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探寻“产业+互联网+金融”系列 

大健康时代 

 “医疗+互联网+金融”怎么玩？ 



健康医疗行业的现状及趋势； 

健康医疗+互联网+金融的典型模式及案例； 

健康医疗领域的创新模式及创业机会。 

主题 



近年来，居民对医疗服务的需求不断增加。医疗服务作为一种关乎民众生命健康

的特殊商品，其需求往往随收入增长和技术进步呈现加速增长的趋势。最近十年，我

国居民医疗费用支出出现较大的增幅， 2004年至2013年，我国人均医疗费用支出从

593.9元增至2327.37元，十年内增长了近3倍。 

来源：reMED2015中国互联网医疗发展报告 

一、健康医疗行业的现状  

1、市场规模 



来源：中国产业信息网 

        中国互联网医疗行业增长迅速，移动医疗细分领域发展显著。2015年中国移动医疗市

场接近50亿规模，用户规模于4季度达到1707.3万人，在互联网医疗占比31%。 

 

2011-2017年移动医疗市场规模  移动医疗渐成互联网医疗主流 

一、健康医疗行业的现状  

1、市场规模 



一、健康医疗行业的现状  

中国互联网医疗市场处于启劢期，在移劢医疗服务优化中探索商业模式。 

2、发展阶段 



    2015年中国PC、移动医疗健康企业资本市场表现突出，巨头企业移动医疗投资布局

持续扩大。 

来源：易观智库 

一、健康医疗行业的现状  

3、行业投资 



        广义的医疗健康产业，是指维护健康、修复健康、促进健康的产品生产、服务提供及

信息传播等活动的总和，包括医疗性健康服务和非医疗性健康服务。本资料主要医疗性健

康产业链。 

来源：艾瑞咨询 

一、健康医疗行业的现状  

3、产业链 



医疗器械 医疗数据 医疗技术 医疗设备 

一、健康医疗行业的现状  

4、产业图谱 



一、健康医疗行业的现状  

5、健康医疗+互联网 



1、百度：技术驱动，打造医患闭环 

二、医疗健康产业典型案例 

五大平台：百度健康云平台、拇指医生、dulife\百度医生、药直达; 

三大闭环：人与服务闭环、线上和线下闭环、产品自身的闭环(即预约医生、挂号、支付

的闭环)。 



 

二、医疗健康产业典型案例 

1、百度医疗健康生态图谱 



二、医疗健康产业典型案例 

2、阿里：平台驱动，“三驾马车”打造健康闭环 

       未来医院计划、阿里健康云医院平台和药品电子监管码合力驱动对医疗服务和医药

服务的整合，打造阿里健康生态闭环。 



 

2、阿里医疗健康生态图谱 

二、医疗健康产业典型案例 



二、医疗健康产业典型案例 

3、腾讯：连接驱动，打造智慧医疗 

     2014年，腾讯投资“丁香园”、“挂号网”，完成了医生资源、患者资源和专业医疗服务资源的积

累，以流量为入口切入医疗健康市场。同时，腾讯在智能可穿戴设备、慢病管理、在线问诊导诊等方面进

行广泛的投资与合作。腾讯互联网医疗业布局全面，资本与巨量用户流量将合力驱动“智慧医疗”。 



 

二、医疗健康产业典型案例 

3、腾讯医疗健康生态图谱 



4、丁香园： 为中国医生提供自由执业的平台和资源 

 

 从toD到toB 

  丁香园早期通过提供专业化的医生群体交流服务，获得用户。丁香园CEO张进把这个叫to D 

（doctor）服务，有了垂直的医生群体后，丁香园慢慢切入药品公司、医疗器械公司、医院等（to 

B）服务。 

 线上社区到诊所，打造线上线下服务闭环 

  2015年12月，丁香园第一家全资控股诊所“丁香诊所”位于杭州市滨江区滨盛路，从硬件的装

修设计、硬件装潢、设施设备，软件到患者预约系统、电子病历、健康管理等进行创新。 

 3、诊所产品化，输出标准---丁香云管家 

   2016 年 3 月 。丁香园宣布有偿开放丁香诊所的管理系统，推出面向中小型医疗机构的数

字管理解决方案 “丁香云管家”。此管理系统由丁香园开发，以“腾讯云” 为平台架设，深度整

合微信公众平台，与丁香诊所自用的管理系统功能一致，并可进行更多自定义设置。 

 

