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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_Summary]  

事件： 

1月 15 日，苏宁易购公告称，其子公司苏宁国际计划与 Yunfeng IK 

Co-invest GP, Ltd.（云峰基金）合作，共同投资设立基金，基金规

模不超过 1.22亿美元；基金所募资金将全部用于投资爱康系列实体，

爱康系列实体将参与爱康国宾股票退市相关交易。此外，阿里巴巴集

团旗下淘宝中国控股、Treasure Cottage；博裕资本等也将参与爱康

国宾退市相关交易。 

 

据爱康公告，买方财团将收购爱康国宾的全部 A 类普通股、C 类普通

股和美国存托股份，提议收购价为 20.6美元/ADS，或每股 41.2美元，

终止日至 19 年 1 月 31 日。如果相关条款都满足，则将于 19 年 1 月

18日上午 10点前结束收购。 

 

分析爱康私有化后对非公体检行业的影响： 

1.爱康退市后股东结构得以优化 

预计交易交割完成后，苏宁国际持有基金份额占比不超过 40.98%，间

接持有爱康国宾股权占比不超过 3.4%。结合此前公告，预计爱康私有

化后的股权结构为：云锋和阿里合计持有公司 59.6%的股权（通过淘

宝中国控股及 Treasure Cottage 持股 23.8%，云峰基金（除去苏宁）

持股 35.8%实现，成为公司控股股东；苏宁（间接）持有 3.4%；博裕

资本持有 13%；何伯权（爱康副董事长）持有 12.27%；张黎刚（爱康

董事长兼 CEO）持有 11.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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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在技术创新及人工智能的应用上，美年的布局也可圈可点。 

公司正在致力于以大数据和人工智能构建 AI 生态图谱，基于近 600

家体检中心及 2000 余万体检人次，与诸多权威学术机构和领先企业

达成战略合作，深入布局 AI人工智能，引领健康体检行业创新。 

在 18年 11月的定增预案中，公司拟建设生物样本库及数据中心，打

造生物样本库、数据中心建设都是依托公司在健康体检领域的基础优

势上，做的产业链延伸，为公司大数据战略的实施提供坚实的基础支

持，便于导入其他专业检查、先进诊断、精准评估、健康管理、智能

诊断、专科诊疗、远程医疗等健康增值服务，能够为公司的长期发展

奠定基础。技术创新、大数据应用、产业链延伸正在逐步成为美年的

核心竞争力，也是公司区别于其他体检机构的差异化之体现，将是公

司中长期最大的看点。 

 

3.爱康在回归 A股前财务指标需达标 

目前 A 股上市的财务指标要求包括：1）当前 3 个会计年度净利润均

为正数且累计超过人民币 3000 万元，净利润以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

后较低者为计算依据；2）当前 3 个会计年度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累计超过人民币 5000 万元；或者当前 3 个会计年度营业收入

累计超过人民币 3 亿元；3）如果是借壳上市，也要求最近 2 个会计

年度净利润为正且累计超过人民币 2000万元。 

 

而爱康 18年报（17年 4月 1 日至 18 年 3月 31 日）净利润和扣非净

利润均为-1.09亿人民币，17年报也均为负值，若要回归 A股还需要

先达到财务硬指标。 

 

4.健康体检市场巨大，爱康与美年或将差异化竞争 

我们认为爱康和美年未来或将进行差异化竞争，理由是： 

1）爱康 17-18年的体检中心增长数量缓慢，截止 18年 3月共布局 110

家体检中心，主要布局在一二线城市；美年同口径体检中心数量超 400

家，分布于全国 200余城市，城市布局均衡，二、三、四线城市优势

明显。 

2）美年目前在三四线城市已经取得先入优势，爱康如果下沉，将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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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医疗资质有限、审核监管趋严、最优合伙人资源有限、设备采购成

本相对偏高、管理和销售人才输出较慢等问题，开店盈利周期可能拉

长。而爱康的传统特色在于体检前后端延伸服务，与阿里合作后有机

会在医药电商、健康管理等方面产生协同，则可能基于当前一二线城

市体检中心的基础上，注重纵向延伸。 

3）健康体检市场 17 年规模达到 1350 亿，未来每年仍能维持 10-15%

的增速，美年和爱康市占率分别为 6%、2%，占非公体检市场份额分别

为 27%、11%，可见市场蛋糕足够大，还有大量空白市场和延伸领域可

挖掘，未来技术创新和产业链延伸还将打开新的增长空间。 

 

投资建议： 

推荐买入业绩增长稳定，医质提升措施逐一落地的美年健康。预计

18-20年归母净利润 8.5、12、16 亿，同比增长 46%（追溯了 17年口

径）/41%/33%，对应 PE51/36/27倍。公司中长期业绩和市值空间大，

维持“买入”评级。 

 

风险提示：健康体检有一定漏检误检概率；体检中心扩张速度及盈利

能力不及预期；体检中心快速扩张过程中的管理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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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评级说明 
1、行业评级 

看好：我们预计未来 6个月内，行业整体回报高于市场整体水平 5%以上； 

中性：我们预计未来 6个月内，行业整体回报介于市场整体水平－5%与 5%之间； 

看淡：我们预计未来 6个月内，行业整体回报低于市场整体水平 5%以下。 

2、公司评级 

买入：我们预计未来 6个月内，个股相对大盘涨幅在 15%以上； 

增持：我们预计未来 6个月内，个股相对大盘涨幅介于 5%与 15%之间； 

持有：我们预计未来 6个月内，个股相对大盘涨幅介于-5%与 5%之间； 

减持：我们预计未来 6个月内，个股相对大盘涨幅介于-5%与-15%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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