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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医疗产业投资逻辑

 重塑医疗健康生态圈，互联网医疗迎来黄金
发展期

 控端—导流—变现，从以下四个维度解构互
联网医疗模式

       互联网医疗端：得医疗资源者得天下

         互联网医药端：健康管理转型，看好一站式解决方案
         互联网医保端：潜在空间过百亿，规则壁垒决定赢者通吃
         互联网健康端：驶入健康管理和慢病管理模式的新蓝海

 公司篇——上市公司优势和增长动力分析：
我们认为卡位好（具备端口优势、可持续性流量、及清晰
商业模式）、管理团队好的公司有望成为重塑医疗生态的
王者，估值亦将以VC估值的方式重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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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直击行业痛点，开启智能化医疗时代

 “心塞行业”孕育互联网医疗发展大机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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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技术与商业模式快速渗透，重塑医疗健康生态圈

随着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等多领
域技术与移动互联网的跨界融合，新
兴技术与新商业模式快速渗透到医疗
的各个细分领域，从预防、诊断、治
疗、购药都将全面开启一个智能化的
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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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大驱动因素共振，远期十倍增长空间可期

 2014年中国互联网医疗市场整

体规模预计113.9亿元（不包

括医药电商），其中移动医疗

达到30.1亿元，占比26.4%。

 我们认为在人口结构与健康需

求变化、政策扶持、资本驱动

以及技术变革四大因素共振下，

互联网将加速重构医疗健康生

态圈。互联网医疗行业成长呈

现S型曲线，今年是从S的底部

往上行，流量积累出现爆炸性

增长，去中心化迫切，预计行

业未来3年将保持50%的复合增

长，到2017年预计整体规模将

超过350亿元，远期十倍空间

可期。

图：互联网医疗产业驱动因素

资料来源：华泰证券研究所

图：国内互联网医疗规模及增速

资料来源：Enfodesk易观智库，华泰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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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端—导流—变现，四维度解构互联网医疗模式

 产业资本强势布局，抢占医疗服务链
端口，以免费服务获取患者或医生流
量、数据资源，为模式清晰后的盈利
变现奠定基础。

图：互联网医疗满足医疗链条参与各方诉求

资料来源：华泰证券研究所

满足参与各方诉
求

患者：便捷
就医购药，
健康干预

医生：扩大
知名度，满
足学术和利

益诉求

医院：提高
效率，降低
医患矛盾

流通企业：
降低流通环
节成本、客

户导流

药企：精准
营销和辅助

研发

医保：医疗信
息共享，控制

费用

 互联网医疗端：为“患者—医生—
医院”提供解决方案

 互联网医药端（电商）：为“患
者—流通企业—药企”带来价值

 互联网医保端：从跑马圈地到订单
落地

 互联网健康端：流量持续性决定端
口价值

 患者、社保、商保机构作为医疗付费
者，药企、医生、医院作为医疗提供
者，对互联网医疗有着不同诉求，谁
能提供满足甚至创造需求的解决方案，
并保持流量可持续性，谁就将在行业
洗牌中胜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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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医疗端：得医疗资源者得天下
图：东软集团远程医疗结构图

资料来源：华泰证券研究所

图：宜华健康网络医院模式

资料来源：华泰证券研究所

 以医院及医生为切入点，互联网医疗模式
分为三类；

 远程医疗，即大型医疗机构借助医疗技术
和设备优势提供远距离医学支持和服务，
目前发展相对成熟（盈利模式主要靠软、
硬件收费），以东软集团、朗玛信息等企
业为主；

 以医院及医生为核心搭建诊疗平台，轻问
诊为主，线上线下绑定流量，盈利暂时主
要靠诊疗咨询费（大头分给医院及医生，
平台留小部分），后续可能靠医疗资源共
享及大数据分析变现，以宜华健康、春雨
医生、汇医在线（和佳股份）为主；

 围绕医院及医生资源打造整个医疗生态链
（O2O闭环），满足患者诊前-诊中-诊后几
乎一切需求，盈利主要是通过产品（药品、
器械、保健品等）落地，以BAT、乐普医疗、
康美药业等企业为主。但无论哪种模式，
谁掌握了核心的医院及医生资源，谁就掌
握了整个利益链条的议价权。

患者 就诊点
医院、医

生

就诊

网络医院
网络平台

目前以广东二院（后续可向其他医院复制）为依托，由深圳友德医（宜华健康持有
20%股份）提供远程医疗平台，在连锁药店、社康中心及卫生室提供网络就诊点。

改善就医体验 获得药品销售额
获得患者流量
赚取诊疗费获得分成

后续诊疗费分成比例4:3:3

拿药 处方

网络问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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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医疗O2O模式
图：阿里打造医疗互联网平台

资料来源：华泰证券研究所

图：乐普心脑血管患者生态圈

资料来源：华泰证券研究所

 相对于BAT等互联网巨头，我们认为传
统医疗行业先行者胜出的概率更大，因
为这批企业在医疗领域耕耘多年，线下
推力大，后端产品能力强，而且学习互
联网的成本，会比BAT学习医疗产业的
成本低，从而能够获得更大的机会。 新浪微博和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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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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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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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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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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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商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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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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患者引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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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衰检测仪、远程iholter
监护 

