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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周观点】

 上周医药股跑输大盘。上周我们重点推荐的ST生化大幅上涨11.7%。我们继续看好。逻辑如下：1.公司大股东债务重

组今年来持续推进，如果达成最终解决方案，那么公司治理改善，股价该涨。如果未能顺利推进，则大股东股权有可

能被拍卖，股价也该涨。目前距离去年12.18公告非公开发行预案将近1年时间，各种事项进度有可能加快，我们看好

公司股价表现。2.公司是被低估的快速发展的血液制品龙头企业。浆站开拓速度快（上半年4个），采浆能力的提升潜

力非常大；公司拥有13个浆站，另有7个已经设立公司，处于申请中。13个浆站中仅有5个成熟浆站，3个浆站今年刚

取得采浆证，另外6个也将陆续取得采浆证。我们看好公司血液制品业务的扩张，公司吨浆市值严重低于同类企业。

 本周观点无变化，医药股投资策略上，一方面我们关注业绩稳定增长的低估值个股，如天士力、上海医药、复星医药、

信立泰、华东医药、人福医药、丽珠集团等。另一方面是看好景气度向上的子行业，如血液制品、医疗服务、创新药、

制剂出口、医药商业（GPO及药店）、CRO、药用辅料等。我们首推血液制品板块，认为血液制品板块在未来的三五

年景气度仍将持续提升。我们首推成长潜力最大，最被低估的ST生化。

3

一、投资观点——一周观点、中长期观点

【中长期观点】

 2016年投资策略：坚持破旧立新、变中寻机的思路。“求变”主线：1、重点关注行业间之变：跨界转型；2、重点关

注体制之变：国企改革（国药系、联环药业、震元集团、哈药股份等）；3、重点关注医改之变，包括社会资本办医

（爱尔眼科、信邦制药）、互联网医疗+慢病管理（乐普医疗、鱼跃医疗、通化东宝）、制剂出口（恒瑞医药、华海

药业）、刚需用药、康复医疗等；4、关注企业之变：外延式发展、转型升级及新业务探索（益佰制药、常山药业、

三诺生物）。“求新”主线：继续关注创新药（恒瑞医药）、精准医疗（新开源、丽珠集团）、连锁药店、养老等。

“坚守”主线：关注低估值行业龙头（丽珠集团、华东医药）及资源稀缺属性血液制品公司机会。



进攻组合：

 ST生化、亿帆医药、必康股份、金达威、宝莱特、益佰制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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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投资观点——推荐组合

