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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医疗美容行业情况概览
(一) 市场现状：全球稳中有升，中国市场崛起


全球医疗美容市场：中国增速明显高于全球
根据第三方数据显示，2019 年中国医美行业市场规模达到了 1769 亿元，同比增长 22%，预计

2023 中国医美市场规模将拓展至 3115 亿元，仍将保持较快增速。非手术类医美服务由于低风险、
轻疼痛和恢复时间短，消费者接受程度更高，增长速度更快，预计从 2018 年到 2023 年，复合增
长率可以达到 26.3%。从疗程数角度来看，据国际整形美容医学会统计，全球医疗美容服务疗程
数从 2011 年的 1,470.78 万例增长至 2017 年的 2,339.05 万例，年均复合增长率 8.04%。


国内医疗美容市场：呈现快速发展趋势
医疗美容在我国已有近 30 年的行业历史，近年来呈现出快速发展的趋势。从医疗美容机构的

规模数量看，2011 年末，我国各类医疗机构中医疗美容科床位数为 5,242 张，2017 年末增长至
11,470 张，年均复合增长率高达 13.94%。从就诊人数看，2011 年，我国整形外科医院、美容医
院的门诊数量分别为 34.72 万人次和 78.40 万人次，共 113.12 万人次，至 2017 年，已分别增长
至 71.79 万人次和 462.63 万人次，共 534.42 万人次，
合计就诊人数年均复合增长率高达 29.54%。
图表1：全球医美市场规模（亿美元）

图表2：中国医美市场发展规模（亿元）

资料来源：F&S，太平洋研究院整理

资料来源：F&S，太平洋研究院整理

(二) 行业潜力：对比海外渗透率较低
中国医疗美容市场具有较大增长空间。随着消费升级以及医美渗透率的提升，该行业热度逐
年升高，医美服务的供给端和需求端都快速增长，具有很强的市场性和消费属性。按照介入手段，
医美大致非为手术类和非手术类，手术类主要包括五官整形、美体医疗等整形项目，非手术类主
要包括注射填充、激光美容等皮肤美容项目。近年来，全球医美市场增长良好，2018 年市场规模
达到 1357 亿美元，未来预计保持 8%左右的稳定增长。
据统计，过去几年我国医美行业以每年 25%以上的增速快速增长，预计到 2020 年国内医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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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规模可突破 3000 亿元。相比于韩国和美国等医美大国，我国医美起步较晚，仍处于发展早期，
渗透率在 3%左右，处于较低水平，未来仍具有很大发展空间，20-45 岁女性为主力消费人群。国
内的医疗美容机构分为非营利性和营利性两大类，前者主要是指公立医院的医疗美容科室，后者
主要是指民营的医院诊所。近年来，民营医院受益于政策放松和资本支持，占据了中国整形美容
市场的主要份额。
图表3：中国医美市场-低渗透率

资料来源：F&S，太平洋研究院整理

图表4：中国医美市场-民营机构驱动

资料来源：F&S，太平洋研究院整理

根据有关数据测算，2019 年中国内地医美市场渗透率有望从 2009 年的 1.5%提升到 2020 年的
3.6%。
中国的渗透率与人均可支配收入的水平还尚未匹配，
仍然具有可提升空间。女性渗透率 7.4%,
远远小于韩国的 42%。
高速大量增长：2018 年中国医疗美容市场按医疗美容疗程的数量及金额计是全球第二大。
低渗透率：尽管中国在全球范围内是医疗美容服务的重要市场，但在 2017 年与发达市场相比，
中国美容医疗服务市场渗透率仍然较低。
民营机构驱动：中国美容医疗服务市场的增长主要是由民营机构推动的，民营机构在 2018 年
占市场收入的 81.5％。

