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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摘要： 

[Table_Summary] 近日，我们实地调研了新三板第三方手机桌面软件第一股-魔秀科技，

特整理调研纪要以供投资者参考。 

深化魔秀桌面 App，巩固细分行业龙头地位。公司拥有两款细分市场

排名第一的产品，分别为“魔秀桌面”和“微锁屏”。其中，魔秀桌面

更是被评为“00 后最喜欢的桌面应用”。现阶段，公司的工作重点为

进一步了解用户喜好，加强培养特定用户群的用户忠诚度，巩固魔秀

桌面 App 的市场地位。 

个性化推荐营销平台体系。大数据深度挖掘用户的喜好和需求，主动

向用户推荐其感兴趣或者需要的内容，实现内容的精准化推送。提升

用户对内容的好感度，实现合作方精准内容推送的营销诉求，用较低

的成本获得高质量的用户，达到更好的投放效果，有效提升用户的粘

性。 

公司产品设计核心是内容，产品是载体。通过培养优秀 IP，进一步建

立并加深用户对内容的认同，用户将产品内容与品牌紧密联系，从而

起到对品牌认同的效果，培养用户的忠诚度。产品是内容的载体，掌

握优秀 IP 等核心资源，可利用用户数据库体系，可以有针对性的开发

新的产品进行推广。 

海量桌面主题资源丰富。目前手机桌面主题超过 3000 万个，来源包

括专业美工团队制作，以及用户 DIY 制作，保障了主题的高质量及多

元化。公司充分利用这些优质手机主题，发挥其内容价值，不仅提升

了用户的粘性和活跃度，同时带动了新用户对魔秀桌面的下载。 

主营业务趋于成熟，市场推广初见成效。公司于 2016 年开始系统性

商业化推广。经过前期用户群体和品牌的积累，公司拥有独有的用户

数据平台，可以有效实现精准推广。魔秀桌面 App 所蕴含的商业价值

也吸引了众多企业主动要求合作。公司通过与合作方深度合作运营，

用户反响热烈，流量的转化率大幅提升。 

公司首次增发正在实施中。目前，公司正在实施挂牌新三板后的首轮

融资，融资金额超过 1000 万元人民币，单股价格为 38.10 元人民币。

公司增资后股票总量为 2626.26 万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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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公司基本信息 

公司作为移动互联网个性化信息服务供应商，其主营业务主要为国内手机桌面

系统软件的开发、运营和数据营销业务。公司是国内最大的第三方手机桌面系统服

务供应商之一，公司通过手机桌面类 App“魔秀桌面”，为国内安卓手机用户提供

一站式、个性化的手机美化、软件管理和系统优化服务。 

对 App 用户的行为信息进行深度分析和挖掘，不断完善和优化公司产品，提

高用户的使用体验。在对用户行为数据深入挖掘的基础上，公司建立了用户数据库，

通过大数据分析，为广告主提供面向移动终端用户的精准营销服务。 

2. 公司发展历程 

图 1：魔秀科技大事记 

 
数据来源：公司官网，东北证券 

3. 公司主营分析 

公司所提供的主要产品和服务可分为为用户提供的魔秀桌面 App和为客户提供

的数据营销服务。 

（1）魔秀桌面 

魔秀桌面是一款免费为国内安卓系统手机用户提供手机软件智能管理、系统性

能一键优化、个人主题制作、个性主题下载、壁纸以及锁屏等个性化内容的专业手

机桌面软件，截至 2017 年 3 月 22 日，已累计服务超过 2.2 亿的安卓手机用户。 

魔秀桌面作为市场中功能最为全面的手机桌面系统软件之一，其功能大致可分

为工具功能和美化功能，其中工具功能主要体现在智能推荐、信息流推送等，美化

功能主要体现在个性化主题下载、个人主题制作和锁屏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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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数据营销业务 

公司所提供的数据营销服务按照业务类型和内容的不同，可以划分为信息推广

服务和流量分发服务。 

信息推广服务。公司的信息推广服务基于对国内用户免费提供的魔秀桌面 App，

通过收集用户行为产生的大数据，深入挖掘移动应用中用户行为产生的大数据，为

广告主提供专业的综合数据营销解决方案，同时，实现了广告主互联网用户和移动

应用推荐流量的变现。 

流量分发服务。公司的流量分发服务以互联网搜索服务和电子商务行业内的品

牌客户为主，通过信息接入的方式，在魔秀桌面中展示客户的信息，以 CPC、CPS 等

方式与客户进行分成。通过 API 合作，客户获得了来自魔秀桌面的精准流量，产生

了更多的商业价值；同时，魔秀桌面的用户也获得了来自合作客户的优质信息。 

（3）其他业务 

公司的其他业务主要为技术服务和主题销售，按照客户个性化的需求，提供应

用软件的研发、测试服务。 

4. 公司经营业绩 

截至 2016 年 6 月 30 日，公司资产总额 3,154.00 万元，较 2016 年年初增加

12.10%，资产总额增加主要是因为本期实现盈利 394.32 万元;负债总额 281.50 万

元，较期初下降 16.07%，负债总额减少主要因为本期支付员工上年末工资奖金引起

应付职工薪酬减少。2016 年上半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2,358.31 万元，同比上涨