二、医疗健康产业典型案例 



二、医疗健康产业典型案例 

    春雨医生成立于 2011 年，以轻问诊切入移动医疗，积累起海量的患者和医生资源。

春雨医生的最终目标是要打造药品、医院、医生、患者、保险五方共同构成的移动医疗平

台，春雨处于角色的中心去连接五者。 

5、春雨医生：未来是保险模式 



二、医疗健康产业典型案例 

6、平安好医生：保险与自身医网、药网、信息网结合，形成支付闭环。 

 医疗资源网络：平安好医生采用自建及整合社会

资源的模式，布局了包括全职及兼职医生团队、

专科诊所、综合性医疗机构、检测中心等在内的

医疗资源网络； 

 成药网平台协同：着力打通药物流通环节，形成

药网平台协同； 

 信息网：整合用户个人健康情况、行为习惯等个

性化数据，形成了规模化的信息网。 

 三网合一：借助健康保险支付方的身份，平安也

将保险与自身医网、药网、信息网结合，形成支

付闭环。 

5大特色：家庭医生、名医服务、万家诊所、网上供药、保险结合。 



二、医疗健康产业典型案例 

7、医药电商  

       2010年iHealth药宅配网获数十万美元天使轮融资，是中国医药电商首例投融资案例。

随着国家政策的放开，尤其是2014年《互联网食品药品经营监督管理办法（征求意见

稿）》的颁布，处方药允许网上售卖的趋势，医药电商呈现快速发展趋势。 



8、就医160：从医疗信息系统到布局互联网医疗 

二、医疗健康产业典型案例 



  乐普医疗创立于1999年，2014年明确平台战略。乐普医疗已不仅仅是一家医疗器械的龙头企业，正

孕育成为中国心血管全产业链的生态系统，主要由四大生态圈有机组成: 

 

  (1)医疗器械生态圈:包括心血管器械、诊断试剂IVD、外科手术器械、智能医疗器械等。其中公司战

略重点发展布局IVD，积极探索液体活检、透析等领域。 

  (2)药品生态圈:2013年收购新帅克60%股权(乐普药业) ，2014年收购海合天及新东港，将一进步完善

心血管药品产品线。 

  (3)医疗服务生态圈:包括心脏中心科室共建、心血管专科医院群、基层医院共建、心脑血管网络医院、

以及精准医疗服务。2016年投资9320万元获得洛阳六院100%股权，在山东、河南、河北、辽宁、山西和陕

西等100多家基层医院组建了多个介入医疗中心。 

  (4)工具类业务:主要包括小股权投资、乐普金融、互联网医疗三大部分。 

二、医疗健康产业典型案例 

9、乐普医疗：打造心脑血管患者生态圈（医疗器械企业代表） 



    Inovalon是专门为医疗保健行业提供大数据分析和解决方案的服务商。目前，Inovalon为全美国和

波多黎各98%的几百家医疗健康组织提供数据分析服务，终端抵达763000位医生，257000家临床机构，超

过12100万美国人，拥有96亿医疗案例，丰富的数据库为建立模型奠定基础，能为医疗行业人员提供强有

力的成套解决方案。 

二、医疗健康产业典型案例 

10、Inovalon：大数据+医疗健康 

Inovalon产品体系图 



二、医疗健康产业典型案例 

11、慢性病管理 



 