稳健组合：

 天士力、丽珠集团、九州通、爱尔眼科、乐普医疗、恒瑞医药

重点关注：

 华兰生物、信邦制药、东富龙、常山药业、尔康制药、亚宝药业、沃森生物、一心堂、华润万东、

鱼跃医疗、通化东宝、香雪制药、老百姓、誉衡药业、和佳股份、汤臣倍健、浙江震元、联环药业、

海思科、哈药股份、人民同泰、恩华药业、北陆药业、双鹭药业、我武生物、益盛药业、康恩贝、

景峰医药。
重点公司 推荐理由 周涨幅 累计涨幅 加入组合时间

ST生化 双林14年投浆量289吨，储备的浆站较多 11.7% 60% 2015.11.16盘中

亿帆医药 泛酸钙涨价有望超预期 -1.3% 28% 2015.12.17盘中

必康股份 医药大健康全面起航，六氟磷酸锂涨价提供业绩弹性 0.0% 82% 2016.3.29

丽珠集团 业绩稳定增长；估值合理；单抗及精准医疗 2.1% -17% 2015.5.22周报

金达威 受益VA涨价超预期 -0.1% -5% 2016.2.21周报

益佰制药 看好公司肿瘤生态圈建设 -0.4% 13% 2016.2.28周报

宝莱特 血透业务快速增长 -0.1% 15% 2016. 1.10周报

九州通 业绩加速，估值合理，受益处方外流 0.0% 25% 2016.4.8

天士力 丹滴三期揭盲；未来两年业绩稳健增长 1.3% 2% 2016.8.28周报

爱尔眼科 社会资本办医龙头 -0.2% -2% 2015.7.19周报

乐普医疗 心脑血管生态圈 0.4% -23% 2015.7.19周报

恒瑞医药 业绩增长加速；重磅品种上市；海外拓展 2.4% 21% 2015.7.19周报



 Q3基金医药持仓持仓比例较Q2有所上升。基于基金三季报重仓股信息，我们测算的基金医药股持

仓比例为11.85%，较2016年Q2上升了1.72个百分点，持仓比例位于近年相对较低位置。

 我们逐个剔除医疗医药健康基金后主动型非债券基金中医药股持仓比重为8.74%，较Q1同期上升

0.29个百分点，Q2为8.45%，Q1为9.22%。

5

一、投资观点——基金持仓

基金医药持仓比例变化

数据来源：WIND，中国银河证券研究部

五、研究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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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银河活动——调研回顾、调研计划、其他活动

调研回顾：

 上周调研：

 近期调研：成大生物、仁会生物、君实生物、安科生物精准医疗研讨会、中国医药创新与投资大会、广誉远、

第八届中国医药企业家年会、九芝堂、新开源、通化东宝、振东制药、沃森生物复牌电话会、中国银河证券

2016医疗新前沿论坛暨上市公司投资交流大会（18家上市公司）、海南海药、天士力、华兰生物、昆药集团、

一心堂、沃森生物、龙津药业、华润双鹤、北大之路、益佰制药、信邦制药、第八届全国生物治疗大会、博

腾股份、智飞生物、华邦健康、医生集团模式探讨、亚宝药业、誉衡药业、益丰药房、东诚药业、金城医药、

中国肿瘤免疫治疗研讨会、同仁堂、复星医药、中源协和、人民同泰、晶能生物（新开源）、哈药股份、中

肽生化（信邦制药）、通策医疗、英特集团、君实生物、新开源、星河生物、利德曼、必康股份、理邦仪器、

翰宇药业、海王生物、恒瑞医药、景峰医药、恩华药业、凯利泰、南京新百、泰格医药、九州通、博晖创新、

华润万东、九强生物、上海凯宝、上海医药、佐力药业、亿帆鑫富、鹭燕医药、山河药辅、尔康制药、中国

医疗健康产业投资大会、CMEF、嘉和生物（沃森生物）、上海泽润（沃森生物）、三明草根调研、乐普IVD

发布会、三生制药、中信国建、思创医惠、中国医生集团大会、宝莱特（电话会议及天津挚信鸿达调研）、

东富龙、迪安诊断、星河生物、中珠控股等。我们认为其中的一些公司具有投资价值，欢迎电话交流。

调研与活动：

 下周调研计划：沃森生物

 下周其他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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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银河活动——调研回顾、调研计划、其他活动

日期 近期活动

2016/11/28 沃森生物调研（霍辰伊)

2016/11/19 中国医药创新与投资大会（霍辰伊）

2016/11/18 安科生物精准医疗研讨会（霍辰伊）

2016/11/15 成大生物调研（李平祝)

2016/11/15 仁会生物调研（李平祝)

2016/11/15 君实生物调研（李平祝)

2016/11/8 广誉远调研（李平祝）

2016/11/4 九芝堂调研（霍辰伊）

2016/10/29-30 第八届中国医药企业家年会（霍辰伊）

2016/10/26 新开源调研（霍辰伊)

2016/10/25 通化东宝调研（李平祝、霍辰伊、王晓琦）

2016/10/25 振东制药调研（李平祝）

2016/10/11 沃森生物复牌电话会

2016/9/27-2016/9/28

举办中国银河证券2016医疗新前沿论坛暨上市公司投资

交流大会（李平祝、霍辰伊、王晓琦、佘宇）
上市公司包括：爱尔眼科、北陆药业、东诚药业、海思
科、誉衡药业、九州通、昆药集团、人福医药、上海凯
宝、万达信息、亚宝药业、亿帆鑫富、银河生物、以岭
药业、同仁堂、众生药业、安科生物、恒康医疗等

