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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药行业周报（20190811）           维持评级 

需求端与供给端水平同提升，国产创新药迎来机遇期         看好 

2019 年 8 月 11 日   行业研究/定期报告 

行业近一年市场表现  
市场回顾 

➢ 本周医药生物行业下跌 1.41%，跑赢沪深 300 指数 1.63 个百分点，在

28 个申万一级行业中排名第 2。本周，除医疗服务与生物制品上涨

0.61%与 0.45%外其余医药子板块均下跌，中药跌幅最大，下跌 3.93%。

截至 2019 年 8 月 9 日，申万一级医药行业 PE（TTM）为 31.16 倍，

相对沪深 300 最新溢价率为 165%。 

核心观点 

➢ 贸易战持续升级，市场避险情绪升温，本周 A 股两市波动剧烈，周二

失守年线，一周申万一级行业仅有色金属上涨，医药行业防御属性加

强，下跌最少，半年度报告进入密集发布期，建议持续关注业绩确定

性个股。 

➢ 医保控费大环境下，国家及地方相关政策持续频繁发布，行业洗牌加

剧，我们仍建议规避政策影响下的不确定性领域，关注景气度较高的

行业，需求端医保政策倾斜及终端支付能力不断提高，供给端政策、

人才等推动国产创新药进入黄金收获期，产业上下游水平同提升，我

国医药创新迎来机遇期，加速崛起，建议持续关注相关优质个股，如

恒瑞医药、复星医药等。 

行业要闻 

➢ “4+7”扩面来了，8 个地区开始行动 

➢ 16 个药品注册申请拟纳入优先审评，罕见病治疗药物占半数 

➢ 财政部：统一医疗票据式样，明年全面推广电子票据 

➢ 国家药监局、卫健委联合发文：147 个药被严管 

风险提示 

➢ 行业政策风险、药品安全风险、研发风险、业绩不达预期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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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报告 

医药行业 2018年年报、2019年 1季报总

结--关注“不确定市场”中的“确定性

机会” 

医药行业 2019年中期投资策略--科创助

力产业升级，生物医药迎黄金发展期 

医药行业周报（20190713）：中报预告发

布高峰期，建议关注业绩确定性 

mailto:wangtengjiao@sxzq.com
mailto:liujianhong@sxzq.com
http://www.i618.com.cn/


                                      

 

证券研究报告：行业研究/定期报告 

 

请务必阅读最后一页股票评级说明和免责声明                                            2  

目录 

1.市场回顾 ............................................................................................................................................................................ 3 

1.1 市场整体表现 ............................................................................................................................................................. 3 

1.2 细分行业市场表现 ..................................................................................................................................................... 3 

1.3 个股涨跌幅榜 ............................................................................................................................................................. 4 

2.行业估值情况 .................................................................................................................................................................... 5 

3.行业要闻 ............................................................................................................................................................................ 6 

4.风险提示 ............................................................................................................................................................................ 7 

图表目录 

图 1：申万一级行业及沪深 300 指数涨跌幅对比 ............................................................................................................ 3 

图 2：医药生物行业各子板块涨跌幅对比 ........................................................................................................................ 4 

表 1：医药生物行业个股涨跌幅前十名与后十名（%） ................................................................................................ 4 

图 3：申万一级医药生物行业和沪深 300 指数估值及相对 PE ...................................................................................... 5 

图 4：医药各子行业估值情况 ............................................................................................................................................ 6 

 

 

  



                                      

 

证券研究报告：行业研究/定期报告 

 

请务必阅读最后一页股票评级说明和免责声明                                            3  

1.市场回顾 

1.1 市场整体表现 

本周沪深 300 指数下跌 3.04%，报 3633.53 点。申万一级行业普遍下跌，其中医药生物行业下跌 1.41%，

跑赢沪深 300 指数 1.63 个百分点，在 28 个申万一级行业中排名第 2。 

图 1：申万一级行业及沪深 300 指数涨跌幅对比 

 

数据来源：wind，山西证券研究所 

1.2 细分行业市场表现 

本周，除医疗服务与生物制品上涨 0.61%与 0.45%外其余医药子板块均下跌，中药跌幅最大，下跌 3.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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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医药生物行业各子板块涨跌幅对比 

 

