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股发售 

京东健康 

(主版: 6618.HK) 

行业: 医疗科技 

公开发售价: $62.8-70.58 港币 

本公司申购时间 :26/11-30/11 16:00pm 

市值 : HK$2028-2262 亿港元 

孖展息率: 3.18%p.a.  

上市日: 12 月 8 日  

每手股数 50 股 

公司基本资料 

健康和更好的生活质量，是每个人都追求的主题。

随着人口的逐渐老龄化，收入水平的不断提高，慢

性病患病率的上升和健康保健意识的日益普及，中

国国民医疗健康需求 将日益增加。中国的医疗行业

仍然面临着一系列挑战，例如行业低效及医疗健康

资源分配 不均。京东健康深信，科技的进步和监管

环境的改善为中国医疗健康行业的升级带来了前所

未 有的机遇。 

京东健康致力于建设一个完整、全面的「互联网+

医疗健康」产业生态。公司提供各式各样优质的医

药和健康产品覆盖国民健康生活的方方面面，并通

过强大的履约能力及时安全地 送达千家万户。公司

还为用户提供全面完整的健康与医疗服务，以满足

用户于健康产品及 服务领域各个方面的需求。同

时，公司持续投资供应链及科技，是医疗产业链数

字化改造 的领跑者，致力赋能全产业链的参与者。 

根据弗若斯特沙利文报告，于 2019 年按收入计，

公司的零售药房是中国最大的在线零售药房。公司

的零售药房业务通过自营、在线平台和全渠道布局

三种模式运营。公司主要通过京东大药房经营自营

业务。公司已建立涵盖行业领先的制药公司和健康

产品供货商的 供应链网络。此外，截至 2020 年 6

月 30 日，公司与京东集团合作，利用其遍布全国

的配送基 础设施网络，包括 11 个药品仓库和超过

230 个其他仓库。公司的在线平台利用公司的品牌

知 名度，庞大且不断增长的用户群以及专有技术平

台，提供更为丰富的产品品类，与京东大 药房形成

良性互补、各挥优势。截至 2020 年 6 月 30 日，在

线平台上拥有超过 9,000 家第三方商家。公司的全

渠道布局满足用户紧急性用药需求，按需求为用户

提供当日达、次日达、30 分钟、7*24 快速送达服

务。截至 2020 年 6 月 30 日，公司的全渠道布局覆

盖了超过 200 个城市。通 过构建上述完整的在线

线下、全场景零售及与医院的全方位合作，公司可

以满足用户「重、 急、慢」等各类医疗健康场景下

不同的需求。 

 

主要风险因素 

➢ 京东健康在一定程度上依赖京东集团，并且本集团与

京东集团之间存在若干重叠业务。京东健康可能与京

东集团存在利益冲突，且由于京东集团拥有本公司的

控制性权益，可能无法以有利公司的优惠条款解决此

类冲突。 

➢ 任何有关京东集团或公司与其关系的负面发展都可能

对公司的业务及品牌产生重大不利影响。 

➢ 公司可能无法或根本无法管理公司业务及营运的增长

或成功实施公司的业务策略。 

➢ 公司受广泛及不断发展的监管要求规管，倘未能遵守

该等监管要求或该等监管要求出现变 化，则可能对公

司的业务及前景造成重大不利影响。 

➢ 若公司未能有效地竞争，公司的业务、财务状况及经

营业绩可能受到重大不利影响。 

➢ 公司处于新兴的、动态的「互联网+医疗健康」行业

的早期发展阶段且经营历史有限，且公司 的过往经营

业绩及财务表现并非公司未来表现的指标。 

https://www1.hkexnews.hk/listedco/listconews/sehk/2020/1126/2020112600045_c.htm


行业概览 

中国是医疗大国，医疗健康支出规模庞大且稳步增长。根据弗若斯特沙利文报告， 中国 2019 年的医疗健康支出

总额排名位居全球第二，达到人民币 65,200 亿元，预计到 2024 年 及 2030 年将分别达到人民币 106,200 亿元及

人民币 176,160 亿元，2019 年至 2024 年的复合年增 长率为 10.3%，2024 年至 2030 年的复合年增长率为 8.8%。 

 

根据弗若斯特沙利文报告，以下因素为中国医疗健康支出增长的驱动因素：  

人口老龄化 。2019 年至 2024 年及 2024 年至 2030 年中国人口预计分别以 0.3%及 0.3% 的复合年增长率增长，

2030 年 65 岁及以上人口规模预计将达到 309.3 百万人，占 126 934395 \ (Project Harvest) \ 25/11/2020 \ X11 行

