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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网络安全的关注提升至国家层面，信息
技术和网络技术方面或有新突破 

中国资本市场改革利好互联网企业，中概股赴
美上市温度略降，生活服务、文化娱乐产业或
现IPO企业 

互联网巨头生态布局趋于完善，走向实质性
发展。热点领域加速竞合，市场格局渐明显 

大数据概念降温，在更多领域得到实际落
地应用 

传统服务业互联网化催生O2O出现更多新
玩法，上门服务发展迅猛 

移动营销行业将迎来爆发式增长期，移动
营销生态日趋成熟 

实体经济乘风而上，互联网金融趋于成熟，
共迎资本热潮 

IP将成为中国互动娱乐产业的关键词 

企业级市场或迎来高速发展 
智能硬件持续创新，各种可穿戴设备实现创新
和优化，受硬件发展及非刚需制约行业仍未到
爆发点 



 网络安全问题得到重视，网络硬件制造商、软件开发商、系统开发商出现商机 

 利好国产云服务提供商、网络安全提供商 

 由阿里巴巴开始，国内掀起“去IOE化”浪潮，国产软硬件提供商快速发展 

对网络安全的关注提升至国家层面，信息技术和网络
技术方面或有新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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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2月27日 中
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
领导小组宣告成立，
习近平主席任组长。 

重大网络漏洞无法预测 信息泄露事件层出不穷 大数据安全引起关注 

2015年4月29日
首都网络安全日，
网络与信息安全
博览会将会举行。  

5月，中央国家机关
政府采购中心发布通
知称：所有计算机类
产 品 不 允 许 安 装
Windows8操作系统。 

中国政府采购单位将赛门铁克
与卡巴斯基从政府安全软件供
应商名单中剔除。并称政府批
准使用的杀毒软件为奇虎360
等五大国产品牌。 

政府多次采购
阿里云。 

政府支持推动相关产业发展 



中国资本市场改革利好互联网企业，中概股赴美上市
温度略降，生活服务、文化娱乐产业或现IPO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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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板机制有望出台： 

证监会释放出：“研究在创
业板建立单独层次，支持尚
未盈利的互联网和高新技术
企业在新三板挂牌一年后到
创业板上市”消息。 

  

 

 改善场外市场交易环境： 

新三板推行做市商制度，增
加流动性。 

 注册制改革密集表态： 

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推进股

票发行注册制改革； 

2014年初新“国九条”提出

积极稳妥推进股票发行注册

制改革； 

2014年11月国务院常务会议

提出抓紧出台股票发行注册

制改革方案。 

 

资本市场改革预期强烈 中国资本市场优势明显 

 利于业务沟通，中国投资人更加了解中国企业； 

 无时间及语言差异； 

 估值相对较高。 

2015资本市场热点 

 中文在线已递交招股说明书，网络文学领域将现

上市公司； 

 文化产业、团购、互联网金融或现上市企业； 

 O2O、互联网金融、游戏、物联网、企业服务延

续一级市场热点。 



互联网巨头生态布局趋于完善，走向实质性发展。 
热点领域加速竞合，市场格局渐明显 

2015年1月25日星期日 让你更懂市场，让市场更懂你！ 5 

BAT经过收购及培育，各自已形成全方位业务生态体系，布局趋于完善，2015年将是业务发展与落实阶段。 

工具 

生活 

娱乐 

金融 

其他 物联网 

阿里巴巴 腾讯 百度 

消
费
级
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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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
业
级
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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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RM 

垂直行业解决方案 

技术服务 

办公管理协同 

金融服务 

营销服务 

公众服务号 

影视、音乐、游戏、阅读 影视、音乐、游戏、阅读 影视、音乐、游戏、阅读 

物联网 物联网 



大数据概念降温，在更多领域得到实际落地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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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行业 

金融业 

制造业 娱乐业 

精准营销，本地化推送 

风险控制 

影视剧拍摄 产品统筹 

 客户行为分析 

 金融风险分析 

 金融风险预警 

2014年，大数据概念热炒，虽逐步得到企业认可，在营销方面得到一定程度应用，部署仍停留在
初级阶段 

2015年，大数据营销有望落到实处，精准营销、本地化推送将在各个行业得到更广泛的应用 

 根据市场热点进行节目筹划 

 根据受众反馈调整剧情 

 分析受众明星偏好为影片选角 

 市场偏好数据应用于产品设计 

 订单数据应用于产品生产统筹，指

导供应链管理 

政府事务 数字政务 

 统筹规划  

 数据分析预警 

 政务数字化 

以下游数据指导上游

生产的C2B模式 



传统服务业互联网化催生O2O出现更多新玩法，上门
服务发展迅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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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 

