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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投资观点与推荐标的： “4+7”带量采购落地，辅助用药
目录政策推进，医药板块受政策影响进入加速出清过程。我们
判断短期带量采购政策影响仍将主导市场，因此延续之前的观
点，回避仿制药板块，关注长春高新、我武生物等具有非医保
优质品种的标的，以及OTC的片仔癀、葵花药业和医疗服务的美
年健康等标的。

二、行业政策与发展动态：国家医保局办公室、人社部办公厅、
国家卫健委办公厅联合发布《关于做好17种国家医保谈判抗癌
药执行落实工作的通知》。明确要求（一）高度重视谈判药品
的落地工作；（二）做好挂网采购和支付工作；（三）完善相
关管理政策，将落实保障谈判药品正常供应，保证患者尽早买
得到、用得上、可报销国家医保准入新纳入的谈判抗癌药品。

三、指数追踪与个股表现：本周生物医药指数下跌3.25% ，板
块表现差于沪深300的0.49%的跌幅；子板块中，表现最好的医
疗服务跌幅为0.97%，最弱势的生物制品下跌7.31%。

五、全球医药热点资讯：Tecentriq迎来重要里程碑式进展，罗氏
宣布FDA批准Tecentriq+贝伐单抗+化疗“三联方案”sBLA，获
批一线治疗EGFR-/ALK-非鳞非小细胞肺癌，肺癌上的成功开疆
拓土将奠定在Tecentriq在PD-L1单抗“一哥”地位，将阿斯利康
Imfinzi，默克/辉瑞Bavencio远远甩在了身后。

四、全球医药市场追踪：本周恒生医疗保健指数下跌4.12%，差
于恒生指数0.12%的涨幅；其中金嗓子以18.1%的涨幅位居周涨
幅榜首位，而石药集团下跌12.7%，表现最差。

六、团队近期报告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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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投资观点与推荐标的

【周投资观点】

➢本周生物医药指数下跌3.25% ，板块表现差于沪深300的0.49%的跌幅。截至本周，医药指数2018年至今表现略逊于沪深300的

21.46%的跌幅，累计跌幅为23.16% 。截止12月14日，医药指数市盈率为26.34，环比上周下降0.9个单位，低于历史均值15.68个单位；

沪深300指数市盈率为10.58，医药指数的估值溢价率为148.9%，环比下降7.7%，低于历史均值44.2个百分点。

➢本周观点：本周医药板块延续调整基调， 在“4+7”带量采购落地之后，国家卫健委又发布《关于做好辅助用药临床应用管理有

关工作的通知》，全国范围内建立辅助用药清单，对行业再次造成冲击。目前来看，由于带量采购导致的化药板块仍会出现下跌调

整的风险，而辅助用药目录的出台将会影响中药板块以及部分化药企业，整体医药板块受到政策负面影响仍将处于出清过程。我们

判断短期带量采购政策影响仍将主导市场，且其他省份潜在的跟进“4+7”带量采购政策会影响仿制药板块的政策预期，因此我们

延续之前的观点，回避仿制药板块，关注长春高新、我武生物等具有非医保优质品种的标的，以及OTC的片仔癀、葵花药业和医疗

服务的美年健康等标的。

➢医药指数在带量采购政策的影响下将出现持续调整和波动的风险。一方面，带量采购政策落地，降价幅度超预期，对未来通过一

致性评价的品种造成了较大的价格压力；另一方面，国家通过医保谈判将多个外资品种纳入医保，倒逼国内企业加快创新步伐；与

此同时，国家鼓励各省跟进“4+7”带量采购模式，全国各联动的可能性导致未来一段时间持续的降价压力。我们判断短期医药板

块，尤其是仿制药公司仍将延续出清，长期来看行业增长将变得更加清晰，有助于重新稳定估值体系。因此，短期我们重点推荐业

绩高增长的、符合消费升级逻辑的长春高新、安科生物，以及建议关注疫苗板块、器械检测板块和OTC板块的投资机会。

➢风险提示：药品、器械招标降价风险，宏观经济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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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投资观点与推荐标的