(三) 医美行业集中度：上游集中度高于中下游
我国医美行业起步较晚，但发展迅速，医美市场从以矫正治疗为主的单一市场逐渐发展成揽
括医疗治疗及美容美观的多样化市场。
我国医美产业链上游主要包括医美原料供应商和医美器材提供商;中下游包括正规机构和非
正规机构，正规机构主要是指公立医院的整容科、大型连锁医美集团、中小型民营医美机构等，
非正规机构是指私人诊所和美容院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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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5：医美行业产业链情况（二）

资料来源：Wind，太平洋研究院整理



中国医美行业监管日趋严格，市场集中度有望提升
国家规范市场秩序，保障消费者生命健康安全以及正规机构的合法权益，进一步完善医美市

场的合规性。2017 年，颁布《关于开展严厉打击非法医疗美容专项行动的通知》；2019 年，对于
生活美容类场所的监管与规范也逐渐开始。因黑诊所盛行，医疗美容市场存在很多不规范行为：
如虚假广告；医院医师资质混乱；医师技术良莠不齐；非法“行医”；产品价格不透明等问题屡屡
发生，直接导致优秀、合规的从业机在短期内与非正规机构竞争时不具有优势，市场份额被非正
规机构挤占，同时也使消费者蒙受不必要的损失，甚至是生命的代价。
非法机构较多，监管趋严有利于正规机构发展。根据更美 APP《2017 中国医美行业黑皮书》
统计，中国医美黑诊所数量已超 60000 家，是正规诊所的 6 倍；黑诊所年手术量超过 2500 万例，
是正规诊所的 2.5 倍；医美非法执业者约 15 万人，是合规执业者的 8.8 倍。自 2017 年 5 月起，
原国家卫计委联合中央网信办等多个部门部署了严厉打击非法医疗美容专项行动，各地查处和整
顿医美行业突出问题的成果开始显现，有利于正规医美市场的健康发展。2019 年仅深圳地区挂牌
出售的医疗美容机构就超过 100 家，行业整合即将来临。纵观医美行业政策发展的趋势，国家有
关部门对于医行业的监管日趋严谨，市场监管有望逐渐成熟。规范的市场利好正规的医疗美容机
构，未来行业集中度有望大幅提升，优质企业将以远高于行业平均水平的增速快速成长。
图表 6：中国医美行业监管政策法规不断出台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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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WIND，太平洋证券整理

(四) 行业中长期发展确定性强，国内企业市占率提升


行业长期发展趋势明确
中国医疗美容市场是全球增速最快的医美市场之一。受经济发展、人均可支配收入、购买力

和个人医美意识的影响，预计到 2023 年年复合增长率为 24.2%。


国产企业市占率不断提升
以行业上游最重要的组成部分透明质酸市场为例，从行业内主要企业来看，目前艾尔建、爱

美客、Q-Med AB、LG Life Sciences,Ltd.、华熙生物股份、昊海生科等企业占据了国内主要的市
场份额。从竞争格局来看，国内医疗美容透明质酸市场仍为外资主导，进口替代的空间明显。由
于国产品牌单价较进口品牌产品低，从销售收入分析，2018 年中国排名前三的本土企业占比仅为
22.4%，进口品牌产品仍占据市场的主导地位。随着医疗美容透明质酸填充剂本土产品品类的增多，
质量的逐步提高，以及技术的创新，本土品牌的市场销售收入有望进一步提高。根据弗若斯特沙
利文分析预测，中国医疗美容透明质酸终端产品市场规模将在 2021 年超过 50.0 亿元人民币，本
土品牌占比将达到约 30.0%。在其他市场（肉毒素等），国产品牌的市场占有率也有向上趋势。

图表7：2018年中国医疗美容透明质酸产品市场竞争格局（按销售金额占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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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Wind，太平洋研究院整理