2016/9/19 海南海药调研（李平祝）

2016/9/12 红日药业调研（李平祝）

2016/9/5 天士力调研（李平祝）

2016/8/30 华兰生物调研（李平祝、霍辰伊）

2016/8/23-26
医药、有色云南联合调研（李平祝、佘宇）
医药上市公司包括昆药、一心堂、沃森生物、龙津药业

2016/8/25 东方高圣调研（霍辰伊）

2016/8/19 信邦制药联合调研（李平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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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行情跟踪——行业行情

医药行业年初以来市场表现

数据来源：WIND，中国银河证券研究部

 上周医药板块上涨0.57%，而沪深300指数上涨3.04%。年初至今医药板下跌7.65%，整体表现逊于

于沪深300。

本周各行业涨跌幅

数据来源：WIND，中国银河证券研究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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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行情跟踪——估值跟踪（绝对估值）

2005年至今医药板块估值水平变化

数据来源：WIND，中国银河证券研究部

 上周医药板块绝对估值小幅上涨。截至2016年11月25日，医药行业市盈率为43.86倍（TTM 整体

法，剔除负值），与上一周相比上涨0.30个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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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行情跟踪——估值跟踪（相对估值）

本周医药行业估值溢价率较上周下降了2.82个百分点，较上上周下降2.56个百分点。

本周全部A股TTM上涨了0.40个单位，医药股TTM上涨了0.02个单位，溢价率较2005年

以来的平均值低33.68个百分点，位于相对低位。从绝对值上看医药股的TTM较05年以来

的TTM均值低4.97个单位。医药股估值溢价率（a股剔除银行股后）为6.17%，行业估值溢

价率较2005年以来的平均值低56.25个百分点，位于相对较低位置。

（以上是按照剔除复星医药、浙江医药、新和成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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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行情跟踪——估值跟踪（相对估值）

溢价率较2005年以来的平均值低33.68个百分点，位于相对低位。

医药行业相对估值图(剔除新和成、复星医药、浙江医药后的医药行业VS全部A股）

数据来源：WIND，中国银河证券研究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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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行情跟踪——估值跟踪（相对估值）

溢价率较2005年以来的平均值低56.25个百分点，位于相对低位。

医药行业相对估值图(剔除新和成、复星医药和浙江医药后的医药行业VS剔除银行后的A股）

数据来源：WIND，中国银河证券研究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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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行情跟踪——子行业行情

 上周生物医药板块上涨0.57%，涨幅最大的为中药II子板块，上涨1.46%，跌幅最大的是医药

商业II子板块，下跌0.52%。

本周医药各子行业涨跌幅 医药各子行业年初以来市场表现

数据来源：WIND，中国银河证券研究部 数据来源：WIND，中国银河证券研究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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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行情跟踪——个股行情

本周医药板块涨幅前十 本周医药板块跌幅前十

公司 涨跌幅 备注

ST生化 11.7%

生物股份 10.5%

神奇制药 9.8%

中珠控股 9.6%

汉森制药 7.6%

同仁堂 7.1%

东北制药 6.8%

方盛制药 6.7%

北大医药 6.6%

司太立 5.7%

数据来源：Wind，银河证券研究部

公司 涨跌幅 备注

奇正藏药 -10.5%

西藏药业 -7.2%

开开实业 -6.2%

佐力药业 -6.0%

中元华电 -5.8%

蒙发利 -5.6%

南华生物 -5.2%

健民集团 -5.0%

第一医药 -4.9%

升华拜克 -4.9%

数据来源：Wind，银河证券研究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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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行业动态——行业新闻及点评

