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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九博公司简介  



        九博人才网( jjoobb.cn)成立于2006年9月，实缴资本金500万，是一家快速发展的互联

网高科技企业，于2015年8月完成整体股份制改造变更为河南九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计划于

2016年4月份登录资本市场挂牌上市，为您提供更加安全、可信赖的服务。“服务中原崛起  

铸造企业品牌”为我们成立至今的初心，如今十年过去，我们初心不变，致力成为企业发展人

力资源需求的摇篮和人才的永动机！ 

        公司向企业提供“一站式”人力资源综合解决方案和向企业提供基于云端的移动CRM、

OA等企业Saas服务的互联网服务商，运营自主研发的网络招聘平台九博人才网

(www.jjoobb.cn)及手机APP、微信服务平台，同时资本投资移动云办公及销售管理工具“易销

客”(www.exiaoke.cn )。 

        我们提供的人力资源服务包括：网络招聘、高级人才猎头、招聘流程外包（RPO）、业务

外包(BPO)、人力资源流程外包、人才派遣、人才测评、薪酬数据调研、 E-learning及培训发

展、人力资源服务O2O产品、人力资源共享服务平台、管理咨询、人力资源法律、人力资源媒

体、人力资源软件、人力资源大数据、职业社交、人力资源服务产业园建设管理等及企业招聘

信用体系等大数据挖掘为主的增值服务。 

(一)、公司概况 

http://www.jjoobb.cn/
http://www.exiaoke.cn/


        2015年6月，公司与河南省政府签订战略合作协议，就如何打造省级“就业互联网+”服

务平台，双方将深度合作共同探索，双方并于2015年12月推出了唯一省级就业互联网服务平台

河南就业网（www.hn91w.gov.cn），12月19日由省厅李甄副厅长和河南工业大学校长一起启

动了开通和发布仪式。 

      公司总部设在郑州，省内有17家直营分公司，可全天候为各层次、各地区企业提供全方位的

人力资源综合解决方案，目前在职员工330余人， 80%人员年龄在25岁左右，100%人员具有大

专及以上学历，产品技术研发人员占到30%以上，是一个具有激情、活力和创造力的年轻人组

成的团队。  

(一)、公司概况 



（二）、公司核心竞争力 

● 公司运营的九博人才网已经成本河南本土企业招聘和白领求职的首选平台，占据河南招聘市场龙头地位，

网站综合流量位于全国区域招聘网站前三名，是中国领先的人力资源服务解决方案服务商。 

● 公司各许可资质齐全，拥有ICP电信增值营业许可证、人力资源服务许可证、劳务派遣许可证、计算机软

件著作权，认定的“双软认证”企业。 

● 公司的技术研发实力雄厚，产品创新一直走在同行和市场前列。 

◆ 网络招聘行业滚打十年经验丰富有厚度 
√ 河南本土领先品牌，从成立第一天起，即与国际化的品牌和资本大鳄竞争，几年下来所有本土品牌全部消亡，

我们依然牢牢地占据着市场优势地位，稳固的客户基础、完善的服务体系和成熟的运营团队已为我们建立起来

了坚实的护城河。 

 

√ 十万客户和百万白领在职人群的数据沉淀和积累及强大、稳定的技术和运营团队。 

 

√ 移动化、社交化、大数据云招聘战略转型，未来的目标是从一个信息发布网站转型为一家大数据驱动的人力资

源服务和交易的网站。 



（三）、公司发展历程 

成立于郑州 

• 注册资金由100万增资为500万 

• 2006年11月21日,郑州市副市

长龚立群、高新开发区李建

民主任、科技局局长王济昌

等一行10余人,视察了坐落在

高新科技开发区的九博人才

网！ 

• 建立集团电话呼叫中心，

CRM信息系统全面升级 

• 九博人才网正式上线，与郑州高新

技术开发区管委会签订战略人才合

作协议，为高新区高科技企业提供

研发人才一揽子服务 

• 发布 “九博易聘通”、“九博网猎”

