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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要点： 

 本周行情 

本周，申万医药生物板块上涨 2.88%，沪深 300 指数上涨 2.74%，医药

生物板块整体跑赢沪深 300 指数 0.14%，涨跌幅在申万 28 个一级行业子

板块中排名第 16 位。六个子板块全部上涨，其中中药板块和生物制品板

块涨幅居前，分别上涨 4.03%和 4.00%，医疗服务板块和化学制药板块涨

幅落后，分别上涨 0.18%和 2.90%。截止 2019 年 9 月 10 日，申万医药

生物板块剔除负值情况下，整体 TTM 估值为 34.47 倍，相对于剔除银行

股后全部 A 股的估值溢价率为 65.56%。个股涨跌方面，九强生物、同济

堂和三诺生物涨幅居前，ST 辅仁、振东制药和南微医学跌幅居前。  

 行业要闻 

9 月 4日，内蒙古自治区药品器械集中采购服务中心挂出《关于下调部分

药品采购价格（第十四批）的通知》，罗氏制药的卡培他滨降幅高达 73.6%；

9 月 4 日，山东省卫健委发布《关于转发国卫办医函[2019]588 号文件做

好重点监控合理用药药品管理工作的通知》，确定山东省执行国家版重点

监控目录并作出安排；9 月 5 日，默沙东宣布欧盟委员会已批准抗 PD-1

疗法 Keytruda 联合酪氨酸激酶抑制剂 Inlyta 一线治疗晚期肾细胞癌；近

日，辽宁省医保局发文《关于做好国家组织药品集中采购和使用试点扩围

准备工作的通知》，开始为 4+7 扩面的准备工作进行部署；9 月 6 日，中

国药学会官网上挂出《关于发布第五批过度重复药品提示信息的公告》，

有 303 个药品在过度重复品种目录中，这意味着 303 个药品被官方劝退。 

 投资策略 

从内部看，中国人民银行决定下调存款准备金率，从外部看，中美贸易摩

擦偃旗息鼓且有向好的趋势，市场风险偏好提升。短期来看，避险情绪的

释放可能对包括医药在内的大消费板块有不利的影响。但是考虑到医药行

业的成长确定性，我们建议投资者短期内关注业绩优良的标的，长期着眼

创新型公司和各个领域的小龙头。在创新药领域，具有突出临床价值的创

新药，未来市场放量明确，推荐恒瑞医药（600276）、贝达药业（300558）；

同时，得益于国内创新的蓬勃发展，建议关注创新药研发的卖水人泰格医

药（300347）、凯莱英（002821）；器械领域由于对企业综合实力的捆

绑式发展，呈现强者恒强的聚焦态势，建议关注安图生物（603658）、

艾德生物（300685）等未来成长空间庞大的细分领域优质个股，此外建

议关注拥有产品集群优势、产能充沛的科伦药业（002422），以及下半

年批签发数会提升的康泰生物（300601）智飞生物（300122）。 

风险提示：政策推进不达预期，企业业绩不达预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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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本周市场行情回顾 

本周，申万医药生物板块上涨2.88%，沪深300指数上涨 2.74%，医药生物板块

整体跑赢沪深 300 指数 0.14%，涨跌幅在申万 28 个一级行业子板块中排名第 16

位。六个子板块全部上涨，其中中药板块和生物制品板块涨幅居前，分别上涨

4.03%和 4.00%，医疗服务板块和化学制药板块涨幅落后，分别上涨 0.18%和

2.90%。截止 2019年 9月10日，申万医药生物板块剔除负值情况下，整体TTM

估值为 34.47 倍，相对于剔除银行股后全部 A 股的估值溢价率为 65.56%。个股

涨跌方面，九强生物、同济堂和三诺生物涨幅居前，ST 辅仁、振东制药和南微

医学跌幅居前。   

图 1：本周申万一级行业涨跌情况 

 
资料来源：wind，渤海证券研究所 

图 2：本周申万医药生物子板块涨跌情况 

 
资料来源：wind，渤海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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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本周申万医药生物板块个股涨跌幅排名 