【推荐标的】

（1）医保免疫板块，受益于消费升级的估值增速匹配细分龙头：长春高新、安科生物、欧普康视、我武生物、葵花药业

、片仔癀、美年健康。

（2）疫苗行业受益大品种产品上市以及需求旺盛，其中HPV疫苗存量空间广阔，处于高速增长期：智飞生物。

（3）顺应ivd行业发展趋势，技术布局全国领先的化学发光龙头：安图生物。

（4）大输液及原料药盈利向好，创新药逐渐兑现成果的个股：科伦药业。

【关注组合】

数据来源：Wind，东吴证券研究所 4

证券简称 本周涨跌幅 年初至今涨跌幅 市值（亿元）
净利润

（2018E）
净利润

（TTM）
净利润增速
（2019E）

PE(TTM) PE(2019E） 2019年PEG

安科生物 -3.10% -20.3% 146 3.49 3.72 31.0% 39.9 32.0 1.0

我武生物 1.65% 42.5% 113 2.54 2.45 34.5% 61.2 33.0 1.0

长春高新 -5.26% 0.8% 313 9.73 8.98 33.1% 43.2 24.1 0.7

智飞生物 -6.82% 39.7% 626 10.61 13.90 15.1% 38.9 51.2 3.4

片仔癀 5.79% 45.9% 554 41.71 10.90 35.4% 16.9 9.8 0.3

安图生物 -2.99% 0.4% 222 14.02 5.84 27.6% 23.9 12.4 0.4

科伦药业 -0.27% -9.4% 323 12.74 11.81 32.3% 21.7 19.1 0.6

葵花药业 -3.05% 5.6% 93 5.73 5.44 28.4% 21.2 12.6 0.4

欧普康视 -1.22% 41.9% 89 4.14 2.01 31.4% 49.9 16.4 0.5

美年健康 -2.65% -13.1% 494 8.62 9.34 39.2% 68.3 41.1 1.0



1、国家卫健委发布《关于做好辅助用药临床应用管理有关工作的通知》

12月12日，国家卫健委发布《关于做好辅助用药临床应用管理有关工作的通知》（下称《通知》），对加强辅助用

药管理，提高合理用药水平作出明确规定。

《通知》宣布，各省二级以上医疗机构，需要将本机构辅助用药以通用名并按照年度使用金额（2017年12月1日至

2018年11月30日）由多到少排序，不少于20个品种，形成辅助用药目录，并上报省级卫生健康行政部门。各省级卫

生健康行政部门汇总后，以通用名并按照使用总金额由多到少排序，将前20个品种信息上报国家卫健委。国家卫健

委将制订全国辅助用药目录并公布。省级辅助用药目录不得少于国家辅助用药目录。二级以上医疗机构在省级辅助

用药目录基础上，增加本机构上报的辅助用药品种，形成本机构辅助用药目录。国家卫健委将定期对全国辅助用药

目录进行调整，调整时间间隔原则上不短于1年。

http://www.nhc.gov.cn/xxgk/pages/viewdocument.jsp?