为河南高校毕业生及高端人才提供一站

式服务，累计为2万余家企业解决了10

余岗位的用人需求 

• 公司成为富士康集团、宇通等知名公司

的长期人才服务供应商 

• 建立省内营销网络，开封、洛

阳、新乡、信阳、漯河、驻马

店等代理商相继建立。 

• 通过国际IOS90001质量认证体

系 

• 网站架构再次升级，手机版

人才网上线，招聘移动客户

端上线，开启“手机找工作

时代” 

• 启动招聘云时代，利用大数据、云计

算，九博人才平台开始向“移动招

聘”“职业社交”转型 

• 企业云办公、移动CRM项目立项 

• 九博人才网平台流量位于全

国地方网站前三名 

• 公司各项转型顺利，企业云

管理解决方案经过一年多封

闭研发，初具雏形，已经开

始在有限市场进行测试 

• 公司的转型和厚积薄发之年，

预计九博人才网的转型和移

动管理项目会在年底表现出

强劲的市场增长。 

2006年     2007年     2008年      2009年     2010年      2011年         2012年     2013年      2014年       2015年          



费群会 41032*************** 

费战波 31010*************** 

费占军                                                   41032*************** 

• 费群会：1978年生，男，本科，毕业于中国人民解放军炮兵学院，炮兵指挥专业学士，求学和在部队带兵期间，多次被评
为优秀基层带兵干部、优秀共产党员，先后立过二次三等功、一次二等功，部队转业前在广州军区某野战军炮兵第一师担
任要职，优秀的中国共产党员，从军队转业后放弃从政开始创业之路。  

• 1998年接触互联网，强烈感受到人才对企业发展的命脉作用及互联网经济发展带来的蓬勃变革，多年的军队和传统企业工
作经历，也铸就商场决断杀伐和敏锐的商业嗅觉。 

• 进入IT信息行业，先后策划领导并成功开发的“IC卡信号无线远传”及非接触IC卡传输系统、“IC卡远程射频”等 ，创办
九博之前担任河南新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研发部总工程师、营销副总等职 。 

• 作为连续创业者，2006年创办九博人才网，任公司董事长，将军队管理精髓运用到企业，以务实严谨的思路经营公司，在
人才网一片红海的情况下，使公司从市场竞争中脱颖而出，得到了快速的发展。 

• 费战波：费战波先生，1966年生，中国国籍，拥有加拿大永久居留权，硕士研究生。从事智能仪表的技术开发十余年，

先后荣获2006年度中国智能水表“风云人物”、河南工业创新优秀奖、河南省科技创新先进个人、河南省十大科技英才、

2012全国电子信息行业企业家优秀奖称号等荣誉；300259公司董事长。 。 

• 费占军：费占军先生，1968年生，中国国籍，拥有澳大利亚长期居留权，大学本科学历。300259公司董事、总经理。 

(四)、公司管理层 



Alexa排名 9085 

日均IP 30万 

日均PV 800万 

总简历数 870万 

总服务企业 18万 

九博人才网 
目前运营数据 
（数据显示为
全国前三甲人

才网站） 

 
(五）、公司现阶段成果（网站数据） 



1. 九博人才网自发布以来，网站日IP和日PV年增长率每年均在200%以上。 

2. 网站目前的综合流量位于全国区域人才网站前三名，作为一家位于经济欠发展的中部省份，

保持这样的流量和增长，在全国都算是首屈一指。 

3. 2016年人才网顺利转型，云平台市场也会逐步打开，增长预计到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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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网站近几年用户增长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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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九博的定位 



1、中国互联网招聘市场进入成熟发展期，市

场规模稳步增长，创新型招聘网站开始蚕食传

统以提供信息发布为主的招聘网站市场份额。 

 

2、企业通过多种渠道进行招聘，其中招聘网

站在提高企业招聘的精准度和效率方面具有领

先优势，企业尤其是中小企业将招聘网站作为

招聘首选。  

(一)、互联网招聘行业发展现状 



 