非手术类项目发展空间更大
我国医疗美容的渗透率仍有较大提升空间。虽然我国医疗美容行业正处于快速发展阶段，但

与美国、巴西、韩国等国家相比渗透率还远远偏低，预计未来国内医疗美容市场还将持续快速发
展，并呈现出如下趋势：
从业机构经营更加规范：医疗美容行业监管正在逐步加强，随着行业制度的不断完善，医疗
美容机构的经营将更加规范，整体实力稳步提升。近年来，国家卫健委等部门开展了一系列整顿
规范医疗美容服务的专项行动。严厉打击无证行医，规范医疗美容服务行为；严厉打击非法制售
药品医疗器械；严肃整治违规医疗美容培训；严肃查处违法广告和互联网信息。
非公立医疗机构为行业的主要服务主体：我国医疗美容服务主体主要有公立医院的整形外科、
皮肤科和非公立医疗美容机构，其中非公立医疗美容机构又分为大型连锁医院、中型医院和小型
诊所，数量众多，较为分散。公立医院因其公立性质，主要承担治疗性医疗服务，而医疗美容偏
向于消费性医疗服务，民营资本充分竞争，非公立医疗机构是其主要服务主体。
医疗技术更精细，设备更先进，材料更安全：随着消费者对美的追求的标准不断提高，风险
更小、恢复更快、效果更好的微创技术将成为未来医疗美容的发展方向。先进的医疗设备，使得
医生在临床工作中更加得心应手，医疗美容效果和消费者满意度将得到大幅提高。同时，随着生
物学、材料学等学科的发展，医疗美容所用耗材将更加科学、安全，更加贴近人的形体和生理特
点，且具有诱导组织再生的功能。
非手术类项目受到更多青睐：相比于手术类医疗美容服务，非手术类具有安全性高、康复时
间短、价格大众化等特点。目前，透明质酸钠和肉毒毒素已经成为最受欢迎的医疗美容项目，据
国际整形美容医学会统计，2017 年两个项目占全球医疗美容项目数的比例分别为 17.35%和
16.47%。非手术类医疗美容服务以更低的成本和更小的风险满足了消费者对美的追求，已迎来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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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发展期。
消费者群体拓宽：现阶段，我国医疗美容市场正处于快速发展期，随着社会认可度的不断提
高，消费人群从中高端消费者向大众消费者拓宽。同时，越来越多的男士也青睐医疗美容。整体
消费人群体现出大众化，低龄化，两性化的趋势。
•

政策支持不断加码，利好行业长期发展

生物医用材料领域是“十三五”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规划中大力推动发展的行业，国务
院及有关政府部门颁布政策，明确了生物医用材料的发展方向，推动了生物医用材料行业的发展。
图表 8： 国家鼓励医用生物材料行业发展

资料来源：WIND，太平洋证券整理

二、 重点公司：
(一) 爱美客：高研发壁垒的透明质酸龙头
公司是首家取得国家药监局批准用于面部软组织修复的注射用透明质酸钠医疗器械产品注册
证书的国内企业。公司已拥有五款获国家药监局批准的 III 类注射用透明质酸钠系列产品，为获
得国家药监局批准的同类产品最多的企业。公司五款产品在配方组份、注射部位、注射体验等方
面有所不同，能够满足多个细分市场的消费需求。
优质赛道中的优质公司。我国医疗美容市场是全球增速最快的医美市场之一：经济的发展、
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增加、购买力和个人医美意识的提升，为我国医疗美容市场的增长提供了强有
力的支撑。中国医疗美容市场规模在 2018 年为 1,216.7 亿元人民币，预计在 2023 年为 3,601.3
亿元人民币，复合增长率为 24.2%。相比于手术类整形，以注射类为代表的非手术类微创医疗美
容，恢复时间快、价格及风险相对较低，因此有更高的市场接受度和复购率。
盈利能力强：公司毛利率超 90%。公司 2017 年-2019 年的毛利率分别为 86%、89%、92%，连
年上涨。研发实力强劲，多款产品国内首发，未来扩品类潜力大：公司在行业中积聚了多年的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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牌效应和高品质质量声誉，同时产品梯队完善且各具特点，在行业内具备领先优势。以本次发行
上市为契机，以公司公司将通过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建设，完成现有产品的优化升级及产能扩大，
产业化新技术产品实现产品种类的拓展，同时在研发、营销、生产和人力资源方面，提升公司的
核心竞争能力，持续保持在生物医用材料领域的领先地位。
投资建议：预计公司 2020-2022 年净利润 4.02/6.08/8.89 亿元，长期看好公司，给予买入评
级。