二、医疗健康产业典型案例 

12、诊后服务 



二、医疗健康产业典型案例 

13、医生多点执业服务产品 



14、医生端移动服务产品 

二、医疗健康产业典型案例 



成都互联网医疗相关企业主要为从事医疗信息化的传统企业和从事健康管理、在线问

诊等新兴领域的创业企业。据不完全统计，截止2015年5月，成都范围聚集互联网医疗企业

64家，主要涉及系统支持、健康管理、在线问诊、康复、医生助手、医药电商、医生点评、

挂号等8个细分领域。其中传统领域约34家，新兴领域企业30家。 

来源：《成都“互联网+医疗”产业研究报告》 

三、成都互联网医疗基本情况 



     成都互联网医疗企业业务广泛涉猎互联网医疗产业链多个环节；其中，健康管理领域

相关企业14家，在线问诊领域相关企业7家，健康资讯企业1家，医生助手领域相关企业4家、

医药电商领域相关企业3家，康复领域相关企业5家、挂号领域相关企业3家，支撑体系领域

信息系统相关企业20家，影像相关企业2家，医药流通相关企业3家，大数据相关企业3家，

设备维护相关企业1家。截止2105年6月行业内共发生投资事件11起，并购事件2起。 

三、成都互联网医疗基本情况 



    新兴领域30个项目中，有9个项目已开始规模化商用，有14个项目处于试商用阶段，

有7个项目正在研发中。 

三、成都互联网医疗基本情况 



新兴领域已上市的项目中，针对个人用户产品的形态主要是APP，占比约为80%；软

硬件结合项目有5个，针对孕婴、老年人等特定人群的项目4个，针对普通健康人群的项

目2个，针对普通患者的有10个，另还有两个项目的用户为医生。 

三、成都互联网医疗基本情况 



医
疗
贷
款 

医疗设备租赁；医疗+供应链金融 

四、健康医疗+互联网+金融模式及案例 

1、主要模式 

 医疗设备+融资租赁 

 医药+供应链金融 

 医疗+互联网+保险 

 医疗+消费金融 

 医疗+互助众筹 

 医疗+P2P 

 医保控费（管理是HMO） 



四、健康医疗+互联网+金融模式及案例 

2、医疗+互联网+保险案例 
 
 
 

    从春雨医生、丁香园、

挂号网-微医等移动医疗巨头

纷纷在2015年涉及保险业务，

以及众安、大特保等互联网

保险公司在医疗服务方面的

尝试，互联网医疗保险当之

无愧是2015年医疗创新的主

流趋势。 



3、医疗+消费金融 
 
 
 

    医疗消费金融主要服务于医保未覆盖的部分，国外医疗消费金融市场区域成熟，以美

国为例，2015年主要巨头synchrony  Financial(Carecredit)、Citigroup(Citi Health 

Card)、Well  Fargo(Wells Fargon Health Advantage)占据将近70%市场份额。主要集中

在牙科、美容、兽医、眼科、耳科等消费领域。 

四、健康医疗+互联网+金融模式及案例 



4、医疗+互助众筹 
 
 
 

四、健康医疗+互联网+金融模式及案例 



5、管理式医疗保险模式HMO 
 
         管理式医疗保险模式，简单的说就是保险公司通过不同的保险计划，要求计划成员选

择特定医院、医生，通过控制医疗服务流程和各项费用，使诊疗流程标准化、系统化，以

最终达到控制医疗费用支出的目的。代表案例：微医、春雨、平安。 

图：HMO模式图 

四、健康医疗+互联网+金融模式及案例 



 医疗服务市场行业趋势(易凯资本：2016医疗健康产业投资报告) 

1. 医保控费将成为常态，高度依赖医保的商业模式将会受到较大影响。 

2、医疗服务提供方的格局变化，将从根本上影响患者的就医习惯，患者流向也会因此有较大的改变。适应这

种变化的商业模式将会得到市场的青睐，反之则会被淘汰。 

3. 民营医疗机构将面临着新一波的机遇与挑战。一方面，人才问题，将会由于有更多的公立医院医生愿意加

盟而得到缓解；另一方面，公立医疗机构职能转变，将会释放出一部分医疗服务市场空间， 

4. 对于疾病的医疗理念，将从重治疗轻预防与康复，转向三者并重；患者的健康意识与主动参与医疗行为的

意愿将逐渐增强，医患之间的交流频率与方式也会出现新的变化。 

5. 基于大数据的精准医疗服务将为临床决策者提供更加精确的支持和医院，对于患者来说，也将得到精确的

治疗方案、最佳药物治疗、无效药物与副作用等信息。 

 

