据灼识报告，2021年行业平均水平数据。

✓项目管理流程标准化

✓实现全面在线项目管
理，在线监控重要运
营指标

✓基于数据驱动，提升
服务效能，降低流失
率

营运效率远高于行业平均水平



财务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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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1. 经调整净利润指年内净利润根据首次公开发售后购股权计划和首次公开发售后股份奖励计划以股份为基础的付款开支

人民币百万元 截至12月31日止年度

2021年 2020年

销售收入 4,739.1 2,830.1

毛利 251.8 270.9

净利润 102.3 182.9

归属本公司股东净利润 101.7 182.6

经调整净利润1（非香港财务报告准则计量） 108.3 183.2

毛利率 5.3% 9.6%

净利润率 2.2% 6.5%

经调整净利润率1 2.3% 6.5%

每股盈利（以每股人民币元列值） 0.66 1.19



毛利分析 – 毛利率阶段性承压特别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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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利及毛利率
(人民币百万元)

▪ 2021年毛利率5.3%，较2020年下跌4.3个百分点，主要原因如下：

① 由于本集团与一位主要客户签订的新协议，每名综合灵活用工员工应付的服务价格有较大调整，导致该协议下的项目毛利大幅下降；

② 互联网行业的用工需求明显减少，导致本集团的若干互联网行业的客户用工需求的增长放缓，且应付本集团的服务费或服务溢价降低；

③ 由于2021年下半年政策调整对在线教育行业的冲击，导致本集团在该行业的客户用工需求及服务溢价受到较大影响

271
252

9.6%

5.3%

2020 2021



➢ 客户结构优化

约52%1

2021年前十大客户收入占比1

注：
1. 不包含集团于2021年6月30日公告的一名主要客户的相关合约的收入。如包含所有客户合约，则前十大客户收入占比约为71%；
2. 按2021年客户数计算。其他行业包括消费零售、医疗健康及文娱教育等；
3. 2019-2021年三年的100万以上合同续约率，不包含集团于2021年6月30日公告的一名主要客户的相关合约；
4. 2019-2021年三年的前十大客户平均合作年数，不包括当年新增的客户

客户的优选

100%

➢ 高续约率、高满意度 ➢ 长期合作伙伴

100万以上合同续约率3 前十大客户平均合作年数4

▪ 客户结构持续优化，单一客户集中度过高的风险降低，聚焦多个行业重点大客户服务模式

▪ 百万级客户续约率100%，收入有很强的叠加效应

▪ 中国众多知名企业及增长型企业的HR战略合作伙伴，未来将进一步助力更多中国企业的人力资源战略需求及数字化转型实施

3.8 
4.9 

5.6 

2019 2020 2021

19%

19%

23%

39%

高科技及高端制造 金融 互联网 其他

2021年客户行业分布2

➢ 行业分布平均

2021年 – 客户结构优化，持续合作紧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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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技术与云服务 数字化运营及客服

13

97

2020 2021

151

261

2020 2021

+663.5% +73.4%

▪ 业务升级，进一步提升服务价值，聚焦高价
值客户

▪ 数字化专业服务收入占比由2020年约5.8%上
升至2021年约7.6%

▪ 数字化专业服务行业平均增速约17%1，人瑞
远高于行业增速

▪ 在中国经济加速到来的数字化转型浪潮中，企业客户对信息技术及数字化人才需求巨大

▪ 2021年下半年开始，本集团拟通过内生增长、收购和合资合作的机会，进一步拓展数字化人才服务市场及数字化运营市场相关业务。该
业务对专业知识、资质要求以及业进入门坎相对较高，因此预计会产生较高的毛利率

▪ 以上举措预计将为2022年的毛利率稳定提升奠定良好基础

▌数字化专业服务收入
(人民币百万元)

注：
1. 根据灼识咨询报告

2021年 – 业务升级，收入结构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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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币百万元 于2021年12月31日 于2020年12月31日

资产总值 1,992.9 1,769.9

负债总额 715.2 533.9

经调整流动比率1（倍） 1.6 1.6

截至12月31日止年度 2021年 2020年

经营活动所产生的现金净额 (人民币百万元) (90.0) 155.6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 (人民币百万元) 638.4 967.2