数据来源：wind，山西证券研究所 

1.3 个股涨跌幅榜 

本周医药生物个股中，涨幅排名靠前的分别是博腾股份（14.61%）、金域医学（13.83%）、迪安诊断（13.15%）

等。另心脉医疗、南微医学两家科创板个股一周分别下跌 11.40%、11.74%。 

表 1：医药生物行业个股涨跌幅前十名与后十名（%） 

前十名 后十名 

证券简称 周涨跌幅（%） 
所属申万 

三级行业 
证券简称 周涨跌幅（%） 

所属申万 

三级行业 

博腾股份 14.61  化学原料药 正川股份 -14.38  医疗器械 

金域医学 13.83  医疗服务 吉药控股 -13.13  中药 

迪安诊断 13.15  医疗器械 润达医疗 -11.47  医疗服务 

安图生物 12.49  医疗器械 通化金马 -10.77  化学制剂 

健友股份 11.75  化学原料药 汉森制药 -10.69  中药 

国药股份 8.10  医药商业 华塑控股 -10.66  医疗服务 

泰格医药 7.93  医疗服务 九强生物 -10.65  医疗器械 

济民制药 7.45  化学制剂 双鹭药业 -10.10  生物制品 

昭衍新药 7.23  医疗服务 *ST 生物 -10.04  生物制品 

溢多利 6.90  生物制品 启迪古汉 -9.77  中药 
 

数据来源：wind，山西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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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行业估值情况 

截至 2019 年 8 月 9 日，申万一级医药行业 PE（TTM）为 31.16 倍，相对沪深 300 最新溢价率为 165%。 

图 3：申万一级医药生物行业和沪深 300 指数估值及相对 PE 

 

数据来源：wind，山西证券研究所 

截至 2019 年 8 月 9 日，医药子板块中医疗服务估值最高，达到 44.00 倍，中药及医药商业估值较低，

分别为 21.98 倍和 14.08 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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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医药各子行业估值情况 

 

数据来源：wind，山西证券研究所 

3.行业要闻 

➢ “4+7”扩面来了，8 个地区开始行动 

8 月 6 日，“4+7”扩面二次会议在上海召开。此前，据 4+7 集采相关中选厂家透露，7 月 12 日，国家医保

局组织召开了“4+7 集采扩面企业座谈会”，就已透露了 4+7 集采将以 25 个中选品种为采购标的，由之前的

11 个试点城市+已经跟标实施的福建、河北，拓展到全国范围实施采购。可见，“4+7”版图扩大在即，河南、

安徽、江苏、广西、河北、青海、内蒙古、重庆等 8 个地区已开始行动。（江苏省医药联盟） 

➢ 16 个药品注册申请拟纳入优先审评，罕见病治疗药物占半数 

8 月 5 日-7 日，国家药监局药品审评中心拟优先审评公示栏目新增 16 个品种。其中包括人凝血酶原复合物

等 8 个罕见病治疗药物，纳武利尤单抗注射液等 5 个具有明显治疗优势品种，水合氯醛/糖浆组合包装等 2

个儿童用药，以及一个重大专项品种利妥昔单抗注射液。（米内网） 

➢ 财政部：统一医疗票据式样，明年全面推广电子票据 

8 月 1 日，财政部发布通知，财政部、国家卫健委、国家医保局联合发文指出，为深化“放管服”改革，落

实个人所得税大病医疗专项附加扣除相关工作，防范虚假医疗收费票据，决定全面推行医疗收费电子票据

管理改革。通知指出，各地区应在充分总结财政电子票据改革试点经验的基础上，在 2020 年底前全面推行

医疗收费电子票据管理改革，推广运用医疗收费电子票据。（医药云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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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家药监局、卫健委联合发文：147 个药被严管 

8 月 6 日，国家药监局、公安部、国家卫健委三部门联合发布公告，自 2019 年 9 月 1 日起，含羟考酮复方

制剂、丁丙诺啡与纳洛酮的复方口服固体制剂等品种将被列入精神药品管理。查询国家药监局官网数据库

显示，涉及羟考酮、丁丙诺啡与纳洛酮的产品共计有 147 个批准文号，根据此次公告，这些品种将被纳入

精神药品管理。之前备受关注的泰勒宁（氨酚羟考酮）经过这次调整也将恢复为第二类精神药品管理。（医

药云端） 

4.风险提示 

行业政策风险、药品安全风险、研发风险、业绩不达预期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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