【点评】

对于辅助用药而言，近年来确实均不同程度的受到各省重点监控目录的青睐，尤其是中药注射剂及其他滥用药物。

通过终端销售情况可以看到，包括小牛血清、复合辅酶、参芪扶正、鼠神经因子等在医院端销售额下滑速度超过

30%，到目前为止，由北京、河北、山西、内蒙古、辽宁、江苏、安徽、湖北、云南、福建、四川、广西、青海、

甘肃等共计14个省已出台相关政策明确表示对辅助用药进行重点监管或是限制使用，其中9个省市公布了具体名单

。对于辅助用药的监管，已经成为从国家渗透到地区的一项的大范围行动，加上国家到地方的医保控费力度加大，

对于辅助用药的监管会越来越严格，预计对于以中药注射剂等辅助用药为主的企业将造成持续的下降压力，同时也

促进公司积极转型，关注丽珠、华东医药等辅助用药占比不断下滑并积极加快转型的医药企业。

二、行业政策与发展动态：政策热点

http://www.nhc.gov.cn/xxgk/pages/viewdocument.jsp?dispatchDate=&staticUrl=/yzygj/s7659/201812/bc0259007f1a4cf38cb5d0352470e33e.shtml&wenhao=%E5%9B%BD%E5%8D%AB%E5%8A%9E%E5%8C%BB%E5%87%BD%E3%80%942018%E3%80%951112%E5%8F%B7&utitle=%E5%85%B3%E4%BA%8E%E5%81%9A%E5%A5%BD%E8%BE%85%E5%8A%A9%E7%94%A8%E8%8D%AF%E4%B8%B4%E5%BA%8A%E5%BA%94%E7%94%A8%E7%AE%A1%E7%90%86%E6%9C%89%E5%85%B3%E5%B7%A5%E4%BD%9C%E7%9A%84%E9%80%9A%E7%9F%A5&topictype=&topic=&publishedOrg=%E5%8C%BB%E6%94%BF%E5%8C%BB%E7%AE%A1%E5%B1%80&indexNum=000013610/2018-00321&manuscriptId=bc0259007f1a4cf38cb5d0352470e33e


2、国家卫健委发布《关于开展全国抗肿瘤药物临床应用监测工作的通知》

12月12日，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印发《关于开展全国抗肿瘤药物临床应用监测工作的通知》，旨在掌握我国抗肿瘤

药物临床应用情况，进一步加强肿瘤规范化诊疗管理，国家卫健委组织国家癌症中心开发了全国抗肿瘤药物临床应

用监测网，决定对抗肿瘤药物临床应用情况进行监测。

根据《通知》，监测医院范围为全国登记肿瘤科的三级综合医院和肿瘤专科医院，监测主要内容包括恶性肿瘤患者

的门诊、住院、诊断、治疗、检查检验、随访等相关数据，抗肿瘤药物采购和使用清单数据等，共计19张监测表，

分阶段上报数据，自2019年2月10日起，每月10—20日完成上个月的数据上报。医疗机构要按照要求加强监测工作

管理，确保上报数据及时、准确、完整。

http://www.nhc.gov.cn/xxgk/pages/viewdocument.jsp?dispatchDate=&staticUrl=%2Fyzygj%2Fs7659%2F201812%2F

【点评】

肿瘤科室逐渐成为药品销售额最大的科室之一，政府部门一直督促抗肿瘤药物加快降价，减轻肿瘤患者用药负担，

提高抗肿瘤药物可及性，包括今年的肿瘤药价格谈判等，现有的药品创新研发项目中，肿瘤药尤其是肿瘤靶向治疗

药物是其中主要的组成部分，通过开展抗肿瘤药物临床应用监测工作，掌握抗肿瘤药物的应用现状，有利于减少辅

助用药大肆使用等药物滥用现象，提质增效，保证优质肿瘤药推广，提升产业创新的积极性，进而形成良性循环，

共塑良好的肿瘤治疗环境。

二、行业政策与发展动态：政策热点

http://www.nhc.gov.cn/xxgk/pages/viewdocument.jsp?dispatchDate=&staticUrl=/yzygj/s7659/201812/


3、陕西耗材采购正式移交医保局，

12月14日，陕西省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发布《陕西省卫生健康委办公室关于药品耗材采购工作职能移交的函》的通知

。这份通知显示，本月1日，陕西省卫生健康委办公室即致函陕西省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称根据陕西省机构改革职

能调整的工作安排，自2018年12月12日起，陕西省药品耗材的采购工作职能开始移交给陕西省医疗保障局负责。

http://www.sxggzyjy.cn/xwzx/002005/20181214/e7f1d968-3f52-4c33-9a42-24bb9e05b008.html

