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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下有哪些新興板塊崛起? 

 

「互聯網+醫療」板塊 

 

自疫情發展至今以來，「互聯網+醫療」成為了投資熱點之一。兩隻在港上市的線

上醫療股由年初至今的升幅均大幅跑贏恒生指數，股價更屢創上市新高。 

 

 

 

在互聯網普及、電商興起之下，各大互聯網巨頭的線上平臺已著手部署醫療線上

化的生態場景。2014 年，阿里巴巴(09988.HK)與雲鋒基金借殼中信 21 世紀，其

後改名為阿里健康(00241.HK)。作為阿里巴巴旗下的醫療平台，經過多年的發展

及併購，現時阿里健康業務涵蓋醫藥電商及新零售、互聯網醫療、消費醫療、智

慧醫療等領域，而最大優勢是來自母企阿里巴巴的支持。 

 

而平安好醫生(01833.HK)是中國平安（02318.HK）持有約四成股權的在線診療平

台。2015 年 4 月，「平安好醫生」APP 正式上線。透過與中國平安(02318.HK)合

作，利用平安管家的外掛程式，「平安好醫生」提供家庭醫生服務、消費型醫療、

健康商城及健康管理和互動等服務。2018 年 5 月 4 日，平安好醫生(01833.HK)在

港交所掛牌上市。 

 

業務表現 

 

阿里健康(00241.HK) 

 

截至 2020年 5月 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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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 2019 年 9 月 30 日止的六個月，集團的收入同比增長 119%至 41.17 億元(人

民幣．下同)；整體毛利同比增長 95%至 10.32 億元；毛利率較去年同期 28.17%

下降了 3.11 個百分點至 25.06%；股東應佔虧損由 8410.4 萬元收窄至 110.2 萬元。

雖然仍未扭虧為盈，但虧損已大幅收窄。截至 2019 年 9 月 30 日止的六個月，佔

集團超過90%收入的醫藥自營及醫藥電商平臺業務的收入均錄得超過 1倍多的增

長；線上自營店（阿里健康大藥房和阿里健康海外旗艦店）年度活躍消費者（在

過去 12 個月內在線上自營店實際購買過一次或以上商品的消費者）超過 3,700

萬；天貓醫藥平臺（阿里健康於 2020 年 2 月 7 日宣布，斥資 80.75 億港元代價收

購控股股東阿里巴巴﹙9988)旗下天貓平台銷售藥品相關業務）的年度活躍消費

者（於過往 12 個月內在天貓醫藥平臺實際購買過一次或以上商品的消費者）已

超過 1.6 億，商品交易總額更逾 370 億元人民幣。 

 

平安好醫生(01833.HK) 

 

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止的年度 ，平安好醫生的收入同比增長 51.8%至 50.65

億元(人民幣．下同)；整體毛利同比增長 28.5%至 11.71 億元；毛利率較 2018 年

同期 27.3%下降了 4.2 個百分點至 23.1%；股東應佔虧損由 9.12 億元收窄至 7.34

億元。2019 年度平安好醫生擁有 3.15 億名註冊用戶，同比增長 18.9%，即意味著

全中國每三位互聯網用戶中就有一位平安好醫生的用戶；2019 年 12 月活躍用戶

數達到 66.9 百萬，同比增長 22.3%；2019 年 12 月付費用戶數達到 3.0 百萬人，同

比增長 26.0%；2019 年平均付費用戶轉化率為 4.0%，按年增加 0.4 個百分點，日

均諮詢量 72.9 萬，相當於中國 73 個大型三甲醫院每天諮詢量的總和；佔收入最

多的健康商城，2019 年商城的成交總額同比增長 49.6%至 44.47 億元。 

 

政策扶持 

 

在互聯網診療方面，2019 年 6 月，中國國務院公佈了《關於印發深化醫藥衛生體

制改革 2019 年重點工作任務的通知》，通知強調相關部門必須在 2019 年 9 月底

之前完成互聯網診療收費和醫保支付相關政策的制定。2019 年 8 月，國家醫保局

公布了《關於完善「互聯網+」醫療服務價格和醫保支付政策的指導意見》，規定

符合條件的「互聯網+」醫療服務可以納入醫保報銷範圍。 

 

在網絡銷售處方藥方面，由第十三屆中國全國人大常委會第十二次會議於 2019

年 8 月 26 日修訂通過，自 2019 年 12 月 1 日起施行的新《藥品管理法》取消了

網絡銷售處方藥的限制條款。 

 

