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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表现 

 

指数/板块 
一周涨跌幅

（%） 

年初至今涨

跌幅（%） 

SW 医药生物 -2.04 19.62 

沪深 300 -2.65 22.01 

投资要点： 

 行情回顾：07.29-08.04期间，医药生物板块涨幅为

-2.04%，在所有板块中位列第十位，跑赢沪深 300指数

0.61个百分点；自年初至今，医药生物板块涨幅为

19.62%，跑输沪深 300指数 2.39个百分点。从子板块看，

07.29-08.04期间，医药商业、医疗服务和化学制药三个

板块涨幅分别为 2.07%、-1.70%和-1.94%，跑赢整体板块；

医疗器械、生物制品和中药三个板块涨幅分别为-2.11%、

-2.41%和-3.60%，跑输整体板块。从年初来看，医疗器械、

医疗服务、化学制药和生物制品子板块涨幅为 27.33%、

27.28%、26.05%和 23.11%，跑赢整体板块；医药商业和

中药子板块跑输整体，涨幅分别为 15.41%和 0.83%。 

 行业要闻：7月 31日，国务院办公厅印发《治理高值医

用耗材改革方案》；8月 1日，国家药监局发布《免于进

行临床试验医疗器械目录（2019 年修订稿征求意见稿）》。 

 投资建议：近一周，大盘整体呈下跌走势，医药生物板块

表现出较好的防御属性，小幅跑赢大盘指数。整体来看，

医药生物行业业绩增长确定性相对较高，且受外贸等因素

影响较小，在当前贸易纠纷不断升级给市场带来较大不确

定性的大环境下，医药生物板块有望成为资金的避风港。

建议结合中报业绩披露情况，重点关注估值合理，有良好

业绩驱动的细分领域龙头公司。我们建议重点关注个股：

恒瑞医药、丽珠集团、华东医药、复星医药、华兰生物、

智飞生物、乐普医疗、上海医药、恩华药业、凯莱英等。 

 风险提示：政策风险、业绩风险、事件风险。 

 指数表现（最近一年） 

 

资料来源：Wind，华鑫证券研发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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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行情回顾 

1.1 医药生物行情回顾 

07.29-08.04期间，医药生物板块涨幅为-2.04%，在所有板块中位列第十位，跑赢

沪深 300指数 0.61个百分点；自年初至今，医药生物板块涨幅为 19.62%，跑输沪深

300 指数 2.39个百分点。 

 

 

图表 1：07.29-08.04 期间申万一级行业涨跌幅 

 

资料来源：Wind，华鑫证券研发部 

图表 2：年初至今申万一级行业涨跌幅 

 

资料来源：Wind，华鑫证券研发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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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医药生物子板块行情回顾 

从子板块看，07.29-08.04期间，医药商业、医疗服务和化学制药三个板块涨幅分

别为 2.07%、-1.70%和-1.94%，跑赢整体板块；医疗器械、生物制品和中药三个板块涨

幅分别为-2.11%、-2.41%和-3.60%，跑输整体板块。 

从年初来看，医疗器械、医疗服务、化学制药和生物制品子板块涨幅为 27.33%、

27.28%、26.05%和 23.11%，跑赢整体板块；医药商业和中药子板块跑输整体，涨幅分

别为 15.41%和 0.83%。 

 

 

图表 3：07.29-08.04 期间申万医药生物子板块涨跌幅 

 

资料来源：Wind，华鑫证券研发部 

图表 4：年初至今申万医药生物子板块涨跌幅 

 

资料来源：Wind，华鑫证券研发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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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医药生物板块估值 

从估值来看，截至 8月 04日，医药生物板块估值为 29.67X,在所有板块中排名第

九位，相对沪深 300溢价率约为 150%，处于历史中低位。其中医疗服务板块估值最高，

达到 45.58X；医疗器械、生物制品和化学制药估值也相对较高，分别为 38.29X、36.71X

和 31.81X；中药和医药商业板块估值相对较低，分别为 21.16X 和 17.79X。 

 