远程就诊点（药店、私营诊所、基层医
院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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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世界范围看，医药电商从单一去流通
环节提供商转向健康方案服务商，是普
遍的趋势。随着消费者在线上购买药品
、健康品习惯的形成，零售电商进一步
分析用户及其家庭的关联需求，为其提
供体检、医疗等健康方向的咨询与引导
，真正将用户服务推向健康管理层面，
而电子商务的顾客管理系统（CRM）与
OTO的实施，将推动这一目标成为现实。

 看好健康咨询与移动购药相结合的一站
式解决方案。流量一直是垂直电商面对
的最大挑战，移动医疗APP的优势就是拥
有大量可掌握的粘性高的用户。引入移
动医疗可以迅速解决电商起步初期的流
量问题，也可以降低推广费用。

互联网医药端：健康管理转型，看好一站式解决方案
图：基于CRM与OTO的健康解决方案

资料来源：华泰证券研究所

图：移动医疗APP下载量排名（截止2014.12）

资料来源：华泰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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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国PBM（药品福利管理）是服务于医疗保险机构、医
院、药方、药企之间的第三方盈利性机构，对处方数据
的监控和管理基本贯穿了整个医药产业链，盈利模式：

 1、为保险公司提供审核处方等服务，收取信息服务费；

 2、与药房/药企结算价格和与保险公司结算价格之间的
差价。例：某药品零售价格$30元/盒，PBM以$20元/盒价
格的折扣价与药厂/药房结算，再以$25元/盒价格与保险
公司结算，赚取$5元/盒差价。

互联网医保端：美国PBM盈利模式
图：患者就医流程图

资料来源：华泰证券研究所

图：PBM业务资金流向图

资料来源：华泰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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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国医保控费领域，参与方可能包括：

 医疗信息化企业：以医保控费审核系统为切
入点为医保与商保客户提供控费服务。优势在
于拥有医院这一重要处方数据出入口资源。而
打通医院这一产业链中最强势的环节后，数据
的积累、以及与商业保险达成合作即顺理成章。

 医药流通企业：医药流通企业参与院内物流，
托管药房成为医院自然的需求。医药流通龙头
通过GPO模式和药事增值服务，不断提升医院
客户粘性，并有望成为地方医保控费的参与方。

 保险公司：商业保险公司正大举入驻新农合、
大病医保等医疗保险，特别是在大病医保领域，
商业保险公司控费愿望极为强烈，但苦于缺乏
对医疗行业的深刻理解、数据积累、医院入口
等资源，实现自主控费尤为困难。

 PBM业务的规模壁垒导致这将是一个赢者通
吃的市场。在买方主导的医药产业链，只有获
得足够多的保险客户，PBM的商业模式才能
产生价值和盈利空间。在这样的行业属性下，
美国PBM的市场高度集中，行业前两名龙头
Express Scripts和CVS的Caremark合计占据了
53%的市场份额。

互联网医保端：潜在空间过百亿，规则壁垒决定赢者通吃
上市公司 医保控费业务布局

卫宁软件

依托长期HIS系统积累丰富临床知识库。目前已与山西省、
镇江、亳州等多个地区社保局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共同推进医
保控费，并与中国人寿、太平人寿等多个大型商业保险的区
域分公司达成合作，医保控费领域布局领先。

万达信息 背靠丰富政府资源，医院、医药、医保三医联动完整布局。
宁波阳光医保费用审核项目成功落地成为

海虹控股
2009年即与美国PBM巨头ESI携手开展医保控费业务，并早
在2012年即在杭州落地医保控费试点，目前业务试点覆盖20
个省百余地级市。

延华智能 智城模式与此前收购的HIS服务商成电医星联动，自上而下
开展医保控费业务。

东华软件 大量三甲医院HIS资源，目前医院端医保控费软件已有医院
签约。

图：2014年美国PBM市场份额

资料来源：华泰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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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PP+大数据平台是移动医疗服务的
核心价值端。而APP和大数据平台提
供了疾病管理的连续动态方式和经过
精密测算以大数据支持的可靠诊断结
果，医疗服务由此实现了整合和价值
最大化。

 健康管理管理平台、体检健康平台渐
成健康管理O2O载体，有望最先打通
“流量-服务-变现”闭环：营养健康
平台、专业体检机构等在品牌、服务、
健康管理等方面具有明显优势，市场
份额不断扩大。 

互联网健康端：驶入健康管理和慢病管理的新蓝海
图：移动健康管理项目经营示意图

资料来源：华泰证券研究所

 健康干预管理方案中，大数据平台的搭建是移动医疗核心竞争优势之一，体检采集数
据准确全面性和分析价值明显更高，对上下游辐射力度强，未来发展方向：向上发展
为健康云（APP健康互动专家，提升体检频次），以及向下发展医疗O2O（专科医疗、
增值服务、精准医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