业概览 总人口的 21.5%（2019 年占 12.6%）。鉴于老年人口普遍对药物及疾病管理有更大的 需求，中国人口结构

的转变将对健康产品及医疗健康服务产生巨大需求。 

人均可支配收入不断增加 。随着经济增长及城市化进程的加快，中国居民可支配收入不断增加。2015 年至 2019

年，年人均可支配收入由人民币 21,966 元增至人 民币 30,733 元，复合年增长率为 8.8%。根据弗若斯特沙利文报

告，医疗健康消费 支出预计将在个人支出中占据越来越重要的部分，估计到 2030 年将达到人均消 费支出总额

的 27.7%。 

慢性病患病率上升 。与生活方式及年龄相关的慢性病支出一直占中国医疗健康 支出总额的很大一部分。根据弗

若斯特沙利文报告，2019 年医疗健康支出总额的 69.6%用于治疗和管理慢性病，且该比例预计到 2030 年将进一

步增至 84.4%。根据 弗若斯特沙利文报告，该趋势主要是由快速增长的潜在患者群所带动，例如， 2019 年至

2024 年，中国的乙肝、中风和糖尿病病例数预计将分别以 11.1%、4.5% 及 2.7%的复合年增长率增长。 

健康意识增强 。随着人口结构的变化、慢性病患病率的上升，以及技术的进步 让更多疾病得以预防或可在早期

发现，个人健康管理需求有所增加。COVID-19 的爆发突出疾病预防的重要性，进一步加速该需求增长趋势。因

此，人均医疗 健康支出预计将由 2019 年的人民币 4,657 元分别增至 2024 年的人民币 7,471 元及 2030 年的人民

币 12,191 元。  



根据弗若斯特沙利文报告，2019 年中国大健康行业的市场规模达到人民币 81,310 亿 元，预计 2030 年将增至人

民币 217,730 亿元，复合年增长率为 9.4%。下图载列 2015 年至 2030 年 中国大健康市场的历史及预测市场规

模。 

 

 

大数据、云存储及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的进步和可及性已从本质上改变提供健康产品及服务的方式。数字大健康

市场主要包括在线零售药房、在线问诊、在线消费医疗健康 及数字医疗健康基础设施等。下图载列中国数字大

健康市场的价值链。得益于包括物流和 数字化保险在内的创新解决方案，数字大健康平台能够服务并赋能传统

医疗健康价值链中 的各现有利益相关者。  



京东健康集资用途 

 

约 40%募集资金净额（或约 9,997 百万港元）预计在未来 36 至 60 个月将用于业务扩张，包括：进一步发展我们

的零售药房业务及在线医疗健康服务，包括(i)为我们的自 营业务向更多的优质供货商采购更多药品 SKU 及引进

更多新药，从而持续 加强我们的零售药房业务。 

约 30%募集资金净额（或约 7,498 百万港元）预计在未来 24 至 36 个月将用于研发，包括(i)进一步发展我们的数

字基础设施及新举措，并持续投资于我们的医疗健康 服务平台、人工智能辅助处方验证以及大数据和云计算技

术，以持续优化我们 的服务流程、改善用户体验、提高营运效率及扩大向医疗健康价值链参与者提 供的互联网

和技术相关解决方案的范围通过加强我们的跨境支付能力、投资于技术 和服务能力的提升以及为中国境外消费

者、 商家和合作伙伴开发更多的数字服务，用于 扩张我们的跨境支付及商家服务。 

约 20%募集资金净额（或约 4,999 百万港元）预计将用于潜在投资及收购或战略联盟。我们对具有先进技术和服

务的医疗公司、与我们业务线互补的公司及与我 们现有业务具有协同效应的公司感兴趣。 

约 10%募集资金净额（或约 2,499 百万港元）预计将用于营运资金及一般公司用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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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東健康集资用途

預計在未來36至60個月將用於業務擴張 預計在未來24至36個月將用於研發

預計將用於潛在投資及收購或戰略聯盟 預計將用於營運資金及一般公司用途



免责声明 

1. 本档仅为向本公司客户提供有关新股上市公司的资料，并不构成向本公司客或任何司法权区的公众被视为诱使认购或购买任何证

券，亦不拟构成该等劝诱；客户不应根据本文件中的资料作出任何投资决定。 

 

2. 本档的全部数据源均来自有关新股招股书其内所载信息， 本公司对有关新股招股书的内容概不负责，对其准确性或完整性亦不

发表任何意见，并明确表示概不就因有关新股招股书全部或任何部分内容而产生或因倚赖该等内容而引致的任何损失承担任何责

任。  

 

3. 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属公司、其董事、高级人员、分析员或雇员或会持有有关新股的股票、认股证、期权或第三者所发行与所述公

司有关的衍生金融工具等。 

 

风险披露声明 

买卖证券的风险 

1. 证券价格会波动，有时甚至急剧波动。任何个别证券的价格皆可上升或下跌及可在某些情况下变成毫无价值。买卖证券未必获

利，反而可能招致损失。 

 

买卖创业板股票的风险 

1. 创业板乃为较于联交所上市的其他公司可能带有更高投资风险的公司提供上市的市场。客户应知悉投资于该等公司的潜在风险，

并应经过审慎周详考虑后方作出投资决定。创业板的较高风险及其他特色表明创业板较适合专业及其他经验丰富的投资者。 

 

2. 由于创业板上市公司的新兴性质使然，于创业板买卖的证券可能会承受较于主板买卖的证券更高的市场波动风险，同时亦无法保

证在创业板买卖的证券会有高流通量的市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