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业 务 介 绍 与 市 场 战 略





起源：为什么有交互平板



高效是这个时代的刚需！



开会这件事情还停留在上个世纪！



会议的演变





为什么进入企业市场





b.在“互联网+”浪潮的冲击下，传统企业面临急
需转型；“互联网+”企业就是企业互联网化，而

本质就是高效率整合低效率

1. 产品模式互联网化：用互联网技术来优化流

程，提高效率，减少中间信息共享与沟通
流程。加快产品的更新周期，实现快速迭代。

2. 管理模式互联网化：用互联网精神来改造企

业内部的经营管理和产业的上下游价值链，减
少内部日常沟通的时间，提高工作效率



为什么创立 MAXHUB



高效是这个时代的刚需！

溢价力品牌



MAXHUB 清晰而明确的战略目标：

开创新品类，并快速成为品类代名词



数据创造价值

2018年会议平板市场量/额情况

”

“

25.4 万

台
54.8 亿元

同比 151% 同比 167%

2018年，会议交互平板市场规模分别是25.4万台，54.8亿元；与同期

比，量额均呈爆发式增长，量额分别上升151%、167%。



数据创造价值

商用平板市场品牌竞争——排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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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XHUB 皓丽 鸿合 海信 飞利浦 中银科技 夏普 康佳 仙视 创维

2019年Q1 商用平板市场品牌排名-销额

单位：万台

单位：亿元

2019年Q1商用平板市场品牌排名-销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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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品牌 销量份额 份额变化 品牌
销额份

额
份额变

化

1 MAXHUB 25.3% 3.0% MAXHUB 31.1% 4.0%

2 皓丽 11.0% 1.4% 鸿合 10.6% 2.6%

3 鸿合 9.4% 3.0% 海信 10.4% 6.3%

4 海信 8.9% 6.0% 皓丽 8.5% 1.8%

5 飞利浦 8.4% -0.5% 夏普 5.2% 0.1%

6 中银科技 3.1% 3.1% 飞利浦 4.4% -0.4%

7 夏普 3.0% -2.0% 中银科技 3.2% 3.2%

8 康佳 1.5% 1.5% 创维 1.2% -7.2%

9 仙视 1.2% 0.4% 康佳 1.2% 1.2%

10 创维 1.1% -5.0% 东方中原 0.9% 0.9%

l 2019年一季度，MAXHUB品牌份额居于首位，份额占比超25.3%。

l海信商用平板产品市场销量同比增长最快，达2.5倍以上；鸿合商用平板增长次之，因产品升级，渠道推广加强。



预测到2020年全球智能办公市场约合人民币2652亿元



我们有哪些优势和条件？



产品抢先进入市场：

产品技术领先：

专业智能硬件研发及供应链能力：

拥有一批跟随者：

自身优势1：产品

国内第一品牌厂商推出市场，定义品类

软件技术领先行业

全球最大的智能平板及TV显示驱动厂商，65寸

得力、皓丽、台喜等



自身优势2：技术创新

300+



自身优势3: 渠道及服务



外部条件1：技术逐步成熟

新型人工智能技术取得跨越式发展，确保新品类的良好体验

·�  显示技术

·�  芯片技术

·�  触摸技术

·�  操作系统

·�  集控技术

·�  ……



外部条件2: 技术成熟催化需求成熟
—— 高效信息流的智能化分享成为趋势

办公系统从1.0进化到4.0，软件+硬件+网络的智能办公时代开启



我们关键的挑战是什么？



先发优势，，快速形成

占据品类价值至高点

核心
挑战

面对一个新品类和巨大的市场

一方面，我们要占据品类的 认知壁垒

另一方面，要站在品类发展的格局上



怎么做？



定义场景







我们品牌角色定义



既立足于当下的产品核心能力也能包容未来的拓展可能

与国际标杆站在同一高度，，并表达出针对企业用户的直接价值和强烈态度

屏＋软件＋开放整合�
围绕会议，整合企业信息服务�

屏＋软件�
会议系统服务�

屏�
会议硬件设备�

Flexible ecosystem of device�

easy-to-use collaboration solutions�

高效的会议平台�

An all-in-one system �

商务大屏�

会议电视白板�

智能会议平板�

触摸一体机�

会议电子白板�



品牌角色（品牌定位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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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效会议平台
MAXHUB高效会议平台致力于为企业提供全会议场景的产品及服务，通过

云、网、端的布局，带来显示、交互、协同一体化的体验，打破沟通壁垒，
带来高效协同的轻办公方式。



     我们用户

是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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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体育 娱乐行业；

我们的用户是谁？

全球6700万家会议室

国内1300多万个企业

2000多万个会议室

九大行业

结合内部客户数据、行业适配度、国家统计局数据发现9大行业是我们的重点行业：

金融业；地产建筑；商务服务行业；医药卫生；信息产业；科技研发行业；

交通运输；文化、 、娱乐行业；机构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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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250家中国500强企业都在用MAXHUB开会



“高效会议平台”带给用户的价值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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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会议中，更高效地激发团队中每个人的

智慧和创造力，提升企业办公效率

Unique Brand Offering

产品独特利益承诺



       MAXHUB 未来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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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端 ·网 ·云



配图国家会议中心



MAXHUB WORK + LIFE

会议

商超

美业服装服饰

地产酒店

医药/健康餐饮

家居建材
会议

汽车4S 金融



MAXHUB LIFE 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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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业智能交互平板 试妆镜 智能镜

智助点餐屏 拼接屏 数字标牌 双面数码海报 电子移动水牌

小间距LED显示终端



                           世界是屏的，屏是MAXHUB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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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谢大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