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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里健康 (241 HK; 7.63 港元; 目标价: 7.95 港元)  
收入高增长生态护城河高筑  期待政策红利给与全面业务突破    
 
公司公告 2019 财年半年报，报告期内实现收入 18.79 亿元，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0.84 亿元。对

此我们点评如下： 

 

评论：收入表现高速增长，毛利总体维持高位，综合表现符合预期 
公司自营业务收入同增超 100.2%，收入占比达 85.15%；医药电商平台业务收入同增 234.6%；消费医疗业务

收入同增 125.1%。综合毛利率 28.2%，略低于去年同期 0.5pcts、但高于去年全年 1.4pcts。实现归母净利-

0.84 亿元，经调整净利 0.11 亿元。 

 

完成健康服务流量入口战略绑定，夯实 C 端用户覆盖竞争优势 
报告期内，公司和饿了么与支付宝完成了药品服务与健康服务的业务协同落地工作，在明确自身为阿里健康旗

舰服务平台的同时，一方面携手饿了么推广医药连锁新零售；另一方面，与支付宝合作，独家拥有在其平台上

经营和引入健康医疗服务的资格，拓宽基础用户接入流量，潜在垂直覆盖医院超 2000 家。公司在 2018 年基

本完成 C 端配送+服务入口覆盖，并与集团明确了其在医疗和健康业务平台级运营核心地位。 

 

医疗电商红利正当时，关注政策突破可能 
报告期内，医药自营业务的年度活跃消费者超过 1800 万，天猫医药馆交易额超 250 亿元，同增超 50%。医药

馆活跃消费者仍具备快速提升空间。政策端，在线处方流转与在线处方药品销售具备政策突破可能。中期看，

公司医疗电商服务仍将处于渗透率快速提升阶段，整体医疗电商消费增速有望在新政在进一步提升。 

 

风险因素 
互联网医疗与处方上网政策影响；研发投入不及预期；综合毛利大幅下降。 

 

建议关注 
中期看，公司核心收入在医药电商红利的支撑下，自营主业有望保持 100%收入增速，医疗+数据服务业务望

在 19 年全面确定商业收入模式与服务用户主体。维持公司 2018-2020 年净利预测 0.14/1.17/3.00 亿元。 
 

资料来源：相关公司、中信证券    风险等级: 由低至高分 1 至 5 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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