2016年关注重点 

 与医疗体系改革相关的医疗服务：康复、连锁药店、社区医疗 

 与生活方式改变相关的医疗服务：整形美容、肿瘤、辅助生殖、精神疾病、中医、 高端诊所  

 

五、医疗健康产业发展趋势及机会 



 医疗技术与医疗器械市场行业趋势 

1. 进口替代主题升级：部分传统耗材类及监护类产品已经基本实现进口替代，下一阶段的进口替代将转向

附加值较高的高端手术及影像诊疗设备等领域；“美国技术+中国制造+全球市场”会成为一个重要主题。 

2. 颠覆性技术逐步渗透：液体活检、手术机器人、3D打印等颠覆性技术的出现有可能从根本上改变现有诊

疗手段及医疗格局。 

3. 精准医疗持续升温：二代测序和数字PCR将在个体化临床诊疗路径中，尤其是肿瘤的筛查、诊断、监测、

预后判断及治疗等方面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 

4.  平台型公司呼之欲出：越来越多的A股医疗器械类公司开始寻求境外并购的机会，跨境套利空间明显。

与此同时，一些大型药业也开始考虑整合器械类公司，打造综合性医疗健康产品和服务平台。 

 

2016年重点关注的领域 

基因测序及液体活检更广泛的临床应用 

准确、快速且全自动的POCT（即时检验）仪器及配套试剂 

以新材料、新工艺为导向的骨科、心脑血管、人工晶体及种植牙植入物和高端手术器械及耗材 

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国产医学影像诊疗类设备  

 

五、医疗健康产业发展趋势及机会 



 医药与生物科技市场行业趋势 

1. 审批从严，政策趋紧，增速放缓，抱团取暖。 

2. 中国老龄化进程的加速与二胎政策的全面放开带来了慢病药和儿童药等细分市场

的机会。 

3. 生物技术持续火热，精准医疗孕育万亿级市场。 

4. 传统中医药即将重获新生，迎来爆发。 

 

2016年重点关注的领域 

 

单克隆抗体药物、包括原研药与生物仿制药 

新治疗及辅助技术，包括CAR-T、CRISPR、ctDNA等 

获得批件的中药颗粒剂生产商 

具有1-2个销售过亿单品的药企整合机会  

五、医疗健康产业发展趋势及机会 



 互联网医疗市场行业趋势 

1. 分级诊疗和多点执业政策正在成为互联网医疗的重要催化剂。 

2. 大数据将在互联网医疗领域发挥重要作用。 

3. 药品降价势在必行，医药电商发展潜力巨大。 

4. 随着医疗健康场景的互联网化，互联网医疗正在为健康险的产品设计、营销和承

保环节带来革新。 

 

2016年重点关注的领域 

智慧医疗 

远程医疗 

医药电商 

互联网健康险 

慢病大数据  

五、医疗健康产业发展趋势及机会 



 精准医疗行业趋势 

1. 精准医疗，乘风而来。 

2. 精准不是单一维度的精准，而是多维度的、立体的、融合的精准。 

3. 资本加紧布局，需要长期视野和催化剂事件 

国际市场典型案例： 

− 2015年，CAR-T领域的领军企业，Juno与Kite相继登陆NASDAQ，并受到资本的持续追捧。 

− 2016年1月，专注于液体活检研发的Guardant Health获得由奥博资本领投的D轮融资，融

资额为1亿美元。 

− 2016年1月，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对外宣布仅创立两年多的Editas将成为CRISPR基因编辑领

域首家IPO公司。 

国内市场典型案例： 

− 2015年11月，专注于肿瘤精准预防和治疗以及精准新药开发的思路迪精准医疗集团宣布完成

1.46亿人民币D轮融资，该轮融资由芳晟基金、前腾讯CTO熊明华和另一知名投资人领投。 

− 2015年8月，燃石医学宣布获得总额为1.5亿元人民币的A+轮融资。投资方包括济峰资本、红

杉资本、联想之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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