282.13%；实现净利润 394.32 万元，开始实现盈利。 

随着研发投入的不断增加，公司主营业务和产品趋于成熟，同时公司市场推广

的努力初显成效。魔秀桌面和微锁屏功能及效果不断完善，新增用户数量大幅提升。

公司充分利用魔秀自身千万量级的主题内容，发挥其内容价值，通过与合作方建立

主题内容合作的方式，吸引用户通过安装主题内容的同时，进而安装魔秀桌面，从

而实现用户量的提升。与此同时，公司结合桌面和微锁屏入口的产品优势，探索了

更多类型的商业化变现模式，与合作方深度合作运营，用户反响热烈，流量的转化

率大幅提升。 

5. Q&A 

（1）公司主打产品魔秀桌面 App 的用户群体是什么？ 

用户群体以女性为主，尤以中学生为主。 

 

（2）公司重点关注的用户群体是什么？ 

当前公司重点关注用户群为 00 后。 

一方面，魔秀桌面 App 陪伴 00 后成长，该用户群体忠诚度较高，但是随着该

群体的成长，潜在的消费能力十分可观。 

另一方面，与成年人相比，中学生消费理念感性更强，他们愿意为喜欢的东西

买单，可吸引其直接为喜欢的主题付费。 

 

（3）目前公司主要盈利来源是什么？ 

目前公司主要盈利来源包括流量分发、信息推广等方式，本质上都属于广告类

型的业务。具体形式还包括热点电影、电视剧的推广等，魔秀桌面推出电影内容的

桌面主题，电影成片也会印有带上公司 LOGO，最终起到双赢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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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魔秀桌面 App 推广的主要方式是什么？ 

目前魔秀桌面推广主要靠口碑。除此之外，丰富而多样化的主题库也是吸引用

户的重要因素。魔秀桌面主题库里有超过 3000 万的手机主题，主题包括专业设计

师设计，也包括用户 DIY 制作。海量的桌面主题及用户 DIY 功能保障了不同人群都

能在主题库里找到自己喜欢的桌面主题。 

 

（5）公司的核心竞争力是什么？  

公司的核心竞争力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海量桌面主题。目前手机桌面主题超过 3000 万个，来源包括专业美工团

队制作，以及用户 DIY 制作，保障了主题的高质量及多元化。 

 集中而且有特点的用户群。目前，公司用户群集中在女性中学生群体，通

过长期建立的用户数据库，可进一步完善用户画像，实现精确推广。 

 用户的高忠诚度。魔秀桌面目前的主要用户群为 00 后，陪伴 00 后成长的

发展理念决定了产品高水平的用户忠诚度。 

 优秀的设计师。公司设计主题的专业设计师水平很高，设计的主题下载量

能达到百万量级。设计师有专属粉丝群，有专属宣传平台，如微博、QQ 群

等，粉丝忠诚度高，进一步巩固了用户对品牌的忠诚度。 

 

（6）目前公司的客户群是固定的吗？ 

公司有固定的客户群，也不拘泥于固定客户群。 

2016 年之前公司商业化非正式，2016 年之后公司正式组建商业化团队，开始

系统商业化发展。公司与腾讯、百度等 IT 行业巨头一直有合作，2016 年之后，有

其他公司看到了魔秀桌面的商业价值之后主动联系要求合作。 

魔秀桌面的客户群不单一，不具有很强的依赖性。 

 

（7）公司未来的发展规划是什么？ 

目前公司产品设计理念，产品核心是内容，通过培养优秀 IP，进一步建立并加

深用户对内容的认同，用户将产品内容与品牌紧密联系，从而起到对品牌认同的效

果，培养用户的忠诚度。产品是内容的载体，掌握优秀 IP 等核心资源，可利用魔

秀的用户体系，可以有针对性的开发新的产品进行推广。 

除此之外，公司还有意图进行一下的集中尝试： 

 进一步扩充魔秀桌面主题所涵盖的 IP （Intellectual property，即知识

财产），通过诸如专业团队开发、收购 IP、与动漫团队合作等方式； 

 将主题中的动漫形象等进行实物变现，如与电商合作或者自我制作周边销

售等方式 

  

（8）2016 年度营业收入迅速增加的原因是什么？ 

公司从 2013 年开始转型做安卓系统第三方桌面软件，2014-2015 年处于软件进

一步开发完善及用户积累的过程中，并未系统开展商业化运作。2016 年年初公司开

始系统运作商业化，营业收入迅速增加，预计未来两年，营业收入将持续增快速增

长。 

 

（9）公司员工流动性大吗？ 

公司员工流动性低。公司从 2016 年开始进行大规模扩招，从 2015 年年末的 119

人扩充为现在的 150 人，期间离职人数不超过 10 人。公司有完善的人才培养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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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帮助员工快速成长，目前公司技术骨干以内部培养为主。 

 

（10）公司有什么特有的激励制度？ 

公司特有项目积分管理体系，所有员工，包括行政岗位的员工，只要有想法就

可以发起项目、组织人员参与，领导根据项目内容及最终成果进行评价，给予相应

的奖励。该制度很大程度上提高了员工的参与度，提高公司的创新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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