1、

国内生物医用软组织修复材料领域的创新型领先企业

公司是国内生物医用软组织修复材料领域的创新型领先企业。公司重视研发投入和产品开发，
是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建有生物可降解新材料北京市工程实验室。公司作为牵头单位参与了国
家科学技术部“十三五”规划国家重点研发计划“新型颌面软硬组织修复材料研发”项目。截至
报告期末，公司拥有 37 项专利，其中发明专利 20 项。16 年来，爱美客始终秉持先发优势，发挥
强大的研发实力，拥有爱芙莱、嗨体、宝尼达、逸美一加一、爱美飞和逸美等产品。根据弗若斯
特沙利文报告，2018、2019 年公司蝉联国产产品占有率第一。


2004 年 6 月，公司前身北京英之煌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成立。



2005 年，北京英之煌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正式更名为爱美客有限。



2009 年，公司推出了国内首款透明质酸类填充产品 EME 逸美。



2012 年，推出了国内首款具有长效作用的透明质酸类注射填充产品 Bonita 宝尼达，并
获批成立了“北京爱美客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生物可降解新材料北京市工程实验室”。



2015 年，公司推出了国内首款用于整形美容领域的无痛型透明质酸类注射填充产品
IFRESH 爱芙莱。



2016 年，公司变更为“爱美客技术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2016 年，公司作为“十三五”国家重点研发计划牵头单位，承担新型颌面软硬组织修复
材料重点专项研发工作。



2017 年，
公司推出了全球首款用于填充颈纹的注射用透明质酸钠复合溶液 Hearty 嗨体。



2019 年，公司推出了国内首款面部埋植线产品聚对二氧环己酮面部埋植线（紧恋）
。

目前艾尔建、爱美客、Q-Med AB、LG Life Sciences,Ltd.、华熙生物股份、 昊海生科占据
了国内主要的市场份额。华熙生物、昊海生科、爱美客为本土玻尿酸企业三巨头。
目前共有 17 家公司在中国境内取得透明质酸钠注射液相关产品的医疗器械注册证书，其中爱
美客在产品注册证数量、首款产品获批时间等维度均处于领先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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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竞争优势：重研发重产品高壁垒

产品优势

产品线齐全、功能丰富，主要产品仍处于快速成长期。公司专注于生物医用材料的研发，自
主研发的首款产品逸美于 2009 年取得医疗器械注册证并上市，是第一家取得相关产品医疗器械注
册证的国内企业，而后公司又先后推出了多款针对面部、颈部褶皱皮肤修复的产品。
•

技术优势

创新研发实力较强，技术平台优势明显。公司重视研发投入和产品开发，建有生物可降解新
材料北京市工程实验室，作为牵头单位参与了国家科学技术部“十三五”规划国家重点研发计划
“新型颌面软硬组织修复材料研发”项目。目前公司共拥有 37 项专利，其中发明专利 20 项。
•

渠道优势

渠道和品牌优势已建立较高护城河。公司采取“直销为主、经销为辅”的销售模式，目前已
形成了以北京为中心，覆盖全国 31 个省、市、自治区的销售网络。从不同渠道的产品价格来看，
公司产品直销和经销模式下的平均单价差异不大，总体上经销价格低于直销价格。