     2014年，中国互联

网招聘市场规模达到

32.4亿元人民币，与

2013年相比增长19.1%

。预计到2017年，市场

规模将达到53.3亿元人

民币，整体保持稳定增

长态势。  

(二)、中国互联网招聘市场规模不断扩大  



• 将近60%的受调查者表示他们

已经有了通过社交网络的成功招

聘经验，成功率较高的最受欢迎

的社区有LinkedIn(基于工作关系

形成的社交网站)（89%）。 

• 大概有50%的招聘企业准备将

投入更多经费到网络社交招聘上。 

• 几乎所有接受调查的人都把

LinkedIn列为最受欢迎的社交网

站（78%），其次是Facebook

（55%）。 

 
(三)、九博人才网产品变革 
 3.  HR的招聘方法也随之发生变化 

70% 

9% 

21% 

HR使用社交网络招聘情况调查 

已经在使用 

准备使用 

其他 



我们的创新与开拓 

（四）、人才网产品介绍 

微简历 

精确推荐人才 



我们的创新与开拓 

    
（五）、人才网产品介绍 
 

大数据分析 



我们的创新与开拓 

（六）、人才网产品介绍 

大数据分析 



我们的创新与开拓 

（七）、人才网产品介绍 

大数据分析 



我们的创新与开拓 

（八）、人才网产品介绍 

企业通过员工
人脉拓展 



我们的创新与开拓 

（九）、人才网产品介绍 

即时消息系统 



我们的创新与开拓 

（十）、人才网产品介绍 

求职者人脉拓展 



我们的创新与开拓 

（十一）、人才网产品介绍 

求职者应聘状态跟踪 



我们的创新与开拓 

（十二）、人才网产品介绍 

精确推荐 
靠谱职位 



我们的创新与开拓 

（十三）、人才网产品介绍 

技能挑战 技能认可 



人脉拓展 

• 定向邀约 
• 目标人群消息覆盖 
• 雇主品牌广告 
• 名企公共主页 

品牌活动 

• 粉丝建立，雇主品牌 
• 人脉推荐 

• 认证员工 

招聘工具 

• 日常简历系统(C2C) 

• 技能榜 
• 微简历 
• 渠道拓展&分析 
• 简历报表 

跨平台应用 

• 微招聘@新浪微博 
• 互动式招聘站点 

• 微信招聘 

• 触屏手机站 

• Android/iOS APP 

诚信体系 

（十四）、九博人才网产品体系 

人才网产品
体系 



三、成果：中国首个人才服务生态圈 
以企业为中心，以人才为终端，秉持“去中心化”的互联网精神，建立RPO云平台，将企业、人才、合作伙伴等有效链接

起来，多方参与到生态圈的各个环节，最大化实现社会资源/渠道/信息等充分整合，从而提升RPO服务的效率和效益，最

终让企业在完善的闭环生态系统中获得长效的服务价值。 

PRO平台 岗位人池 
匹配 



三、成果：营造生态 精耕细作-建立机制和平台保障 
1、标准化：建立标准化、体系化运作流程，对项目实施的每个环节都建立规范的操作标准及反馈机制，确保整个项目运作在管
控之中，进而保障企业招聘效果，并按照招聘效果进行费用收取。 

2、云平台：智能化服务平台、可视化服务流程，确保项目高效运行 
公司自主研发的RPO云平台，将RPO业务系统、合伙人管理中心、HR操作终端、人才悬赏平台等各个模块有机整合，客户、
人才、合作伙伴等参与方可在RPO云平台与智通实现无缝对接和自由交互。所有项目服务过程均由系统管理管控，客户可随
时登陆系统查阅项目进度，掌控服务细节， 确保项目高效运行！ 

