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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业观点：高值耗材领域带量采购步伐临近。7 月 31 日，国务院办公厅

发布最新高值耗材相关改革文件《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治理高值医用耗

材改革方案的通知》。这是继 6 月卫健委发布《医疗机构医用耗材管理办

法（试行）》后又一主要针对医疗器械行业，尤其是耗材类产品的文件。

从发文机构看，此次文件上升到了国务院办公厅的层面；从内容来看，此

次文件主要聚焦于高值耗材领域，且给出了清晰的具体执行方向和各项分

工任务的截止时点。相比药品，耗材难于管控的一大原因就在于耗材的品

规远多于药品，因此对高值耗材进行全国维度的分类与编码就显得格外重

要。从具体产品来看，心血管/外周血管介入、骨科耗材等是高值耗材中品

规最繁杂的细分领域，因此对其产生的边际影响也更大。 

 投资策略：理性看待医保控费，精选高景气细分领域。关于药品及耗材的

带量采购，市场已有充分预期，在压制市场规模的同时，也会带来集中度

提升以及进口替代步伐的加快，建议投资者理性看待。配置角度，建议聚

焦影像、口腔、创新三条主线。主线一：影像诊断产业链，包括影像设备、

显影剂、影像服务产业，重点推荐受益配置证政策的核医学龙头东诚药业，

以及碘造影剂原料龙头司太立；主线二：口腔医疗及相关耗材受益于消费

升级，重点关注口腔连锁龙头通策医疗和修复耗材企业正海生物；主线三：

在药政环境的倒逼和鼓励创新政策的推动下，国内药品创新产业链蓬勃发

展，重点推荐创新储备丰富的科伦药业、海辰药业，以及 CDMO 龙头凯

莱英。 

 行业要闻荟萃：国务院下发高值耗材治理文件；卫健委下发文件维护中医

院地位；青海省发布备案药品全国最低采购价通知；科技部卫健委联合召

开“重大新药创制”发布会。 

 行情回顾：上周医药板块下跌 2.37%，同期沪深 300 指数下跌 2.88%；申

万一级行业中 2 个板块上涨，26 个板块下跌，医药行业在 28 个行业中排

名第 12 位；医药子行业除医药商业外全部下跌，医药商业上涨 1.03%，

跌幅最大的是中药，下跌 3.69%。 

 风险提示：1）政策风险：降价控费等政策对行业负面影响较大；2）研发

风险：医药研发投入大、难度高，存在研发失败或进度慢的可能；3）系

统风险：证券市场发生系统性风险对医药行业的冲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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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投资策略 

行业观点：高值耗材领域带量采购步伐临近。7 月 31 日，国务院办公厅发布最新高值耗材相关改革

文件《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治理高值医用耗材改革方案的通知》。这是继 6 月卫健委发布《医疗机

构医用耗材管理办法（试行）》后又一主要针对医疗器械行业，尤其是耗材类产品的文件。从发文机

构看，此次文件上升到了国务院办公厅的层面；从内容来看，此次文件主要聚焦于高值耗材领域，

且给出了清晰的具体执行方向和各项分工任务的截止时点。相比药品，耗材难于管控的一大原因就

在于耗材的品规远多于药品，因此对高值耗材进行全国维度的分类与编码就显得格外重要。从具体

产品来看，心血管/外周血管介入、骨科耗材等是高值耗材中品规最繁杂的细分领域，因此对其产生

的边际影响也更大。 

投资策略：理性看待医保控费，精选高景气细分领域。关于药品及耗材的带量采购，市场已有充分

预期，在压制市场规模的同时，也会带来集中度提升以及进口替代步伐的加快，建议投资者理性看

待。配置角度，建议聚焦影像、口腔、创新三条主线。主线一：影像诊断产业链，包括影像设备、

显影剂、影像服务产业，重点推荐受益配置证政策的核医学龙头东诚药业，以及碘造影剂原料龙头

司太立；主线二：口腔医疗及相关耗材受益于消费升级，重点推荐口腔连锁龙头通策医疗和修复耗

材企业正海生物；主线三：在药政环境的倒逼和鼓励创新政策的推动下，国内药品创新产业链蓬勃

发展，重点推荐创新储备丰富的科伦药业、海辰药业，以及 CDMO 龙头凯莱英。 

 

二、 行业要闻荟萃 

2.1 国务院下发高值耗材治理文件 

7 月 31 日，国务院办公厅印发治理高值医用耗材改革方案，就药品分类集中采购、取消医用耗材加

成、实行医保准入和目录动态调整、统一编码体系和信息平台等方面进行了严格的规定，旨在降低

高值耗材虚高价格。同时规定 2019 年底前实现全部公立医疗机构医用耗材“零差率”销售，高值医用

耗材销售价格按采购价格执行。 

点评：方案明确指出，加强高值医用耗材规范化管理，将单价和资源消耗占比相对较高的高值医用

耗材作为重点治理对象。对于临床用量较大、采购金额较高、临床使用较成熟、多家企业生产的高

值医用耗材，按类别探索集中采购，鼓励医疗机构联合开展带量采购谈判，积极探索集中采购。高

值耗材价格虚高的现象将会继续被严厉打击。 

 

2.2 卫健委下发文件维护中医院地位 

7 月 29 日，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和国家卫健委联合印发《关于在医疗联合体建设中切实加强中医药工