3、 多维度带来增长空间
•

行业端增长

医疗美容行业渗透率与集中度提升。
•

品类端扩张

童颜针（新兴流行项目，海外受消费者欢迎）
，肉毒素（国内同类有资质产品极少）
。
•

区域端扩张

从目标区域上看，目前华东地区占比最高。未来西南，华南等有望接棒。
•

产能端持续建设释放

2019 年 168 万支产能。2021 年底，有望扩充到 282 万支（不含新品类）
，仅老品类的产能扩
充速度为年化 30%。

4、 增长趋势良好，盈利能力优秀
17 年-20 年公司连续 3 年保持主营收入快速增长，其中 18-19 年增速为 17-18 年的两倍。
2017 年至 2019 年，公司分别实现营收 222.49 百万元、321.01 百万元、557.72 百万元，净
利润分别为 82.19 百万元、122.85 百万元、305.52 百万元。其中，营收由 2017 年的 222.49 百万
元上升至 2019 年 557.72 百万元元，复合年增长率达 1%；净利润则由 82.19 百万元上升至 305.52
百万元，复合年增长率高达 92.8%。
图表 9：2017 年-2020 年爱美客收入情况（单位：百万元）

图表 10：2017 年-2020 年爱美客归母净利润情况（单位：
百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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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WIND，太平洋证券整理

图表 11： 同业可比公司主要毛利率水平及其变化情况

资料来源：WIND，太平洋证券整理

公司定价能力强，产品销售价格高，毛利率水平较高。
2017 年-2019 年，公司毛利率分别为 86.15%、89.34%、92.63%。公司主要产品毛利率较高，
主要原因是公司产品的销售价格较高而成本相对较低。公司主要产品销售价格较高的主要原因包
括：
1.国内透明质酸钠相关产品种类数量相对有限，医疗美容产品厂家的优质产品具有较强的市
场需求支撑。
2. 公司产品在各个细分市场有先发优势，持续获取细分市场的高溢价。
3.医疗美容服务的消费者具备一定消费能力，在满足基本物质生活基础上，出于改善自身形
象和外貌的消费升级，愿意承担较高的费用以获得优质放心的产品和服务。上述原因使得公司有
较强的定价能力，产品的销售价格较高。与同行业可比公司相比，华熙生物和昊海生科的类似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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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均保持较高毛利率水平，且各年变化不大，公司主要产品毛利率变化趋势与同行业可比公司类
似。
公司盈利水平稳中有升，费用率整体下降。
2017-2019 年公司毛利率分别为 86.15%、89.34%、92.63%，净利率分别为 34.49%、36.18%和
53.43%，公司毛利率和净利率均保持在较高水平。2017-2019 年公司期间费用率分别为 42.88%、
43.24%、30.86%，费用开支相对稳定，其中 18 年-19 年期间费用率明显下降，主要系销售费用率
和管理费用率处于较低水平。
图表 12：公司盈利能力指标