司机、美甲师、

家政、厨师、美

发师… 

企业： 

超市、药店、洗

衣房、餐厅、修

理厂… 

第三方移动服务应用 服务提供方 

入驻 

发布
需求 

送达
需求 

响应
需求 

注册 

送达、 
确定交易 

提供服务 

支付 结算 

美甲 按摩 家政 

家教 外烩 美容 

… 

… 

LBS就近分配 

抢单 

上门服务 

预约到店 

红包分享 

拼单团购 

… 

… 



移动营销行业将迎来爆发式增长期，移动营销生态日
趋成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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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动本地化服务兴起 

移动营销深度融入企业用户管理 

移动原生内容营销成为主流 

跨屏程序化购买时代到来 

内容更加整合、形式更加多样、终端更

加丰富的移动营销帮助广告主实现营销

诉求的同时，还将融入企业用户管理，

挖掘并满足用户更加个性化的需求。 

服
务 

效
率 

技
术 

模
式 

数
据 
移动营销 
趋势 

本地化需求在线下以及桌面市场已得到

充分体现，未来随着移动本地化服务的

兴起，本地化品牌广告需求将得以释放

，并带动市场高速发展。 

原生广告从网站和APP用户体验出发，

由广告内容驱动，存在内容信息流中。

随着原生广告平台不断创新和拓展，原

生广告逐渐被开发者、广告主关注。 

多屏背景下，用户被不同屏幕包围，跨

屏精准投放整合用户碎片时间，适应用

户多样化、碎片化的使用习惯，提供实

时准确的广告互动体验。 



实体经济乘风而上，互联网金融趋于成熟，共迎资本
热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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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互联网金融整体监管细则出台，对初

步发展阶段的互联网金融进行整体行

业指导，起到积极促进作用。 

 P2P、众筹监管细则出台，确立行业

准入门槛、进一步规范市场、保护投

资者。 

 

政策层面 

 P2P企业将成为投资市场的宠儿，行业逐渐规范，厂商面临

洗牌，竞争格局逐步显现。 

 线下移动支付将迎来爆发，消费场景将由原先线上大额理财、

转账汇款以及网络购物等逐渐小额化、高频化的方向发展。 

 传统金融机构进一步加速互联网化转型，平台化、移动支付

和社交化将是重点方向。 

 货币基金热潮回落，互联网理财用户需求将由余额理财转向

大众财富管理。 

 众筹关注度得到大幅提升，但产品众筹变相营销问题依然存

在，股权众筹市场规模小幅增长。 

市场层面 



IP将成为中国互动娱乐产业的关键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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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从哪个角度看 IP在高速发展又充分竞争的互娱产业中，都将扮演重要的角色 

关键价值点：用户、品牌、故事 

动漫的内容以及粉丝用

户，为游戏提供天然的

IP资源，未来二者的协

同共生将产生更大的效

益。 

品牌 用户 

故事 

文学IP的价值已经基本得到全

行业认可，基于版权的运营模

式将成为网络文学的基本运营

思路之一。      

游戏已经成为目前IP市场的最

大需求方，因其生态更加繁荣，

变现路径更加通畅，回归理性

后，IP价值将持续放量。       

互联网影业通过产业链

的下游切入市场，在制

作方面将更加倚仗IP。 



企业级市场迎来高速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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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RP 

CRM FM 

其他管
理软件 

企业
管理
系统 

销售易14年
6月获得红杉
数百万美元
的B轮投资 

用友旗下用友
通信+用友畅
捷通已进军企 
业互联网市场 

今目标14年5
月获得老虎基
金 1000 万美
元的A轮融资 垂直行业互联网化解决方案 

移动互联网基础设施及技术等解决方案 

立足优势面向企业级市场的通用需求 

市场机遇 



智能硬件持续创新，各种可穿戴设备实现创新和优化，
受硬件发展及非刚需制约行业仍未到爆发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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曲度更高、柔韧性更好、分辨率更高

的屏幕的发布，将会为可穿戴设备厂

商带来新的卖点并为用户带来新的交

互体验，从而带动市场规模的扩大。 

 

智能可穿戴 

专门为高水平运动员和专业人士设计的智能眼镜，

将配备高清摄像头和高清显示功能。还将配备多

款传感器，包括加速器，回转仪，高度计，磁力

计，以及温度计。 

 

在外科手术中，为外科大夫提供手术全程的，病

患体征数据显示，使大夫能全身关注的投入手术。 
 

 

急救中心的工作人员提供急救远程技术支持，以

及远程问诊支持，以便对伤者进行入院前的紧急

救助和护理。 

 

 

 

应用场景 



让你更懂市场,让市场更懂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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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CR-中国网购商品雷达       ■  eUR-中国数字消费用户雷达 

■  eBI-中国互联网商情            ■  eIR-中国创新应用雷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