【点评】

3月份国家医保局成立起，并在其主要职责中明确主管药品耗材价格、各省级医保局纷纷挂牌后，医保局迈出的第

一步，也是实质性的一步。卫健委的药品耗材管控职能正式移交，预示着药品耗材采购的新时代开始了。作为耗材

采购工作突出的省份，陕西省这次又打了头阵。

医保局成立至今，药品带量采购价格降幅明显，对于整体药企造成较大影响，我们认为耗材两票制、耗材带量采购

等针对耗材类市场的政策出台将随着采购权移交变得更加临近。

二、行业政策与发展动态：政策热点

http://www.sxggzyjy.cn/xwzx/002005/20181214/e7f1d968-3f52-4c33-9a42-24bb9e05b008.html


二、行业政策与发展动态：行业动态

1、药明康德在香港联交所挂牌上市！

12月14日，药明康德发布关于境外上市外资股（H 股）挂牌并上市交易的公告，公告称药明康德正在进行申请首次公

开发行境外上市外资股（H 股）并在香港联交所主板挂牌上市的相关工作经香港联交所批准，本公司本次发行的

116,474,200 股境外上市外资股（H 股）（行使超额配售权之前）于 2018年12月13 日在香港联交所主板挂牌并上市交

易。本公司 H 股股票中文简称为“藥明康德”，英文简称为“WUXI APPTEC”，股票代码为“2359”。。

https://news.yaozh.com/archive/25112.html

2、复宏汉霖已向港交所呈交上市申请

12月13日，复星医药公告称：控股子公司复宏汉霖已通过其联席保荐人向香港联交所呈交上市申请，以申请复宏汉霖

H股股份于香港联交所主板上市及获准买卖。建议分拆及上市后，复宏汉霖将继续为公司的控股子公司。

https://news.yaozh.com/archive/25111.html

3.信达生物贝伐珠单抗候选生物类似药2两项临床达主要终点

12月13日，信达生物发布公告，称其贝伐珠单抗的候选生物类似药产品IBI-305已在两项随机及头对头临床试验达主

要终点。即通过治疗晚期非鳞非小细胞肺癌患者III期临床研究（CIBI305A301）和健康受试者药代动力学研究（

CIBI305A201），IBI-305是一种重组人源化抗血管内皮生长因子（抗VEGF）单克隆抗体。

https://news.yaozh.com/archive/25105.html

https://news.yaozh.com/archive/25112.html
https://news.yaozh.com/archive/25111.html
https://news.yaozh.com/archive/25105.html


二、行业政策与发展动态：行业动态

4、赛诺菲强效动员剂释倍灵中国获批

为提升非霍奇金淋巴瘤患者的治愈希望，赛诺菲中国12月11日宣布，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已批准释倍灵（普乐沙福注

射液），与粒细胞集落刺激因子联用，适用于非霍奇金淋巴瘤患者中动员造血干细胞进入外周血，以便于完成造血干

细胞采集与自体移植。

https://news.yaozh.com/archive/25085.html

5.再鼎医药首款产品则乐香港首批上市

12月11日再鼎医药（纳斯达克代码：ZLAB）宣布，香港首个获批用于所有铂敏感复发卵巢癌患者维持治疗，而无论

BRCA 是否突变的 PARP 抑制剂——则乐®（尼拉帕利，ZL-2306）正式上市。

https://news.yaozh.com/archive/25090.html

https://news.yaozh.com/archive/25085.html


三、指数追踪与个股表现

【医药指数涨幅】

本周生物医药指数下跌3.25%，板块表现差于沪深300的0.49%的跌幅。截至本周，医药指数2018年至今表现略逊于

沪深300的21.46%的跌幅，累计跌幅为23.16% 。2018年至今医药指数表现整体起伏较大，在经历了一月初到一月中

下旬连续上涨，2月初快速下降，2月中旬医药指数随大盘快速反弹，目前形成底部稳定波动后的反弹。我们判断随

着医保目录调整，行业中的公司分化将进一步加大，低估值白马优质个股会逐渐脱颖而出。2018年重点布局直击医

药产业发展需求痛点的细分领域，我们重点推荐布局民营医疗服务、连锁药店、医药流通、OTC品牌药、仿制药一

致性评价和创新药等细分板块和相关主题。

数据来源：Wind，东吴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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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指数追踪与个股表现