资料来源：WIND，太平洋证券整理

图表 13：公司费用率情况

资料来源：WIND，太平洋证券整理

公司资产负债结构合理，偿债能力较强。2017-2019 年公司资产负债率分别为 17.18%、12.70%、
10.88%。2017-2019 年公司的流动比率、速动比率稳步提升，偿债风险较低，具备可持续发展能
力。与可比公司相比，2017-2018 年公司的流动比率和速动比率均高于华熙生物和昊海生科，资
产负债率低于华熙生物和昊海生科；2019 年公司流动比率、
速动比率略低于华熙生物和昊海生科，
资产负债率略高于华熙生物和昊海生科，主要系 2019 年华熙生物和昊海生科公开发行上市，获得
二级市场融资。
公司营运能力良好，现金流呈逐年递增趋势。2017-2019 年公司存货周转率分别为 1.83 次/
年、2.24 次/年、2.27 次/年；应收账款周转率分别为 46.12 次/年、47.51 次/年、46.76 次/年。
公司存货周转和营收账款周转稳定，运营能力表现良好。经营性现金流总额 2017-2019 年分别为
84.16 百万元、135.50 百万元、309.72 百万元，19 年较 18 年增长 18.78%，主要系原材料采购以
及支付职工薪酬有所上升。
投资建议：优质行业、优质赛道中的优质公司。我国医疗美容市场是全球增速最快的医美市
场之一：经济的发展、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增加、购买力和低渗透率基数为未来提供了增长空间。
而在整个大医美行业中，非手术类微整形仍处于高速发展和扩张期，相比于手术类整形，以注射
类为代表的非手术类微创医疗美容，恢复时间快、价格及风险相对较低，因此有更高的市场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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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和复购率，是最好的赛道之一。爱美客深耕透明质酸以及医用软组织修复材料多年，未来有望
享受研发实力带来的高竞争壁垒+行业增长红利+产品迭代更新需求。核心独家产品嗨体提供高增
长动力，宝尼达等产品也拥有较高的行业地位，且公司在研产品丰富，童颜针，肉毒素等均走在
市场前沿，未来公司产品矩阵有望进一步丰富，提升成长天花板。投资建议：预计公司 2020-2022
年净利润 4.02/6.08/8.89 亿元，长期看好公司，给予买入评级。

(二) 医美国际（鹏爱医疗）：医美连锁机构龙头
公司是深耕致力于医学美容服务、科技研发、学术交流为一体的现代化整形美容机构。
投资看点：1）行业角度：医美市场行业集中度相对较低，随着国家政策法规的规定与推动，
未来医美行业尤其是医美机构市场集中度会相对提升，行业发展潜力较大。2）公司专业角度：一
支专注且深耕于医疗保健行业的专业管理团队，拥有国际经验和良好的业绩记录。3）聚焦非手术
类医美，营销费用率下降，盈利能力有望提升，净利润水平有望再提升。
预计 2020-2022 年实现收入 10.2/13.8/18.5 亿元，净利润 1.1/1.43/2.58 亿元，从终端渠道
扩张角度，公司整合经验丰富，成熟渠道盈利能力相对较好，未来渠道扩张思路清晰，品牌口碑
优质，看好公司中长期进一步整合医美终端机构发展，市占率继续提升。

1、

深耕医美行业多年专业连锁医美机构

医美国际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为鹏爱医疗集团的海外实体，鹏爱医疗成立于 1997 年，由周鹏武
先生与丁文婷女士联合创立，凭借 20 多年的行业经验，成为中国领先的医疗美容服务提供商。集
团现有 21 家医疗美容中心，其中 19 家为全资或主要控股的美容中心，覆盖中国内地 15 座城市。
2019 年 10 月 25 日登陆纳斯达克，成为全球主板市场中第一家上市的医美机构。
 1997 年成立首家美容中心—鹏程医院
 2005 年成立第二家旗舰美容中心——深圳鹏爱医院
 2011 年在海口，惠州及南昌成立美容中心
 2012 年完成 A 轮融资，投资者包括 IDG 资本
 2013 年收购长沙一家美容中心
 2015 年收购香港的一家美容中心 (Newa)；成立重庆美容中心
 2016 年完成 B 轮融资，引进 ADV 作为战略股东
 2017 年收购广州、深圳、包头及成都的美容中心；在银川成立美容中心；在新加坡投资
了公司第一个国际诊所
 2018 年在深圳再次收购一间美容中心；在烟台成立美容中心；完成 2,600 万人民币 C 轮
融资
 2019 年收购济南鹏爱医院的 95%股权；与美国加州的一间拥有 5 家整容中心的公司达成
以 500 万美元收购其 20%股份的投资协议；与深圳鹏爱悦己达成收购其 30%股权的协议；
在宁海成立美容中心；2019 年 10 月 25 日登陆 NASDAQ，成为全球主板市场中第一家
上市的医美机构。
 2020 年 7 月 16 日，医美国际宣布与广东韩妃达成战略合作，广东韩妃将正式成为其旗
下新成员。据了解，广东韩妃目前分别在广州、中山、珠海三地开设了 4 家美容机构，
提供包括外科医疗美容、非外科医疗美容以及其他美容服务。