 

 

 

 

  

图表 5：申万一级行业估值水平（整体法/TTM/剔除负值） 

 

资料来源：Wind，华鑫证券研发部 

图表 6：申万医药生物子行业估值水平（整体法/TTM/剔除负值） 

 

资料来源：Wind，华鑫证券研发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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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医药生物板块个股表现 

 07.29-08.04期间，板块 303个股中，有 57只个股实现上涨，244只个股下跌。 

 07.29-08.04期间，涨幅榜：心脉医疗、光正集团、亚太药业、老百姓、博腾股份

等。 

 07.29-08.04期间，跌幅榜：花园生物、吉药控股、辅仁药业、同济堂、润都股份

等。 

图表 7：07.29-08.04 申万医药生物板块涨幅榜（%） 
 

图表 8：07.29-08.04 申万医药生物板块跌幅榜（%） 

 

 

s 

资料来源：Wind，华鑫证券研发部  资料来源：Wind，华鑫证券研发部 

 

2． 行业要闻 

国务院办公厅印发《治理高值医用耗材改革方案》 

7 月 31日，国务院办公厅印发《治理高值医用耗材改革方案》。《方案》指出，

为了解决医用耗材价格虚高、过度使用等问题，应该通过优化制度、完善政策、创新

方式，理顺高值医用耗材价格体系，完善高值医用耗材全流程监督管理，净化高值医

用耗材市场环境和医疗服务执业环境，支持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国产高值医用耗材提

升核心竞争力，推动形成高值医用耗材质量可靠、流通快捷、价格合理、使用规范的

治理格局。并且，《方案》给出具体的目标和要求，包括统一编码体系和信息平台、

建立高值医用耗材基本医保准入制度和实行高值医用耗材目录管理、取消医用耗材加

成等。（资料来源：中国政府网） 

国家药监局器审中心发布《免于进行临床试验医疗器械目录（2019 年修订

稿征求意见稿）》 

8 月 1日，国家药监局器审中心发布《免于进行临床试验医疗器械目录（2019 年修订

稿征求意见稿）》。《意见稿》中共包含 996种医疗器械和 420种体外诊断试剂。相

证券代码 证券简称 一周涨跌幅

688016.SH 心脉医疗 26.86

002524.SZ 光正集团 21.44

002370.SZ 亚太药业 17.02

603883.SH 老百姓 16.05

300363.SZ 博腾股份 14.96

300573.SZ 兴齐眼药 13.00

688029.SH 南微医学 12.60

603233.SH 大参林 12.24

600645.SH 中源协和 10.74

603882.SH 金域医学 9.17

600671.SH 天目药业 8.92

000739.SZ 普洛药业 8.65

603987.SH 康德莱 7.19

000590.SZ 启迪古汉 6.47

603520.SH 司太立 6.16

证券代码 证券简称 一周涨跌幅

300401.SZ 花园生物 -30.06

300108.SZ 吉药控股 -26.49

600781.SH 辅仁药业 -26.10

600090.SH 同济堂 -9.58

002923.SZ 润都股份 -9.15

002390.SZ 信邦制药 -9.12

002107.SZ 沃华医药 -8.93

002750.SZ 龙津药业 -8.83

600518.SH ST康美 -8.72

603998.SH 方盛制药 -8.57

000504.SZ *ST生物 -8.42

600896.SH 览海投资 -8.30

002166.SZ 莱茵生物 -8.27

300194.SZ 福安药业 -8.05

300273.SZ 和佳股份 -7.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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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于 2018年版，《意见稿》新增了 142种医疗器械和 27种体外诊断试剂；4种医疗器