涨幅前 10 名  跌幅前 10 名  

九强生物 22.14% ST 辅仁 -22.59% 

同济堂 21.58% 振东制药 -16.62% 

三诺生物 16.60% 南微医学 -6.88% 

太极集团 15.99% 老百姓 -6.34% 

海南海药 15.67% 心脉医疗 -5.77% 

舒泰神 14.79% 维力医疗 -4.70% 

司太立 14.47% 新和成 -3.83% 

瑞康医药 14.36% 健友股份 -3.42% 

未名医药 13.46% 凯莱英 -3.23% 

宜华健康 12.98% 山东药玻 -3.23% 

资料来源：wind，渤海证券研究所 

2.行业要闻 

2.1 内蒙古自治区药品器械集中采购服务中心挂出《关于

下调部分药品采购价格（第十四批）的通知》 

9 月 4 日，内蒙古自治区药品器械集中采购服务中心挂出《关于下调部分药品采

购价格（第十四批）的通知》，调整罗氏制药的卡培他滨片和齐鲁制药的聚乙二

醇化重组人粒细胞刺激因子注射液等 12个药品价格。其中，罗氏卡培他滨片（规

格 0.5g）直接从 350.4 元下调至 92.4 元，降幅高达 73.6%，逼近恒瑞医药、齐

鲁制药、正大天晴等同规格仿制药在黑龙江、广西、山西等省的价格。 

资料来源：医药经济报 

2.2 山东省卫健委发布《关于转发国卫办医函[2019]588

号文件做好重点监控合理用药药品管理工作的通知》，

确定山东省执行国家版重点监控目录并作出安排 

9 月 4 日，近日，山东省卫健委发布《关于转发国卫办医函[2019]588 号文件做

好重点监控合理用药药品管理工作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确定山东省

执行国家版重点监控目录并作出安排。值得注意的是，对于中成药“限方”问

题，山东仅对三级医院进行考核，而对县级(二级)医院暂不做硬性要求。这意味

着，中成药在山东县级医院仍然不存在处方障碍，这也是国家版重点监控合理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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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目录公布后，首个省级卫健委明确中成药处方权限问题。 

资料来源：医药云端工作室 

2.3 默沙东宣布欧盟委员会已批准抗 PD-1 疗法

Keytruda联合酪氨酸激酶抑制剂 Inlyta一线治疗晚期肾

细胞癌 

9 月 5 日，默沙东宣布欧盟委员会已批准抗 PD-1 疗法 Keytruda 联合酪氨酸激酶

抑制剂 Inlyta 一线治疗晚期肾细胞癌（RCC），该批准适用于国际转移性肾癌数

据库联盟（IMDC）全部风险类别。此次批准也使 Keytruda 成为欧洲批准的首个

用于组合方案治疗 IMDC 全部风险类别患者的抗 PD-1 疗法。此次批准基于关键

III 期研究 KEYNOTE-426 的结果。数据显示：用于一线治疗晚期 RCC 患者，与

标准护理药物 Sutent 相比，Keytruda+Inlyta 联合用药方案中各项数据都有很大

的提升。 

资料来源：新浪医药 

2.4 辽宁省医保局发文《关于做好国家组织药品集中采购

和使用试点扩围准备工作的通知》，开始为 4+7 扩面的

准备工作进行部署 

近日，辽宁省医保局发文《关于做好国家组织药品集中采购和使用试点扩围准备

工作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开始为 4+7 扩面的准备工作进行部署。全省除

已经执行的沈阳、大连两市外其他十二个市行政区内所有公立医疗卫生机构同步

实施。辖区内所有省属医疗机构、其他权属公立医疗机构同步实施并接受当地相

关部门的指导、协调和监管。鼓励医保定点驻地部队医院、民营医疗机构参与。

各市基本医保基金按不低于本地区年度总采购金额的 50%向辖区内的公立医疗

机构（含省属公立医疗机构）预付周转金，在中选结果执行前预拨到位，预付周

转金在一个采购周期结束后清算并收回。为了鼓励医疗机构建立及时回款工作的

长效机制，原则上采取医保预付周转金预拨到医疗机构、各市医保经办机构与医

疗机构清算的方式。   

资料来源：医药云端工作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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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中国药学会官网上挂出《关于发布第五批过度重复药