作的通知》提出推进中医医院牵头组建多种形式的医联体，同时明确提出“三个不得”，即在医联体建

设过程中，不得变相地取消、合并中医医院，不得改变其功能定位，不得以各种理由在事实上削弱

中医医院建设。 

点评：此次通知，表现出对探索符合中医药特点的医保支付方式的改革信号，将推动医联体从以医

疗为中心向以健康为中心的转变。国家政策将促进中医院提高医疗服务能力，提升制剂创新能力，

实现中药市场资源整合，中西医互补，协调发展的长期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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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青海省发布备案药品全国最低采购价通知 

8 月 1 日，青海省药品和医用耗材集中采购网发布《关于公示备案药品全国最低采购价的通知》，以

生产企业填报并确认的全国最低采购价格作为价格联动基准，实行全省联动，备案药品现行采购价

低于企业申报的全国最低采购价，继续执行现行采购价。而未填报或虚假填报备案药品入围产品目

录内品种全国最低采购价的企业，取消该品种的挂网，生产企业记不诚信记录一次。 

点评：药企填报的全国最低价需要是 2019 年度省级集采挂网价格（包括广东省、重庆市的价格）。

若药企未按时间、按规定如实填报，将面临被取消在青海省的采购资格的后果。据统计，此次有 63

个药品公布了全国最低价，包括阿托伐他汀钙片、盐酸二甲双胍缓释片、注射用美罗培南、盐酸右

美托咪定注射液、阿卡波糖片等临床常用大品种，涉及拜耳、阿斯利康等 42 家药企。从此通知可以

看出，在全国药品价格联动机制下，药价将会更加透明。 

 

2.4 科技部卫健委联合召开“重大新药创制”发布会 

7 月 31 日，科技部联合卫健委在京召开“重大新药创制”科技重大专项成果新闻发布会，截至 2019

年 7 月重大专项实施以来，累计有 139 个品种获得新药证书，其中 1 类新药 44 个，数量是专项实

施前的 8 倍，重大品种研发成果显著；特别是 2017 年以来，成效更加明显，有 14 个 1 类新药获批。 

点评：自 2008 年项目启动以来，我国在新药创制方面取得明显进步，对患者获得“用得上，用得起”

的药物起到积极作用。许多新药填补了国内临床空白，促成同类药品降价。在新药创制专项带动下，

推动了企业和社会对新药研发投入上升，促进医疗创新生态环境不断优化。 

 

三、 行情回顾 

上周医药板块下跌 2.37%，同期沪深 300 指数下跌 2.88%；申万一级行业中 2 个板块上涨，26 个板

块下跌，医药行业在 28 个行业中排名第 12 位；医药子行业仅有医药商业上涨 1.03%，跌幅最大的

是中药，下跌 3.69%。 

图表1 医药行业 2019 年初以来市场表现 图表2 全市场各行业上周涨跌幅 

 

 
资料来源：WIND、平安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WIND、平安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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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止 2019 年 8 月 2 日，医药板块估值为 29.68 倍（TTM，整体法剔除负值），对于全部 A 股（剔除

金融）的估值溢价率为 53.85%，接近于历史均值 55.45%。 

图表3 医药板块各子行业 2019 年初以来市场表现 图表4 医药板块各子行业上周涨跌幅 

  

资料来源：WIND，平安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WIND，平安证券研究所 

 

图表5 上周医药行业涨跌幅靠前个股 

表现最好的 15 只股票 表现最差的 15 只股票 

序号 证券代码 股票简称 涨跌幅% 序号 证券代码 股票简称 涨跌幅% 

1 002370.SZ 亚太药业 17.02 1 300401.SZ 花园生物 -30.06 

2 603883.SH 老百姓 16.05 2 300108.SZ 吉药控股 -26.49 

3 300363.SZ 博腾股份 14.96 3 600781.SH 辅仁药业 -26.10 

4 300573.SZ 兴齐眼药 13.00 4 600090.SH 同济堂 -9.58 

5 603233.SH 大参林 12.24 5 002923.SZ 润都股份 -9.15 

6 600645.SH 中源协和 10.74 6 002390.SZ 信邦制药 -9.12 

7 603882.SH 金域医学 9.17 7 002107.SZ 沃华医药 -8.93 

8 600671.SH 天目药业 8.92 8 002750.SZ 龙津药业 -8.83 

9 000739.SZ 普洛药业 8.65 9 600518.SH 康美药业 -8.72 

10 603987.SH 康德莱 7.19 10 603998.SH 方盛制药 -8.57 

11 000590.SZ 启迪古汉 6.47 11 600896.SH *ST 海投 -8.30 

12 603520.SH 司太立 6.16 12 002166.SZ 莱茵生物 -8.27 

13 002675.SZ 东诚药业 5.55 13 300194.SZ 福安药业 -8.05 

14 002653.SZ 海思科 4.87 14 300273.SZ 和佳股份 -7.96 

15 300436.SZ 广生堂 4.86 15 300702.SZ 天宇股份 -7.80 

资料来源：WIND、平安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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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解及分析方法。报告所载资料、意见及推测仅反映分析员于发出此报告日期当日的判断，可随时更改。此报告所指

的证券价格、价值及收入可跌可升。为免生疑问，此报告所载观点并不代表平安证券的立场。 

平安证券在法律许可的情况下可能参与此报告所提及的发行商的投资银行业务或投资其发行的证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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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安证券综合研究所 电话：4008866338 
 
深圳 上海 北京 

深圳市福田区益田路 5033 号平安金

融中心 62 楼 

邮编：518033 

上海市陆家嘴环路 1333 号平安金融

大厦 25 楼 

邮编：200120 

传真：（021）33830395 

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甲 9号金融街

中心北楼 15 层 

邮编：10003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