【医药市盈率追踪】

截止12月14日，医药指数市盈率为26.34，环比上周下降0.9个单位，低于历史均值15.68个单位；沪深300指数市盈率

为10.58，医药指数的估值溢价率为148.9%，环比下降7.7%，低于历史均值44.2个百分点。

数据来源：Wind，东吴证券研究所



三、指数追踪与个股表现

【医药子板块追踪】

本周生物医药指数下跌3.25%，板块表现差于沪深300的0.49%的跌幅；子板块中，表现最好的医疗服务跌幅为0.97%

，最弱势的生物制品下跌7.31%。2018年至今，表现最好的子板块为医疗服务，跌幅为13.18%，优于医药指数

23.16%的跌幅，优于沪深300指数21.46%的跌幅。当前生物医药估值水平略低于历史平均，沪深300处于相对历史低

位，低于历史平均，具体对各子版块而言，医药各子版块估值水平均处于历史平均。

数据来源：Wind，东吴证券研究所

行业 周涨跌幅 年初至今

沪深300 -0.49 -21.46 

医疗服务 -0.97 -13.18 

中药 -1.11 -27.15 

化学制药 -2.34 -22.62 

原料药 -3.17 -27.82 

生物医药 -3.25 -23.16 

医药商业 -3.33 -27.49 

医疗器械 -5.54 -26.26 

生物制品 -7.31 -18.27 



三、指数追踪与个股表现

【个股表现】

周涨跌幅前十

公司 涨跌幅 事件 公司 涨跌幅 事件

国农科技 11.8% 上海莱士 -40.9%

海普瑞 7.9% 普利制药 -15.9%

棒杰股份 6.9% 乐普医疗 -15.6%

塞力斯 6.7% 贝达药业 -13.7%

利德曼 6.3% 辅仁药业 -11.6%

片仔癀 5.8% 迈克生物 -11.1%

通化金马 5.6% 华海药业 -10.6%

哈药股份 4.9% 延安必康 -10.3%

华润三九 4.5% 博雅生物 -9.7%

云南白药 3.9% 华兰生物 -9.3%

数据来源：Wind，东吴证券研究部

年初至今涨跌幅前十

公司 涨跌幅 事件 公司 涨跌幅 事件

卫宁健康 81.5% 千山药机 -74.7%

通策医疗 65.6% 南京新百 -74.2%

海普瑞 47.7% 华大基因 -73.9%

正海生物 47.0% *ST长生 -72.1%

片仔癀 45.9% 延华智能 -71.6%

爱尔眼科 44.5% 华仁药业 -71.2%

我武生物 42.5% 华业资本 -68.0%

汤臣倍健 42.4% 恒康医疗 -67.1%

欧普康视 41.9% 新日恒力 -66.9%

智飞生物 39.7% 中珠医疗 -66.7%

数据来源：Wind，东吴证券研究部



四、海外医药市场追踪：港股指数追踪

【主要指数涨跌幅】

本周恒生医疗保健指数表现差于恒生指数。本周恒生医疗保健指数下跌4.12%，差于恒生指数0.12%的涨幅；其中金

嗓子以18.1%的涨幅位居周涨幅榜首位，而石药集团下跌12.7%，表现最差。

%

数据来源：Bloomberg，东吴证券研究所

周涨跌幅前五

公司 涨跌幅 公司 涨跌幅

金嗓子 18.1% 石药集团 -12.7%

同仁堂科技 3.0% 石四药集团 -10.9%

四环医药 2.9% 神威药业 -9.7%

三生制药 2.3% 中国先锋医药 -9.3%

威高股份 2.2% 康臣药业 -7.7%



五、海外医药市场追踪：热点资讯

数据来源：Bloomberg，东吴证券研究所

【海外热点新闻检索】

1.罗氏“三联方案”获批用于非鳞状NSCLC一线疗法

近日，Tecentriq迎来重要里程碑式进展，罗氏宣布FDA批准Tecentriq+贝伐单抗+化疗“三联方案”sBLA，获批一线
治疗EGFR-/ALK-非鳞非小细胞肺癌，这对于Tecentriq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肺癌上的成功开疆拓土将奠定在
Tecentriq在PD-L1单抗“一哥”地位，将阿斯利康Imfinzi，默克/辉瑞Bavencio远远甩在了身后。