品提示信息的公告》，有 303 个药品在过度重复品种目

录中，这意味着 303 个药品被官方劝退 

9 月 6 日，中国药学会官网上挂出《关于发布第五批过度重复药品提示信息的公

告》，有 303 个药品在过度重复品种目录中，这意味着 303 个药品被官方劝退。

本次目录共 303 个过度重复品种，涉及临床药理学和治疗学分类的 14 个大类、

60 个亚类，与《关于发布第四批过度重复药品提示信息的公告》发布的过度重复

品种目录相比，调入 7 个品种，调出 1 个品种。 中国药学会提醒相关药品生产企

业和研发机构，充分了解市场供需状况，科学评估药品研发风险，慎重进行投资

经营决策。各地监管部门要加强对企业的指导，对已经公布的过度重复药品品种，

主动做好宣传工作，引导企业理性研发和申报。 

资料来源：医药云端工作室 

 

3.公司公告 

【莱美药业】公司股东王英女士和付蓉女士计划自本减持计划公告之日起 15 个

交易日后的 6 个月内（自 2019 年 9 月 27 日起至 2020 年 3 月 25 日止）通过二

级市场集中竞价方式分别减持不超过本公司股份 100,000 股、396,200 股（分别

占本公司总股份比例的 0.012%、0.049%）。 

【九洲药业】公司拟收购苏州诺华制药科技有限公司 100%股权。 

【长春高新】公司拟与美国 Amesino 公司共同设立新的抗体平台合资公司；公司

拟投资不超过 6,200 万元人民币获得 5%利多卡因透皮贴片在中国大陆区域的销

售权及全球区域的生产权。 

【复星医药】公司控股子公司汉霖生技收到台湾“卫生福利部”关于其原则同意

HLX55（以下简称“该新药”）用于无其他标准治疗的晚期实体瘤治疗临床试验的

函（发文字号：卫授食字第 1086019441 号）。 

【健康元】公司下属全资子公司健康元海滨药业有限公司收到广东省药品监督管

理局颁发的《药品生产许可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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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立医疗】公司全资子公司上海爱声近日收到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医疗器械技