经调整贸易应收款项周转天数2 49 48

资产负债与现金流情况

11

注：
1. 经调整流动比率按各财政年度末的经调整流动资产除以流动负债计算。经调整流动资产界定为扣除已收取且未使用的所得款项净额后的流动资产；
2. 计算方法为将期初及期末的贸易应收款项（不包括提供劳务派遣服务所产生的劳工成本）的平均结余除以期内收益再乘以期内天数



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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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止2022年1月31日

100.0%

74.4%

24.5%

39.2%

14.9%

80.8%

85.1%

100.0%

25.6%

75.5%

60.8%

19.2%

营运资金及一般公司用途

全球扩张

宣传及市场营销

加强生态系统、AI及大数据技术

扩大BPO及猎头业务

客户行业多元化

加强国内地区覆盖

截止2022年1月31日已用 上海思芮收购资金 剩余募集资金

总募集资金（调整后）
992.2

剩余可用募集资金
675.2

百万港元

加强国内地区覆盖

客户行业多元化

扩大BPO及猎头业务

加强生态系统、AI及大数据技术

宣传及市场营销

营运资金及一般公司用途

全球扩张

160.6

547.6

79.4

44.2

23.0

10.5

126.9

2022年3月8日，董事会决议调整募集资金使用计划，将募集资金约396.5百万港元重新分配用于收购上海思芮46%股权。收购完成后，剩
余可用募集资金约209.3百万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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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略升级及未来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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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企业数字化转型持续提速，成为经济发展的主引擎

14

2020年数字经济占中国GDP比重已经超过三分之一，到2025年预计占GDP比重接近50%

中国数字经济规模（万亿人民币）

2.6
4.8

9.5

16.2

27.2

31.3

35.8
39.2

2005 2008 2011 2014 2017 2018 2019 2020

(人民币万亿元)

361.9 393.7
460.7 491.8 571.7

670.8
763.0

870.4
985.6

1,108.2

1,255.8

20212016 2017 2018 2023E2019 2024E2020 2022E 2025E 2026E

16.0% 15.7% 16.6% 16.2% 18.3% 18.5% 18.8% 19.3% 19.7% 20.1% 20.4%

CAGR: 

+13.4%

CAGR: 

+13.1%

中国信息技术及数字化服务外包市场规模, 2016-2026E

2022年1月，国务院印发《“十四五”数字经济发展规
划》，明确指出，到2025年，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增加
值占GDP比重达到10%，展望2035年，力争形成统一
公平、竞争有序、成熟完备的数字经济现代市场体系

信息技术及数字化服务外包市场规模占IT支出的比重

(人民币十亿元)

CAGR 2011-2020: 

+45.8%

资料来源：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中国数字经济白皮书》，Gartner，国家统计局，商务部，灼识咨询

2020年占GDP比重：38.6%

▪ 根据灼识咨询，信息技术及数字化服务外包市场规模巨大，
到2025年将突破一万亿市场规模，且毛利率约为15%-25%，
发展前景广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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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务战略升级：通过投资并购与战略合作进一步完善数字化及人才生态链布局