1. CFDA：仿制药质量和疗效一致性评价工作政策问答 (2016/11/22)

http://www.sda.gov.cn/WS01/CL1790/166602.html

主要内容：

《问答》主要涉及15个方面的问题：一、参比制剂选择问题。 二、规格问题：国内上市产品与原研、国外上市产品规格不能

完全一致，或参比制剂仅是上市产品其中一个规格。三、参比制剂采购问题。四、时间节点问题：尽早确定参比制剂目录、豁

免品种的遴选目录发布时间。五、历史问题品种处理方式问题：对于一些改剂型、改盐、改规格等历史问题品种如何开展一致

性评价工作。六、按新注册分类后批准的仿制药和新注册分类申报批准上市的仿制药是否都视为通过一致性评价。七、289个基

药目录品种以外的品种，相应的一致性评价工作中的受理、复核检验、审评等工作程序需明确程序和要求。八、实际工作中如

BE不通过，处方工艺需调整，药学研究可能需要重新开展。是否可以进一步优化BE备案时填报资料的药学研究要求的内容？九、

是否能及时公开全国生产企业的一致性评价产品的统计数据。十、在一致性评价过程中，对于将药品特征溶出曲线列入相应的

质量标准按照什么程序来审批？是同时关联申报标准变更的补充申请，还是在一致性评价结论中直接予以审评审批，颁发新的

质量标准。十一、临床试验机构开展生物等效性试验的动能性不足，生物等效性试验机构资源紧张，亟待解决。十二、按照补

充申请申报的，在按照《药品注册管理办法》附件4提交相关研究资料的同时，是否还要按照一致性申报资料要求提交相关资料。

十三、对原企业放弃的品种，是否可简化技术转让给其他企业，由接收方提交一致性评价资料。十四、非试点省市企业通过一

致性后，能否成为持有人。十五、培训场次应增加，覆盖所有区域。

【评】《问答》回应了大家所关注的几个核心问题，比如参比制剂的选择，总局的回应很明确，企业找不到且无法确定参比制

剂的，由药品生产企业开展临床有效性试验。体现了总局对贯彻仿制药质量和疗效一致性评价政策的决心，也体现了一致性评

价政策的核心就是要提高药品的生产规范化和药品的质量。

http://www.sda.gov.cn/WS01/CL1790/166602.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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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行业动态——行业新闻及点评

2. CFDA：总局批准上市药品公告（2016年第179号）(2016/11/23)

http://www.sda.gov.cn/WS01/CL0087/166645.html

主要内容：

2016年10月份共批准药品上市申请22件。其中，国产化学药品14件，生物制品2件；进口化学药品2件，生物制品4件。

类别 品种名称 企业 类别 品种名称 企业

新药 吸附破伤风疫苗
成都欧林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
仿制药 依诺肝素钠注射液 北京双鹭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新药 水痘减毒活疫苗 上海荣盛生物药业有限公司 仿制药 依诺肝素钠注射液 北京双鹭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仿制药 硫酸氢氯吡格雷 齐鲁制药有限公司 仿制药 枸橼酸咖啡因注射液
成都苑东生物制药股份有限

公司

仿制药 注射用美罗培南 山东罗欣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仿制药 恩曲他滨 安徽贝克联合制药有限公司

仿制药 注射用美罗培南 山东罗欣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仿制药 依诺肝素钠 北京双鹭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仿制药 氟康唑 河南普瑞制药有限公司 进口药 波生坦
Helsinn Advanced Synthesis 

SA

仿制药 注射用盐酸克林霉素
苏州天马医药集团天吉生物制

药有限公司
进口药 兰索拉唑 Metrochem API Pvt. Ltd.

仿制药 克林霉素磷酸酯
重庆福安药业（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
进口药 托珠单抗注射液

Chugai Pharma Manufacturing 

Co., Ltd.

仿制药
注射用克林霉素磷酸

酯
福安药业集团庆余堂制药有限

公司
进口药 托珠单抗注射液

Chugai Pharma Manufacturing 

Co., Ltd.

仿制药 哌拉西林 齐鲁天和惠世制药有限公司 进口药 托珠单抗注射液
Chugai Pharma Manufacturing 

Co., Ltd.