术审评中心的通知，同意上海爱声产品“血管内超声诊断导管”按照创新医疗器械

特别审查程序进行审查。 

【华大基因】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近日发布了 2019

年第 10 号中国国家标准公告，深圳华大基因股份有限公司参与起草的国家标准

《信息技术生物特征识别数据交换格式 第 14 部分：DNA 数据》、公司的控股子

公司深圳华大临床检验中心参与起草的国家标准《目标基因区域捕获质量评价通

则》获得批准发布。 

【智飞生物】重庆智飞生物制品股份有限公司全资子公司安徽智飞龙科马生物制

药有限公司于近日获得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知识产权局颁发的两项发明专利证

书，专利名称分别为“一种汉逊酵母特异性表达载体的构建及在提高乙肝病毒表

面抗原在汉逊酵 母表达量的方法”与“一种含有重组乙肝病毒基因的真核汉逊酵

母工程菌的构建及乙肝表面抗原的生产方法”。 

【重药控股】重药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于近日收到公司监事刘雪明先生的书

面辞职报告。刘雪明先生因工作调整，申请辞去公司监事职务，辞职后不再担任

公司任何职务。 

【恒瑞医药】托伐普坦片被国家药监局药品审评中心纳入拟优先审评品种公示名

单。 

【景峰医药】景峰医药股份有限公司之控股子公司尚进收到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

理局的通知，尚进向美国 FDA 申报的福沙匹坦新药简略申请已获得批准。 

【博腾股份】公司收到匈牙利国家药学及营养研究院签发的《欧盟 GMP 证书》。 

【步长制药】公司控股子公司山东丹红制药有限公司的化药 1 类新药

——WXSH0024 胶囊已获得临床试验默示许可，并获得《临床试验通知书》。 

【南京新百】公司与江苏恩华药业及自然人陈支援签署《合作意向书》，就公司

收购恩华药业医药商业控股子公司江苏恩华和润股权相关事宜达成初步共识。 

【西藏药业】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修订稿），本次回购资金总额

不低于人民币 7,000 万元（含 7,000 万元），不高于人民币 1.4 亿元（含 1.4 亿

元），价格为不超过人民币 40 元/股（含 40 元/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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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明医药】全资子公司多潘立酮片（吗丁啉）首家通过一致性评价。 

【恒瑞医药】公司及子公司苏州盛迪亚生物医药有限公司、上海恒瑞医药有限公

司近日收到国家药监局核准签发的《临床试验通知书》。 

【复星医药】公司控股子公司 重庆药友苯磺酸氨氯地平片通过仿制药一致性评

价。 

【普利制药】证监会发行审核委员会审核通过了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申请。 

【上海医药】上实集团通过下属全资子公司上实国际投资有限公司按照增持计划

增持了公司 H 股 143,100 股，约占公司总股本的 0.005%。 

【昭衍新药】公司发布股票激励授予情况，首次授予数量 40.5 万股，授予人数

81 人，授予价格为 24.06 元/股，股票来源为增发的本公司 A 股普通股。 

【京新药业】关于辛伐他汀片通过一致性评价的公告。 

【复星医药】控股子公司上海复星医药产业发展有限公司其获许可的 Tenapanor

片，用于便秘性肠易激综合症治疗的临床试验申请获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注册审

评受理。 

4.投资策略 

从内部看，中国人民银行决定下调存款准备金率，从外部看，中美贸易摩擦偃旗

息鼓且有向好的趋势，市场风险偏好提升。短期来看，避险情绪的释放可能对包

括医药在内的大消费板块有不利的影响。但是考虑到医药行业的成长确定性，我

们建议投资者短期内关注业绩优良的标的，长期着眼创新型公司和各个领域的小

龙头。在创新药领域，具有突出临床价值的创新药，未来市场放量明确，推荐恒

瑞医药（600276）、贝达药业（300558）；同时，得益于国内创新的蓬勃发展，

建议关注创新药研发的卖水人泰格医药（300347）、凯莱英（002821）；器械

领域由于对企业综合实力的捆绑式发展，呈现强者恒强的聚焦态势，建议关注安

图生物（603658）、艾德生物（300685）等未来成长空间庞大的细分领域优质

个股，此外建议关注拥有产品集群优势、产能充沛的科伦药业（002422），以及

下半年批签发数会提升的康泰生物（300601）智飞生物（300122）。 

风险提示：政策推进不达预期，企业业绩不达预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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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评级说明 

项目名称 投资评级 评级说明 

公司评级标准 

买入 未来 6 个月内相对沪深 300 指数涨幅超过 20% 

增持 未来 6 个月内相对沪深 300 指数涨幅介于 10%~20%之间 

中性 未来 6 个月内相对沪深 300 指数涨幅介于-10%~10%之间 

减持 未来 6 个月内相对沪深 300 指数跌幅超过 10% 

行业评级标准 

看好 未来 12 个月内相对于沪深 300 指数涨幅超过 10% 

中性 未来 12 个月内相对于沪深 300 指数涨幅介于-10%-10%之间 

看淡 未来 12 个月内相对于沪深 300 指数跌幅超过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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