2、

业务全面，手术/非手术类均有较强实力，低客诉率+高复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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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2：医疗美容服务分类及对比
分类

手术类医美疗程
疗程

对顾客风险
频率
恢复时间
常见疗程

假体疗程
-隆胸疗程
-脸部头部轮廓重塑疗程
-身体轮廓重塑疗程
-其他
美容牙科疗程
较高
单次治疗
根据手术类型，一般需要几个月
眼部手术 (例： 双眼皮手术)
鼻部手术 (例： 隆鼻手术)
隆胸及抽脂

非手术类医美疗程
医美注射疗程
能量美容仪器疗程
其他非手术类医美疗程

较低
多次治疗
根据疗程类型，一般需几天
注射疗程
能量仪器疗程
埋线提升
资料来源：弗若斯特沙利文分析

业务程度高，提供一站式美容服务。目前公司核心业务产品以及服务分类主要为四大板块。①非
手术类-微整形美容疗程：身体/面部塑性 – 除皱；身体/面部塑性– 注射 ；身体/面部埋线提
升；②非手术类-能量仪器疗程：脱毛；紧肤 / 提升 / 换肤；祛斑；③手术类医美疗程：双眼皮
手术；隆鼻手术；丰胸手术；抽脂及拉皮；④综合医疗及其他美容服务及其他：内服药物；中医
；美容牙科；中医美容；脱发治疗。其中，特色类创新项目，如水水少女肌、婴儿脸、三剑客等
受到了顾客的青睐。从轻医美到手术类项目，一应俱全，一站式医疗美容服务名副其实。
定制式服务与高标准化操作流程带来的低客诉率和高复购率：公司由整形外科医生和形象设计师
创立和管理，公司从创立之初就极具专业性；严格的临床标准，优质的服务和优良的品牌带来极
高的客户满意度;通过多所美容医院的多年经营管理经验总结，公司现已开发了一整套标准操作程
序。这一操作流程，涉及人员包括形象设计师，医生，护士，客户服务人员等。在此期间，运营
团队将协调客户从入店、形象设计、开始疗程、直至疗程后服务四个步骤在医院内的稳步运行，
从而保证整个流程中良好的客户体验。独一无二的操作流程与把控体系，造就了客诉率低、复客
率高的经营成果，多年来客诉率仅约 0.3%，截止 2019 年前三季度，拥有约 17 万名活跃客户，其
中 53.8%的客户为复购客户。

3、

收入毛利增长稳定

收入平稳增长：（1）集团 2016-2018 年收入分别为 5.85、6.97、7.61 亿元，2019 年收入 8.69
亿元，较 2018 年同期增长 14.2%。
（2）2016-2018 年经调 EBITDA（税息折旧及摊销前利润）分别
为 9606 万、1.121 亿、1.131 亿元，2019 年为 1.871 亿元，较 2018 年同期增长 65.5%，增长幅
度较大。利润端受优先股及其他非经营性因素影响有所波动，但整体毛利润增长稳定。
图表14：近年来收入情况

图表15：近年来EBITDA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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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利润逐年稳步提升。公司 2016-2019 年的毛利润分别为：3.68 亿元、4.63 亿元、5.03 亿元、
5.93 亿元；2019 年相较于去年同期增长 17.9%。