仿制药 甲苯磺酸妥舒沙星 湖南天地恒一制药有限公司 进口药
13价肺炎球菌多糖结

合疫苗
Pfizer Ireland Pharmaceuticals

http://www.sda.gov.cn/WS01/CL0087/166645.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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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行业动态——行业新闻及点评

3. CFDA：关于停止生产销售使用氯美扎酮的公告(2016/11/24)

CFDA：关于停止生产销售使用苯乙双胍的公告(2016/11/24)

http://www.sda.gov.cn/WS01/CL0087/166713.html

http://www.sda.gov.cn/WS01/CL0087/166712.html

主要内容：

经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组织再评价，认为氯美扎酮可造成中枢及外周神经系统、皮肤及其附件、胃肠系统损害，特别是

严重的皮肤不良反应发生率较高，临床价值有限，在我国使用风险大于效益。认为苯乙双胍可导致乳酸酸中毒，发生率较高，

临床价值有限，在我国使用风险大于效益。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决定停止氯美扎酮、苯乙双胍原料药及其制剂在我国的

生产、销售和使用，撤销药品批准证明文件。已上市销售的氯美扎酮、苯乙双胍原料药及其制剂由生产企业负责召回，召回工

作应于2016年12月31日前完成，召回产品在企业所在地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监督下销毁。

【评】关注氯美扎酮和苯乙双胍的生产企业，其业绩将会受到一定影响。

http://www.sda.gov.cn/WS01/CL0087/166713.html
http://www.sda.gov.cn/WS01/CL0844/166710.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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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行业动态——行业新闻及点评

4. CFDA：骨科手术导航定位系统获批上市 (2016/11/24)

CFDA：创新产品人工晶状体获批 (2016/11/24)

http://www.sda.gov.cn/WS01/CL0051/166684.html

http://www.sda.gov.cn/WS01/CL0051/166709.html

主要内容：

2016年11月14日，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经审查，批准了北京天智航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骨科手术导航定位系统（型号：

TiRobot）医疗器械注册。各项性能指标达到国际同类产品水平，适用于采用创伤骨科空心螺钉内固定术和脊柱螺钉内固定术的

患者。

2016年11月21日，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经审查，批准爱博诺德（北京）医疗科技有限公司的人工晶状体注册。该产品具有

“后表面高凸”、“高次非球面”、“复杂面形独立分离”、“边缘等厚”和“具有肝素改性的疏水性丙烯酸酯材料”等特点，

在国产人工晶状体中尚属首创，为国产器械在高端人工晶状体领域的一大进步。适用于成年患者无晶体眼和原发性角膜散光摘

除白内障后的视力矫正。

【评】这两种本土医疗器械的获批体现了两点：一是本土医疗器械公司的创新能力是在逐步提高的，且一部分公司的科研创新

能力已经达到了国际水平；二是总局对本土医疗器械公司的扶持力度在加大，比如审批加快等。

http://www.sda.gov.cn/WS01/CL0051/166684.html
http://www.sda.gov.cn/WS01/CL0051/166709.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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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近期研究报告