战略收购上海思芮，加码数字化人才布局1 战略收购江南金科及上海领时2

◼ 与东软控股达成战略合作，收购信息技术与
数字化人才服务提供商上海思芮46%控股权

◼ 覆盖金融、高科技、互联网、医疗健康、先
进制造等多个行业超过160家客户

◼ 变革数字化人才服务的商业模式，为持续成
长及利润提升提供新的动能

◼ 收购江南金科及上海领时51%股权，拓展银
行领域人力资源服务外包和数字化人才外包

◼ 加强为金融行业企业提供创新体验的人力资
源一体化服务，提升金融行业交付能力，提
升盈利能力，降低经营风险

战略投资贪心科技4

◼ 专注于在线AI信息技术职业培训
◼ 强化人瑞在人工智能培训、就业及赋

能人力资源服务等多方面协同发展

战略投资迅腾集团3

◼ 专注于IT产业和智能科技为主导的产
教融合领先企业

◼ 训练有素的数字化运营服务人员及人
力资源服务外包的稳定来源，为客户
提供更好服务体验，深化产教融合新
模式

战略投资库茂机器人5

◼ 专注于机器人及智能制造+产业互联
网的产教融合科技服务平台

◼ 工业机器人是国家科技创新的重点领
域，正处于快速爆发期，打造智能制
造行业人才供应链，为智能制造企业
发展提供人才新引擎

人才生态链布局数字技术服务布局

人瑞在2020~2022年的投资战略布局



数字技术与云服务

◼ 帮助客户数字化转型及
提供专业服务需求，提
供数字技术服务及SaaS

云服务
◼ 贴近业务，为企业实现

业务目标，降本增效
◼ 业务团队拥有多年从事

数字化技术及IT人才外
包的经验

√ 2021年收入~1.0亿

√ 收入同比增长663.5%

数字化运营及客服

◼ 提供高质高效的数字内
容服务、客服服务和业
务流程服务

◼ 满足客户对规模化服务、
低成本运营以及安全合
规有较高要求的业务需
求

◼ 拥有完善的数字化运营
交付能力

√ 2021年收入2.6亿

√ 收入同比增长73.4%

通用服务外包

◼ 在紧迫的时间内，为客
户有效满足大规模用工
需求的专业服务

◼ 配合客户业务成长周期
不同阶段需求

◼ 雇员与我们订立雇佣合
同，为客户工作

√ 2021年收入42.6亿

√ 收入同比增长66.3%

专业招聘

◼ 在人瑞人才库、线下活动
中招募候选人，向客户提
供整个招聘流程服务

√ 2021年收入9,000万+

√ 收入同比增长29.9%

√ 招聘人数40.6k

其他

◼ 企业内部服务培训
◼ 人力资源咨询服务等

√ 2021年收入2,739万

业务战略升级：数字化人才+数字化专业技术服务战略布局

2021年成绩亮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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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瑞业务发展目标：开拓更大的市场，提升高价值服务

17

拓展更大的市场空间

2021年综合灵活用
工市场规模

2021年信息技术
及数字化服务外
包市场规模

2026年信息技术
及数字化外包市
场规模预测

数字化人才传统人才

~1,400亿

~6,700亿

~12,600亿

增加高价值服务

综合灵活用工市场
毛利率

信息技术及数字
化服务外包市场

毛利率

数字化人才传统人才

~8.5%

~15-25%
市
场
规
模

服
务
毛
利
率

注：市场规模单位：人民币亿元
资料来源：灼识咨询



未来发展思路：打造人瑞未来可持续发展的增长曲线

收入与利润的主要来源：

人力资源专业服务解决方案

第一增长曲线

市场规模大，毛利水平相对较高的扩张业务，

巩固行业地位：

数字技术与云服务-产品化
打造人才生态链，
构建人瑞竞争壁垒

第二增长曲线

持续创新，实现规模效应及可持续发展：

社会化大用工平台的构建，
一体化解决方案提供者

可持续增长

持续突破

创新增长

成熟业务

➢ 作为长期战略，集团一直以来坚持以科技驱动人力资源服务发展，提升行业领先地位

➢ 帮助企业把握数字化机遇，以全新的服务体验帮助中国企业构建人才管理数字化与企业战略、业务数字化的连接和应用，通过一体

化人力资源服务帮助中国企业实现数字化转型，成为可信赖的数字化转型卓越合作伙伴

➢ 战略布局人力资源专业服务及数字技术产品，进一步提升集团技术服务能力，推进技术产品化

➢ 打造综合性人力资源服务的可持续、跨越式增长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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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建人瑞第二增长曲线

拓展企业数字化转型发展机遇

人力资源服务外包升级

打造数字化人力资源生态链

积极布局战略合作与并购



求职者 企业

在产业数字化领域，进一步构建人瑞核心竞争力

核心竞争力

人力资源
供应链

一体化技术
解决方案

构建数字化人才生态链，加强人瑞的市场竞争壁垒1.

加强技术开发投入，加速人瑞技术的产品化和平台化建设2.

3. 布局产业生态链，进一步加强人瑞在行业的龙头地位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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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人瑞数字化人才与技术的业绩增长目标

数字技术与云服务的倍速增长

2021年实现

+增长6.6x
+增长8x

2022年目标

~1亿

注：营业收入单位：人民币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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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议2021年分红

每股0.24港币

对股东的回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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