4、

盈利能力有所提升

盈利能力稳步提升：（1）管理费用率：随着卫星诊所的兴建，投并购战略的实施，管理费用率略
有上升。随着老医院与小医院比例的进一步优化，以及成熟医院数量的不断增加，相信还有下降
的空间。
（2）销售费用率：2016-2018 年期间，销售费用率基本维持在 40%上下，2019 年年末，
销售费用率为 47.5%，同比上升 8.49%。
（3）毛利率水平：毛利率水平稳步提升，2019 年年末为
68.3%。
（4）杠杆率：2019 年年末，杠杆率为 13.4%，较 2019 年第三季度下降 40.8%，属于同行
业较低的杠杆水平，公司未来还有较大的融资空间。
公司拥有较强的美容中心收购和整合能力，有效的管控模式将助力盈利能力提升。现有的 21
家医疗机构中，有 10 家是通过并购实现的。大多数公司收购的医疗中心都可以在收购日起的两年
内开始盈利，未来随着整合加强，并购标的不断成熟，净利润率有望继续提升。

5、

非手术类增长可观，仍具有较大潜力

医美国际的三大收入来源主要是：非手术类医美服务；手术类医美服务以及综合性医疗服务和
其他医美服务。其中从 2019 年收入拆分情况来看，非手术类医美服务贡献较大，与公司战略密
切相关。因为现在整体医美市场目标的客户群体以 20-30 岁的年轻人为主，此部分的消费者是
偏向于尝试无创、微创等风险较小的项目。可以看到，激光类手术收入在 265.4 百万元，微整
形治疗也是同比增长 12.6%。激光类和微整形类构成了非手术类医疗美容服务。非手术类医疗
美容服务增速为 31.2%,整体增速较快，与公司对市场的判断以及对营销方面的投入是密切相关
的 18：收入贡献趋势
图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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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招股说明书，太平洋证券整理
从
非手术类服务看：激光类治疗服务 2019 年收入为 2.654 亿元，2018 年为 1.742 亿元，2019 年相
较于 2018 年同期增长 52.4%；微整形治疗服务 2019 年收入为 2.242 亿元，2018 年为 1.991 亿元，
2019 年相较于 2018 年同期增长 12.6%；微整形治疗服务增速小于激光类服务增速，原因主要是因
为目标客户群体消费者偏向于尝试无创、微创等风险较小的项目，并且此类服务，重复性高，需
要客户不断回购。从手术类医美服务看：2019 年收入为 3.192 亿元，2018 年收入为 3.139 亿元，
2019 年相对于 2018 年同期增长为 1.7%，涨幅较小，主要是客户群体消费倾向所致。从综合性医
疗服务和其他医美服务看：2019 年收入为 0.603 亿元，2018 年收入为 0.741 亿元，2019 年收入
相对于 2018 年同期下降 18.6%。
图表16：分版块收入趋势

资料来源：Wind，太平洋研究院整理

图表17：活跃用户增长较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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渠道整合经验丰富，渠道分级化管理，有针对性面向不同消费者及需求。大型指在一线城市
的旗舰医院，配备专家级医生，一流设备，充足的医护力量，起到标杆示范作用备专家级医
生，一流设备，充足的医护力量，起到标杆示范作用； 中型指在有一定品牌知名度的二线城
市兴建地医院，基本能从事全部医疗项目（拥有经营牌照，但是医生资源劣逊于第一梯队的
医院，通常必要时会从周边医院调配医生、护士进行手术）； 小型指在三四线城市兴建的卫
星诊所，主营微整形项目，月经营成本在 10 万左右。梯度布局的战略：旗舰医院的医生带着
高端设备定期/不定期地在卫星诊所会诊，给三四线城市的客户带来高端服务，从而实现优质
资源的有效配置，降低运营成本。
投资建议：预计 2020-2022 年实现收入 10.2/13.8/18.5 亿元，净利润 1.1/1.43/2.58 亿元，从
终端渠道扩张角度，公司整合经验丰富，成熟渠道盈利能力相对较好，未来渠道扩张思路清晰，
品牌口碑优质，看好公司中长期进一步整合医美终端机构发展，市占率继续提升。

三、 风险提示
行业增长不达预期，竞争激烈，行业监管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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