在互聯網醫療方面，2019 年 9 月，由中國發改委牽頭的 21 個部委聯合制定並發

佈《促進健康產業高質量發展行動綱要（2019–2022 年）》。行動綱要圍繞重點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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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和關鍵環節實施 10 項重大工程。而在 「互聯網+醫療健康」提升工程中明確

提出要建設全民健康資訊平臺，以居民電子健康檔案、電子病歷等為核心的基礎

數據庫，與國民體質測定、健康體檢以及其他外部數據源加強對接，逐步實現全

人群、全生命週期的健康資訊大數據管理。同時積極發展「互聯網+藥品流通」，

建立互聯網診療處方資訊與藥品零售消費資訊互聯互通、實時共用的管道，支持

在線開具處方藥品的協力廠商配送，加快醫藥電商發展。 

 

近日，中國國家衛健委印發《關於進一步完善預約診療制度加強智慧醫院建設的

通知》，當中要求大力推動互聯網診療與互聯網醫院發展。 

 

隨著新《藥品管理法》的實施和生效，「互聯網+醫藥電商」的政策將會更加清晰，

有利於整個線上醫療建立網上問診及網售藥品規範，引領行業良性發展，從而孕

育更大的增長潛力。 

 

疫情下兩大線上醫療企業可受惠 

 

今年第一季在疫情的高峰下，線下醫療系統超出負荷，加上封城措施令市民不得

不留在家中，增加了網上問診的需求。 

 

自 2020 年 1 月 22 日至 2 月 6 日期間，「平安好醫生」旗下平台訪問量達到 11.1

億人次，其中新增用戶量達 3.2 億，較 2020 年首 21 日增加 10 倍，新增用戶日均

問診量亦增加 9 倍；1 月 20 日至 24 日，阿里健康上線湖北地區義診，有超過 160

萬人訪問該線上義診平台。1 月 26 日，阿里健康又緊急新增加手機淘寶的免費

線上問診入口，僅在 1 月 29 日當日，線上問診平台就突破 70 萬訪問量和 10 萬

問診量。2 月 6 日，阿里健康於淘寶和支付寶平臺上線「買藥不出門」服務，通

過線上問醫開方、藥品配送到家的互聯網就醫方式，讓病患者足不出戶便可買到

部分所需的藥品；服務上線三天後，累計訪問使用者近 300 萬。雖然義診未能直

接增加問診收入，但能減輕獲客成本及增加網上售藥的收入。 

 

今年 3 月初，中國國家醫保局與國家衛生健康委聯合發布《關於推進新冠肺炎疫

情防控期間開展「互聯網+」醫保服務的指導意見》，提出將符合條件的「互聯網

+」醫療服務費用納入醫保支付範圍、鼓勵定點醫藥機構提供「不見面」購藥服

務等要求，推動「互聯網+」醫保服務有序落地。各地可依規納入醫保基金支付

範圍。互聯網醫療機構為參保人在綫開具電子處方，綫下採取多種方式靈活配藥，

參保人可享受醫保支付待遇。而成都地區更即時打通了線上醫保個人帳戶支付方

式。現時上海、深圳、浙江等多個省市已明確將「互聯網+醫療」服務納入醫保

結算體系。而自 4 月起「平安好醫生」旗下的互聯網醫院已連接湖北省醫保在綫

支付，相信在線診斷服務納入國家藥物報銷目錄後，未來會有更多省份可依規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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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醫保基金支付範圍，有利已具備完整產業鏈的線上醫療企業發展。 

 

現時除平安集團及阿里巴巴外，騰訊(00700.HK)、京東、百度等亦有在醫療健康

領域佈局。近日有市場消息透露，騰訊有份投資的互聯網醫療平台微醫（WeDoctor）

將於香港股票市場進行上市集資。根據弗若斯特沙利文報告顯示，預計 2020 年

中國線上醫療市場規模將達到人民幣 1,000 億元，保守預測 2026 年可達到人民幣

2000 億元。而在中國社會急速發展、居民收入增長、生活質素提升、健康意識

增強及人口老化加劇等因素下，國民對醫療的需求十分龐大，近期疫情亦催化了

線上醫療的發展，隨著「互聯網+」醫療服務的政策逐漸完善，加上互聯網醫療

納入醫保，行業將會呈爆發式增長，擁有千億藍海市場的線上醫療有望成為投資

者的新機遇。 

 

資料來源: 彭博、AAStocks、Etnet、中國政府網、新浪財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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