客户需求 

客户访谈 

人才开发（PRO顾问） 

招聘研究 签约立项 方案实施 

服务监督（客服中心） 

节点反馈 执行结束 项目总结 

信息采集 
企业访谈 
实际调研 

岗位评估 
项目试运行 

拟定策略 
调集资源 
组建团队 

岗位分析 
人才地图 
渠道规划 
计划实施 
沟通面试 
简历推荐 
面试组织 

进度反馈 
焦点问题 
调整方案 

录用确定 
满意度评估 

项目总结 
改进建议 

PRO平台 

资源平台 HR平台 悬赏平台 业务系统 
服务团队 
保证业务
快速实施 

外部资源
获取动态
资源 

企业HR 
全程操作
可视化，
快速跟踪
项目进度 

网络用户 
从招聘人
才到招聘
专家 

订单
管理 

项目
管理 

人才
库 

人才
导入 

管理
中心 

项目
跟踪 

用户
反馈 

结果
评价 

职位
管理 

人才
推荐 

悬赏
管理 



       首先要结束了“信息平台Information Platform”的发展阶段，向“交易大平台Transaction Platform”和“资

讯媒体平台Media Platform”快速转型，实现招聘移动化、招聘电商化、招聘社交化，注重细节、落实服务、关注交

易，用大数据，开辟新招聘时代。 

       九博将全力以赴，关注“用户”的真实需求，离企业和求职者更近，用户需要的我们将投入资源重点建设，让每一个企业招聘

信息以及每一份求职简历，都拥有足够“厚度”的内容。 

       我们将遵循平台理念和优势，未来将义无反顾地投入到建设“大人力资源服务平台”中的三大内涵的建设中去： 

    “网络平台”：jjoobb.cn下的移动平台、wap平台、PC平台组成。 

    “交易平台”：研发高效、便捷的移动和互联网平台工具，支持帮助企业、求职者、有人脉拓展需求的在职者，打造招聘竞争力

品牌宣传的企业等高效对接移动互联网的招聘时代，关注招聘、求职的最终结果和质量，而不是简单的信息服务。 

    “商务社交”：商务社交，是用户社交行为的另精细化的一种场景，针对职场白领进行商务人脉拓展的一种服务，核心是利用九

博积累的500余万详细的人才档案，进行大数据的云端分析，对用户进行竞争的好友推荐，进而拓展在职人群的职场发展空间。 

     “企业信用体系”：九博通过大数据体系及自有算法，可自动甄别招聘企业的诚信信用状况，从而通过诚信指数量化地反馈每

一个招聘企业的诚信情况，未来实现信用等级越高的企业，曝光率越高，招聘效果越好，此算法目前正申请发明专利。 

    “金融平台”：未来九博将利用大量企业及用户档案数据及诚信档案，构造一个金融服务是网络平台，围绕创业、就业和中小企

业融资等环节开发互联网金融产品和服务，金融平台将成为网络交易平台的润滑剂，最终让我们的网络招聘平台运行的更加有效。 

    “培训、外包”：打通培训、网聘、劳务外包、猎头，人才测评产业链，全新020招聘，形成人力资源闭环 ，打造人力资源一条

龙服务的航空母舰，成为一家人力资源服务集团型公司。 

       九博的在线招聘将不在是简单的简历库的流转结果，而是一个点对点的精细化、个性化服务，优质的服务体验，在产品创新和

运营细节上力保用户最终达成交易为目的，同时自身基于庞大数据库的数据搜集、筛选、分类、延伸应用的大数据方式，坚持更加

开放的心态，实现快速的转型之路。 

三、成果： 大数据，开辟新招聘时代 



三、战略规划 

◆ 公司发展目标：主要目标实现人才网的快速转型，用大数据，开辟新招聘时代，继续稳居河南市

场龙头地位，计划未来三年内，使人才网的业务从河南省的龙头发展为中部五省的龙头，再用三

年，从中部五省再努力扩张五个省份，营销网络基本覆盖中国各二、三线城市，成为一家人力资

源连锁服务集团公司。 

◆ 九博人才网 
√ 2016-2017年，完成产品的电商化、社交化、交易化转型后，使网聘业务市场占有率将从

现有的30%提升到60%。 

 

√ 2016-2017年，通过并购和自建，利用平台优势，打通培训、网聘、劳务外包、猎头，人

才测评产业链，全新O2O招聘，培训，外包，形成人力资源闭环生态，打造人力资源一条

龙服务的航空母舰，成为一家可为客户提供全方位人力资源服务的集团型公司。 



手机客户端下载 

企业招聘APP 手机求职APP 微信公众号 手机触屏站 



九博人才网，为您而生！ 
    打造唯一一家国内资本上市的人力资源服务公司，将“九博人才网”平台打造为中原企业 

招聘、外包等人力资源解决方案的首选企业和值得信赖的知名品牌， 为您提供更加可信赖的人力资源服务！ 

“开放、透明、分享、责任 ”

我们永不变的承诺！ 



   谢谢！ 
 
 
 
 
 

公司：河南九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郑州经三北路32号2号楼6层 

网址：www.jjoobb.cn  

电话：0371-66668282 666662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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