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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财务指标 

＄zycwzbzw|主要财务指标中文＄ 会计年度 2018A 2019A 2020A 2021A 

营业收入(百万港元) 397.39 429.69 473.82 632.93 

同比增长(%) 21.92 8.13 10.27 33.58 

净利润(百万港元) 39.69 -3.69 64.07 132.38 

同比增长(%) -49.47   106.62 

毛利率(%) 40.54 41.36 45.19 49.38 

净利率(%) 9.99 -0.86 13.52 20.92 

净资产收益率(%) 15.16 -0.42 6.88 13.28 

每股收益(港元) 0.11 -0.01 0.20 0.41 

数据来源：公司公告、兴业证券经济与金融研究院整理 
 

 

投资要点   

＃summary＃ 
⚫ 2021 年全球疫情反复，但是公司仍然实现了快速的增长，同时毛利率和

净利率也在稳步提升。此外，公司也于 2021 年成功打入英国伦敦的屈光

市场，为未来发展注入新动力。 

⚫ 盈利能力持续提升，全年快速发展。公司全年实现营业收入 6.33 亿港元，

较 2020 年同比增长 33.6%；实现净利润 1.32 亿港元，较 2020 年同比增长

106.6%。公司实现毛利率 49.38%，较 2020 年同期同比增长 4.19 pct；实

现净利率 20.92%，较 2020 年同期同比增长 7.39 pct。 

⚫ 挺进英国，新增业务地区。公司于 2022 年 1 月使用 1.38 亿港元完成对

London Vision Clinic Partners Limited 的全资收购。此次收购一方面开辟了

英国伦敦的高端屈光及老花眼手术市场；另一方面，Reinstein 教授担任公

司国际医疗咨询委员会的医疗主任，也为公司的专家团队带来巨大价值。 

⚫ 我们的观点：2021 年在全球疫情反复的情况下，依旧保持快速增长，同

时利润率也保持稳定增长，说明了公司强大的管理能力。此外，London 

Vision Clinic 的收购也标志着公司挺进英国市场，未来可期。2022 年 3 月

24 日收盘市值为 24.3 亿港币，对应 2021 年市盈率为 18.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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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 年全球疫情反复，但是公司仍然实现了快速的增长，同时毛利率和净利率也

在稳步提升。此外，公司也于 2021 年成功打入英国伦敦的屈光市场，为未来发展

注入新动力。 

⚫ 盈利能力持续提升，全年快速发展。公司全年实现营业收入 6.33 亿港元，较

2020年同比增长 33.6%；实现净利润 1.32亿港元，较 2020年同比增长 106.6%。

按地区划分，德国地区、中国地区、丹麦地区在营业收入中贡献占比分别为

63.8%、23.5%和 12.6%，各地区占比和去年相比变化不大。且各地区也都实

现了快速增长，德国地区、中国地区、丹麦地区收入增速分别为 32.6%、37.8%

和 31.1%。按手术类型划分，ICL 人工晶体植入术和晶体置换手术依旧是公

司手术的主要来源，2021 年占营业收入的 65.3%（ICL 人工晶体植入术为

14.1%、晶体置换手术为 51.2%），较 2020 年同期同比增长 2.9 pct。其中 ICL

人工晶体植入术实现收入 0.89 亿港元，较 2020 年同期同比增长 30.9%；晶体

置换手术实现收入 3.24 亿港元，较 2020 年同期同比增长 42.4%。 

图 1、2019 至 2021年营业收入和净利润（百万港元）

及其同比增速（%）（右轴） 

 图 2、2019至 2021年各地区收入（百万港元）及其

同比增速（%）（右轴） 

 

 

 

资料来源：公司年报，兴业证券经济与金融研究院整理  资料来源：公司年报，兴业证券经济与金融研究院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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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利润率方面，公司近年来毛利率和净利率一直稳定提升。2021 年公司实现毛

利率 49.38%，较 2020 年同期同比增长 4.19 pct；实现净利率 20.92%，较 2020

年同期同比增长 7.39 pct。 

图 3、2019 至 2021年毛利率和净利率（%） 

 

资料来源：公司年报，兴业证券经济与金融研究院整理 

⚫ 挺进英国，新增业务地区。公司于 2022 年 1 月使用 1.38 亿港元完成对 London 

Vision Clinic Partners Limited 的全资收购。London Vision Clinic 目前位于英国

伦敦，是全球视力矫正行业的领先品牌之一，其创办人 Dan Zoltan Reinstein

教授是激光手术的顶尖专家，其发明及对屈光手术领域的贡献享誉国际。

Reinstein 教授开创并引进 PRESBYOND 激光融合矫视手术，是专为 40 岁以

上患有老花眼的患者而设计的治疗方法，与本集团的三焦点晶体置换手术形

成完美互补。此次收购一方面开辟了英国伦敦的高端屈光及老花眼手术市场；

另一方面，Reinstein 教授担任公司国际医疗咨询委员会的医疗主任，也为公

司的专家团队带来巨大价值。 

⚫ 我们的观点：2021 年在全球疫情反复的情况下，依旧保持快速增长，同时利

润率也保持稳定增长，说明了公司强大的管理能力。此外，London Vision 

Clinic 的收购也标志着公司挺进英国市场，未来可期。2022 年 3 月 24 日收盘

市值为 24.3 亿港币，对应 2021 年市盈率为 18.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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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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人具有中国证券业协会授予的证券投资咨询执业资格并注册为证券分析师，以勤勉的职业态度，独立、客观地出具本

报告。本报告清晰准确地反映了本人的研究观点。本人不曾因，不因，也将不会因本报告中的具体推荐意见或观点而直接或

间接收到任何形式的补偿。 

 

投资评级说明 
投资建议的评级标准 类别 评级 说明 

报告中投资建议所涉及的评级分为股票

评级和行业评级（另有说明的除外）。评

级标准为报告发布日后的12个月内公司

股价（或行业指数）相对同期相关证券市

场代表性指数的涨跌幅。其中：A股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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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性 相对同期相关证券市场代表性指数涨幅在-5%～5%之间 

减持 相对同期相关证券市场代表性指数涨幅小于-5% 

无评级 由于我们无法获取必要的资料，或者公司面临无法预见结果的重大不确

定性事件，或者其他原因，致使我们无法给出明确的投资评级 

行业评级 

推荐 相对表现优于同期相关证券市场代表性指数 

中性 相对表现与同期相关证券市场代表性指数持平 

回避 相对表现弱于同期相关证券市场代表性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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