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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数据 

[Table_BaseData] 股票家数 290 

行业总市值（亿元） 33,769.93 

流通市值（亿元） 32,117.12 

行业市盈率 TTM 26.48 

沪深 300 市盈率 TTM 10.7 
 

 

相关研究 

[Table_Report]  1. 医药行业周报（11.5-11.11）：医药处于

估值底部，战略性择机配置  

(2018-11-12) 

2. 医药行业 2018 年 11 月投资策略：加

仓医药，首选业绩加速、估值合理标的  

(2018-11-05) 

3. 医药行业 2018 年三季报总结：医药分

化加剧，把握产业龙头  (2018-11-01) 

4. 医药行业周报（10.22-10.28）：估值底

明显，长线战略资金逢机遇  

(2018-10-28) 

5. 医药行业：新版基药目录发布，优化结

构、提升质量  (2018-10-26) 
  

[Table_Summary]  事件：国家药品兼顾管理局发布《中华人民共和国疫苗管理法（征求意见稿）》。 

 完善疫苗监管长效机制，出台首部疫苗管理法：为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强
化疫苗管理改革举措，将分散在多部法律法规中的疫苗研制、生产、流通、接
种等规定进行全链条统筹整合，系统谋划思考，而专门制定的疫苗管理法，其
实施将标志监管长效机制的确立，行业将越来越好。疫苗管理法有如下亮点： 

总则：强调疫苗的战略性和公益性，将加大财政投入力度，实施税收优惠政策，
同时对疫苗生产企业实行严格准入管理，引导和鼓励疫苗生产企业规模化、集
约化发展。我们认为：疫苗作为国家战略性行业，在强监管下，集中度将越来
越高，市场将向优质企业集中，中生集团和已上市的大型疫苗企业或将受益。 

生产与批签发：1）国家对疫苗生产企业实行严于一般药品生产企业的准入制
度。2）关键岗位人员（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人、生产管理负责人、质量管
理负责人、质量受权人、药物警戒负责人）实行报备制度。我们认为：准入门
槛提高，质量监管强化，企业格局将越来越集中，优质的龙头企业受益。 

上市后研究和管理：1）明确了疫苗上市持续研究要求；2）工艺优化要求，上
市后变更及分级管理；3）疫苗品种退市和淘汰要求。我们认为：这将促进国
内疫苗质量提高、工艺升级以及品种升级。 

疫苗流通：1）一类苗：国家组织集中招标或统一谈判，形成并公布价格，各
省市统一采购；2）二类苗：各省通过省级公共资源平台组织招标采购；3）疫
苗的价格由企业自主合理确定，价格水平、差价率、利润率不得超过合理幅度；
4）疫苗由生产企业配送至省疾控中心，再由国家疾控中心体系配送至接种单
位；5）国家实行疫苗全程信息化追溯制度，实现疫苗最小包装单位的生产、
储存、运输、使用长期全过程可追溯、可核查。我们认为：二类苗和一类苗共
用各省疾控配送体系，以及建立追溯体系，将在流通环节最大程度保障疫苗安
全并降低企业配送成本及风险。 

信息公布：国家实行疫苗安全信息统一公布制度。疫苗安全风险警示信息、重
大疫苗安全事故及其调查处理信息等由国务院药品监督管理部门会同有关部门
公布。全国疫苗预防接种异常反应报告情况，由国务院卫生行政部门统一公布，
未经授权不得发布上述信息。同时明确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编造、散布虚假疫
苗质量安全信息。我们认为：国家疫苗安全信息统一公布制度下，将有利于公
众重拾国产疫苗信心，利于建立国家公信力并打击虚假信息散播。 

强制保险：国家实行疫苗责任强制保险制度。疫苗生产企业应当购买责任保险，
疫苗出现质量问题的，保险公司在承保责任范围内予以赔付。我们认为：疫苗
接种难免会产生一些异常反应，强制保险制度将降低企业和接种者的风险，利
于产业健康发展。 

严惩重处违法行为：疫苗生产企业有严重违法行为的，没收违法所得，责令停
产停业，撤销上市许可证明文件，并处货值金额五倍以上十倍以下罚款；对疫
苗企业的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人和关键岗位人员，没收其在违法期间自本单
位所获收入，并处以百分之五十以上、一倍以下罚款，十年内不得从事药品生
产经营活动。我们认为：严惩违法行为将提高企业违法成本，利于行业发展。 

 投资策略与重点关注个股：疫苗管理办法明确了疫苗行业的战略性和公益性，
必须更好发展，在长效机制建立下，我们认为行业将越来越好，在强监管和高
准入下，行业将向优质企业集中。我们重点关注智飞生物（300122）和康泰生
物（300601）等公司。 

 风险提示：疫苗再次出现质量和安全性事件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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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告署名分析师具有中国证券业协会授予的证券投资咨询执业资格并注册为证券分析师，报告所采用的数据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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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评级说明 
 

公司评级 

买入：未来 6 个月内，个股相对沪深 300 指数涨幅在 20%以上 

增持：未来 6 个月内，个股相对沪深 300 指数涨幅介于 10%与 20%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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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评级 

强于大市：未来 6 个月内，行业整体回报高于沪深 300 指数 5%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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