2.杨森公司银屑病新药达到3期主要终点

12月13日，强生（J&J）公司旗下的杨森（Janssen）公司宣布其上市药物Tremfya（guselkumab），在治疗成人中度
至重度斑块状银屑病的3期试验ECLipsE中，疗效优于目前银屑病的标准疗法。这些数据将于12月12日至15日在维也
纳举办的第3届炎症性皮肤病峰会上发布。本次试验首次提供了Tremfya，作为靶向白细胞介素-23（IL-23）的抑制
剂，与作为银屑病目前标准疗法的IL-17抑制剂对比研究的结果。

3.深挖2型糖尿病疗法诺和诺德将利用AI进行新研究

近日，丹麦制药公司诺和诺德宣布与位于英国牛津的e-therapeutics公司进行研究合作，两家公司将使用e-

therapeutics的专有Network-Driven Drug Discovery（NDD）平台，寻找针对2型糖尿病特定领域的、新的生物机制治
疗方法。

4.海洋来源抗癌药Aplidin获批：首个新一类多发性骨髓瘤疗法

PharmaMar总部位于西班牙马德里，在发现和开发创新型海洋衍生抗癌药方面是领先的生物制药公司，拥有一条重
要的候选药物管线和强大的肿瘤学研发项目。近日，该公司宣布，澳大利亚药品管理局（TGA）已批准药物Aplidin

（plitidepsin），联合地塞米松用于对其他疗法治疗失败或有抵抗的复发性或难治性多发性骨髓瘤（MM）患者的治
疗。此次批准，也是Aplidin在全球范围内的首个监管批准。



五、海外医药市场追踪：热点资讯

数据来源：Bloomberg，东吴证券研究所

【海外热点新闻检索】

5.云端AI平台加速药物开发德国默克与Cyclica达成合作

12月12日，德国默克（Merck KGaA）宣布，该公司与Cyclica公司达成授权合作协议，将使用该公司名为Ligand 

Express的云端蛋白质组（proteome）筛选平台加快药物研发。Ligand Express是一种用人工智能（AI）辅助的基于
分子结构的蛋白质组筛选平台，用于发现与小分子化合物结合的新靶点。这项合作将帮助德国默克高效率地揭示该
公司一系列在研小分子化合物的作用机制，并且评估它们的安全性以及在其它方面的应用。

6.整合基因组和组织学信息基因组学公司联手开拓新前沿

10x Genomics公司宣布收购位于瑞典斯德哥尔摩的Spatial Transcriptomics公司。Spatial Transcriptomics公司是空间基
因组学（spatial genomics）领域的领先公司。空间基因组学是一个新兴领域，它不但让研究人员可以获得单细胞内
的基因组数据，而且可以比较在组织不同部位的细胞中基因组信息的变化。这一技术在肿瘤学、神经科学和免疫学
等疾病领域中将有很广泛的应用前景，而且可用于更广范围的生物学研究。

7.安进与Entera合作开发口服大分子生物制剂

12月12日，Entera Bio宣布已与安进（Amgen）在炎症性疾病和其它严重疾病领域达成一项研究合作及许可协议，
Entera将使用其独有的大分子药物口服递送平台为安进开发一款口服大分子生物制剂。根据协议条款，安进将支付
给Entera预付款并负责Entera开展临床前研发的费用。安进将负责产品的临床试验、制造和推广。根据临床和推广
里程碑，Entera可能获得2.7亿美元的后续付款以及产品销售额分成。协议还允许安进有权以同样方式开发另外两种
产品。



六、东吴医药近期报告

【东吴医药近期报告】
医药行业Q3行业综述
智飞生物（300122）
安图生物(603658)  