械对产品描述进行了修订；15种医疗器械对产品描述进行了修订，扩大了豁免范围。 

3． 投资建议 

近一周，大盘整体呈下跌走势，医药生物板块表现出较好的防御属性，小幅跑赢

大盘指数。整体来看，医药生物行业业绩增长确定性相对较高，且受外贸等因素影响

较小，在当前贸易纠纷不断升级给市场带来较大不确定性的大环境下，医药生物板块

有望成为资金的避风港。建议结合中报业绩披露情况，重点关注估值合理，有良好业

绩驱动的细分领域龙头公司。我们建议重点关注个股：恒瑞医药、丽珠集团、华东医

药、复星医药、华兰生物、智飞生物、乐普医疗、上海医药、恩华药业、凯莱英等。 

4． 风险提示 

 政策风险：医药行业政策推进具有不确定性,行业整体受政策变动影响较大； 

 业绩风险：医药上市公司业绩不及预期，公司外延并购整合进展不及预期，                     

产品研发进展不及预期； 

 事件风险：行业突发事件造成市场动荡，影响板块整体走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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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永宏：华鑫证券分析师，2017年6月加入华鑫证券研发部，主要研究和跟踪领域：医药生物行业。 

 

 

 

 

 

 

 

 

 

 

股票的投资评级说明： 

 投资建议 
预期个股相对沪深 300 指数涨

幅 

1 推荐 >15% 

2 审慎推荐 5%---15% 

3 中性 (-)5%--- (+)5% 

4 减持 (-)15%---(-)5% 

5 回避 <(-)15% 

以报告日后的 6个月内，证券相对于沪深 300 指数的涨跌幅为标准。 

 

行业的投资评级说明： 

 投资建议 
预期行业相对沪深 300 指数涨

幅 

1 增持 明显强于沪深 300指数 

2 中性 基本与沪深 300指数持平 

3 减持 明显弱于沪深 300指数 

以报告日后的 6个月内，行业相对于沪深 300 指数的涨跌幅为标准。 

  

分析师简介 

华鑫证券有限责任公司投资评级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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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鑫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华鑫证券”）具有中国证监会核准的证券投资咨询业

务资格。本报告由华鑫证券制作，仅供华鑫证券的客户使用。本公司不会因接收人收到本报告

而视其为客户。 

本报告中的信息均来源于公开资料，华鑫证券研究发展部及相关研究人员力求准确可靠，

但对这些信息的准确性及完整性不作任何保证。我们已力求报告内容客观、公正，但报告中的

信息与所表达的观点不构成所述证券买卖的出价或询价的依据，该等信息、意见并未考虑到获

取本报告人员的具体投资目的、财务状况以及特定需求，在任何时候均不构成对任何人的个人

推荐。投资者应当对本报告中的信息和意见进行独立评估，并应同时结合各自的投资目的、财

务状况和特定需求，必要时就财务、法律、商业、税收等方面咨询专业顾问的意见。对依据或

者使用本报告所造成的一切后果，华鑫证券及/或其关联人员均不承担任何法律责任。 

本报告中的资料、意见、预测均只反映报告初次发布时的判断，可能会随时调整。该等意

见、评估及预测无需通知即可随时更改。在不同时期，华鑫证券可能会发出与本报告所载意见、

评估及预测不一致的研究报告。华鑫证券没有将此意见及建议向报告所有接收者进行更新的义

务。 

本报告版权仅为华鑫证券所有，未经华鑫证券书面授权，任何机构和个人不得以任何形式

刊载、翻版、复制、发布、转发或引用本报告的任何部分。若华鑫证券以外的机构向其客户发

放本报告，则由该机构独自为此发送行为负责，华鑫证券对此等行为不承担任何责任。本报告

同时不构成华鑫证券向发送本报告的机构之客户提供的投资建议。如未经华鑫证券授权，私自

转载或者转发本报告，所引起的一切后果及法律责任由私自转载或转发者承担。华鑫证券将保

留随时追究其法律责任的权利。请投资者慎重使用未经授权刊载或者转发的华鑫证券研究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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