1. 奇正藏药（002287）三季报点评：业绩符合预期，药品业务稳定增长-20161031

2. 通化东宝（600867）三季报点评：业绩好于预期，慢病管理平台值得期待-20161031

3. 亿帆医药（002019）三季报点评：原料药维持高景气，转型升级值得关注-20161028

4. 红日药业（300026）三季报点评：配方颗粒稳增，中医健康平台成新看点-20161027

5. 九州通（600998）三季报点评：业绩符合预期，兼并收购发力-20161025

6. 爱尔眼科（300015）三季报点评：业绩稳健增长，外延布局加快-20161025

7. 天士力（600535）三季报点评：业绩低于预期，看好逻辑不变-20161025

8. 沃森生物（300142）复牌点评：引入国资战投推动公司发展，四大重磅品种有望明年陆续揭盲-20161012

9. 精准医疗系列报告之二：液体活检——肿瘤精准诊疗的瞄准镜-20161011

10. 天士力（600535）：中药现代化龙头，即将实现我国新药FDA零的突破-20160909

11. 一心堂（002727）：省内是发展基础，省外是弹性所在-20160905

12. 誉衡药业（002437）中报点评：业绩增速放缓，布局慢病和生物药领域-20160829

13. 红日药业（300026）中报点评：打造中医健康平台，药辅业务值得关注-20160828

14. 九州通（600998）中报点评：业绩符合预期，维持推荐评级-20160823

15. ST生化（000403）深度报告：被低估的快速发展的血液制品龙头企业-20160823

16. 奇正藏药（002287）中报点评：药品业务稳定增长，藏药龙头未来可期-20160819

17. 华兰生物（002007）中报点评：量价齐升保业绩高增长，开启全面技术创新和产品结构调整战略-20160818

18. 未名医药（002581）：鼠神经生长因子增长稳健，布局长远看单抗和胰岛素-20160812

19. 人民同泰（ 600829 ）中报点评：业务稳健发展，经营质量提升-20160808

20. 华兰生物（002007）福建省血液制品第二次价格谈判受益标的-201607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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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股东大会时间披露

公司 事件 时间 公司 事件 时间

红日药业（300026.SZ） 股东大会 2016/11/28 迪安诊断（300244.SZ） 股东大会 2016/12/6

安科生物（300009.SZ） 股东大会 2016/11/28 绿景控股（000502.SZ） 股东大会 2016/12/7

康恩贝（600572.SH） 股东大会 2016/11/28 九安医疗（002432.SZ） 股东大会 2016/12/8

美康生物（300439.SZ） 股东大会 2016/11/28 和佳股份（300273.SZ） 股东大会 2016/12/9

未名医药（002581.SZ） 股东大会 2016/11/29 华北制药（600812.SH） 股东大会 2016/12/9

太安堂（002433.SZ） 股东大会 2016/11/30 润达医疗（603108.SH） 股东大会 2016/12/9

爱尔眼科（300015.SZ） 股东大会 2016/11/30 以岭药业（002603.SZ） 股东大会 2016/12/12

鱼跃医疗（002223.SZ） 股东大会 2016/12/1 利德曼（300289.SZ） 股东大会 2016/12/12

新开源（300109.SZ） 股东大会 2016/12/2 健康元（600380.SH） 股东大会 2016/12/12

华东医药（000963.SZ） 股东大会 2016/12/5 信立泰（002294.SZ） 股东大会 2016/12/13

同济堂（600090.SH） 股东大会 2016/12/5 东诚药业（002675.SZ） 股东大会 2016/12/13

天药股份（600488.SH） 股东大会 2016/12/5 现代制药（600420.SH） 股东大会 2016/12/16

凯利泰（300326.SZ） 股东大会 2016/12/6 复星医药（600196.SH） 股东大会 2016/12/22

海正药业（600267.SH） 股东大会 2016/12/6 丽珠集团（000513.SZ） 股东大会 2016/12/23

通化金马（000766.SZ） 股东大会 2016/12/6 新华制药（000756.SZ） 股东大会 2016/12/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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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避：行业指数（或分析师团队所覆盖公司组成的行业指数）低于交易所指数（或市场中主要的指数）平
均回报10%及以上。该评级由分析师给出。
银河证券公司评级体系：推荐、谨慎推荐、中性、回避
推荐：是指未来6－12个月，公司股价超越分析师（或分析师团队）所覆盖股票平均回报20%及以上。该评
级由分析师给出。
谨慎推荐：是指未来6－12个月，公司股价超越分析师（或分析师团队）所覆盖股票平均回报10%－20%。
该评级由分析师给出。
中性：是指未来6－12个月，公司股价与分析师（或分析师团队）所覆盖股票平均回报相当。该评级由分
析师给出。
回避：是指未来6－12个月，公司股价低于分析师（或分析师团队）所覆盖股票平均回报10%及以上。该评
级由分析师给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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