美年健康（002044）
乐普医疗（300003）
九州通（600998）
上海医药（601607）
欧普康视(300595)     

行业专题报告
公司点评报告
公司点评报告
公司点评报告
公司点评报告
公司点评报告
公司点评报告
公司点评报告

2018-11-07

2018-11-07

2018-10-31

2018-10-30

2018-10-29

2018-10-29

2018-10-28

2018-10-26

医药行业Q3行业综述：医药行业延续上升趋势，上市公司收入利润维持20%+增速
签署HPV疫苗采购协议，为公司业绩增长提供保障（300122）
公司2018年1-9月收入和归母净利润分别增长业38.39%和27.01%，符合预期（603658）
2018年1-9月业绩增长68.2%，基本实现全国布局600家专业体检中心的目标（002044）
Q3单季度扣非净利润增长49.54%，超市场预期，经营活动现金流加速明显扣非净利润增长23.20%，
业绩符合预期，现金流改善明显（600998）
商业、工业收入稳定增长，研发投入增加影响当期业绩（601607）
业绩符合预期，产品扩张迅速，推广力度上升—欧普康视（300595）

翰宇药业(300199) 公司点评报告 2018-10-26 多肽制剂稳健发展，业绩基本符合预期—翰宇药业（300199）

恒瑞医药(600276) 公司点评报告 2018-10-26 公司业绩加速增长，重磅产品陆续获批，创新药步入收获期—恒瑞医药（600276）

华东医药(000963) 公司点评报告 2018-10-26 业绩符合预期，工业板块高速增长，研发投入加大，商业板块经营有待改善—华东医药（000963）

亿帆医药(002019) 公司点评报告 2018-10-26 业绩基本符合预期，泛酸钙价格承压，基药目录新进品种有望助飞制剂板块—亿帆医药（002019）

我武生物(300357) 公司点评报告 2018-10-24 收入增速31.36%，业绩符合预期，在研品种进展顺利—我武生物（300357）

恩华药业(002262) 公司点评报告 2018-10-23 扣非增长超预期，工业板块招标放量显著，商业板块受两票制影响下滑—恩华药业（002262）

长春高新(000661) 公司点评报告 2018-10-22 前三季度业绩维持快速增长，药品板块继续维持高增速—长春高新（000661）

行业专题报告 2018-10-19 医药行业数据季报——政策进入观望期，把握业绩确定性增长

智飞生物(300122) 公司点评报告 2018-10-19 净利润增速354%，重磅产品放量公司成长向好—智飞生物（300122）

行业专题报告 2018-09-04

医药行业2018年H1行业业绩综述：医药行业延续上升趋势，上市公司收入增长20.68%，归母净利润
增长19.49%—医药生物行业

亿帆医药(002019) 公司点评报告 2018-09-02

业绩基本符合预期，泛酸钙价格承压，制剂板块有望加速，加大研发投入布局产品管线—亿帆医药
（002019）

华东医药(000963) 公司点评报告 2018-08-29 拟14.9亿元收购Sinclair，加强医美领域布局—华东医药（000963）

九州通(600998) 公司点评报告 2018-08-28 公司业绩符合预期，基层医药及零售的实现稳定快速增长—九州通（600998）

科伦药业(002422) 公司点评报告 2018-08-28

制剂板块产品相继上市，川宁放量贡献利润，输液板块效率提升，公司进入快速增长期—科伦药业
（002422）

欧普康视(300595) 公司点评报告 2018-08-23 业绩符合预期，加强产品推广力度—欧普康视（300595）

华润双鹤(600062) 公司点评报告 2018-08-23 去年高基数带来利润端增速放缓，分版块看公司整体经营向好—华润双鹤（600062）

华东医药(000963) 公司点评报告 2018-08-22 业绩符合预期，工业板块高速增长，商业板块经营改善—华东医药（000963）

长春高新(000661) 公司点评报告 2018-08-21 净利润增速92.93%超预期，生长激素放量增长推动公司业绩爆发—长春高新（0006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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