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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要点
＃summary＃ 疫情下营收稳定增长，利润率持续提高：截至 2020年 12月 31日，全年

实现营业收入约 473.82百万港元，较 2019年同比增长约 10.3%；实现归

母净利润约 64.07 百万港元，较 2019 年同比增长约 1,836.3%；实现扣非

归母净利润约 70.6百万港元，较 2019年同比增长约 40.4%，实现扣非归

母净利率约 14.9%，较 2019年同期提升约 3.2 pct。
 降低获客成本，提升获客效率，推广及优质服务共同驱动流量增长：公司

在 2020年优化了咨询分诊模式通过为中高端人群搭建咨询服务中心，降

低获客成本，提升了营销费用投入产出比。利用市场领先优势和品牌效应

专注于长尾客户，提升营销转化效率。同时深入线下市场，积极和爱康医

疗集团等公司展开合作，成立联合门诊中心，利用体检中心的大流量进一

步提升品牌知名度。在手术中心端，公司持续专注于擅长的晶体置换术，

提升客户服务体验，建立中高端客户群体中的口碑，通过客人之间的口耳

相传，辐射更多的潜在客户。

 优化产能配置，提升运营效率，规模效益有望进一步提升：公司每个手术

中心平均有 1-3个手术室，配备 2名外科医生，根据集团测算，当产能利

用率达到 100%时，平均每个手术室每天可进行约 20台手术。公司在 2020
年总共完成手术 21,640例，占总有效产能的 23.2%，同期 Q4实现总产能

有效利用率达 28.7%。未来公司也将通过新建门诊中心，将术前检查、复

查等服务转移，提高现有坪效；以及通过增加手术日提升现有产能有效利

用率。此外，公司主打高端客户群体，整体客单价高于行业平均水平。未

来整体收入和利润率在客单价和客流量双向提升的态势下有着良好发展。

 我们的观点：公司 2020年在疫情的影响下实现收入和净利润双向正增长，

证明了公司突出的运营能力。公司通过咨询服务中心的搭建、多元化线下

渠道的合作以及门诊中心的服务转移，线上线下同步辐射，优化获客结构，

将进一步提高净利率，未来保持快速发展。以 2021年 3月 24日收盘价、

公司彭博一致预测，对应 2020年市盈率 47.2倍，建议“积极关注”。

风险提示：疫情反复影响境内外通行，客流量不及预期，新店开业不及预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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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正文

 疫情下营业收入稳定增长，利润率持续提高：在 2020年这一困难的年份，公

司直面挑战，积极把握市场机遇，在与常规晶体手术市场形成差异化竞争优

势，面向高端客户群体，提高自身盈利能力，在后半年取得不俗的进步，实

现全年扭亏为盈，利润大幅增长。截至 2020年 12月 31日，全年实现营业收

入约 473.82百万港元，较 2019年同比增长约 10.3%；实现归母净利润约 64.07
百万港元，较 2019年同比增长约 1,836.3%；实现扣非归母净利润约 70.6百
万港元，较 2019年同比增长约 40.4%，实现扣非归母净利率约 14.9%，较 2019
年同期提升约 3.2 pct。

图 1：2016 至 2020 年营业收入和净利润（百万

港元）及其同比增速（%）

图 2:2020年 H1和 H2营业收入（百万港元）及

其同比增速（%）

资料来源：Wind，兴业证券经济与金融研究院整理 资料来源：Wind，兴业证券经济与金融研究院整理

 欧洲市场：截至 2020年 12月 31日，德国地区实现营业收入约 304.8百万港

元，占总收入约 64.3%，较 2019年同比增长约 14.9%；丹麦地区实现营业收

入约 61.0百万港元，占总收入约 12.9%，较 2019年同比增长约 19.5%。按季

度划分，德国地区 Q3 和 Q4 较同期增长约 21.2%和 26.8%；丹麦地区 Q3和
Q4较同期增长约 25.0%和 41.9%。目前公司已经完成了德国所有城市、丹麦

主要城市的全覆盖，同时预计今年丹麦将完成翻新一家位于哥本哈根的旗舰

诊所，该诊所有望在未来进一步提高品牌知名度，实现快速增长。

 中国市场：受疫情影响，中国和境外通行受阻，对于公司医生出行影响较大。

截至 2020年 12月 31日，中国地区实现营业收入约 108.1百万港元，占总收

入约 22.8%，较 2019年同比减少 4.7%。按季度划分，中国地区 Q3 和 Q4较
同期增长约 19.1%和 16.3%。且北京 2019 年 9 月新设诊所已于 2020 年 6 月

达到收支平衡，即便在疫情的影响下，依旧成为公司收支平衡期最短的诊所。

重庆新设的诊所也预计于 2021年 4月开展第一例手术，由于中国疫情快速恢

复，重庆诊所在今年有着良好的预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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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2020年 Q4经营效率（单位：百万港元，%） 图 4：公司中国市场和亚洲眼科行业利润率（%）

资料来源：投资者资料，兴业证券经济与金融研究院整理 资料来源：投资者资料，兴业证券经济与金融研究院整理

 降低获客成本，提升获客效率，推广及优质服务共同驱动流量增长：公司在

2020年优化了咨询分诊模式通过为中高端人群搭建咨询服务中心，降低获客

成本，提升了营销费用投入产出比。利用市场领先优势和品牌效应专注于长

尾客户，提升营销转化效率。同时深入线下市场，积极和爱康医疗集团等公

司展开合作，成立联合门诊中心，利用体检中心的大流量进一步提升品牌知

名度。该合作项目将于北京试点，并计划在运作成熟后逐渐向上海、广州、

深圳等地推广。在手术中心端，公司持续专注于擅长的晶体置换术，提升客

户服务体验，建立中高端客户群体中的口碑，通过客人之间的口耳相传，辐

射更多的潜在客户。

 优化产能配置，提升运营效率，规模效益有望进一步提升：公司每个手术中

心平均有 1-3 个手术室，配备 2 名外科医生，根据集团测算，当产能利用率

达到 100%时，平均每个手术室每天可进行约 20台手术。公司在 2020年总共

完成手术 21,640 例，占总有效产能的 23.2%，同期 Q4 实现总产能有效利用

率达 28.7%。未来公司也将通过新建门诊中心，将术前检查、复查等服务转

移，提高现有坪效；以及通过增加手术日提升现有产能有效利用率。此外，

公司主打高端客户群体，整体客单价高于行业平均水平。未来整体收入和利

润率在客单价和客流量双向提升的态势下有着良好发展。

 我们的观点：公司 2020年在疫情的影响下实现收入和净利润双向正增长，证

明了公司突出的运营能力。公司通过咨询服务中心的搭建、多元化线下渠道

的合作以及门诊中心的服务转移，线上线下同步辐射，优化获客结构，将进

一步提高净利率，未来保持快速发展。以 2021年 3月 24日收盘价、公司彭

博一致预测，对应 2020年市盈率 47.2倍，建议“积极关注”。

 风险提示：疫情反复影响境内外通行，客流量不及预期，新店开业不及预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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