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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安观点： 

 投资建议：带量采购巨幅降价对行业信心的冲击还未消除，国家版辅助用

药目录已提上议事日程，本周医保局又继续发布《关于申报按疾病诊断相

关分组付费国家试点的通知》，在负面政策的连续冲击下，医药行业上周

下跌 6.41%，继续领跌所有子行业。在医保资金紧张的背景下，医保局作

为支付方，对药品价格以及用药结构的调整将会成为未来的主旋律。虽然

如此，我们认为对于医药行业仍然不必过度悲观，医保总支出不会减少，

只是结构性调整，必将诞生结构性机会。另外，消费型医疗需求持续增长，

医疗消费升级仍有巨大市场。我们建议自上而下规避政策风险，回避辅助

用药和仿制药板块（尤其是研发储备不足，仿制药存量销售大的品种），

配置不受政策影响的高景气细分领域，如：①CRO、CMO领域：凯莱英、

药明康德、药石科技；②核医学及放射医学领域：东诚药业、中国同辐、

星普医科；③特色原料药领域：司太立、富祥股份；④口腔消费升级：

正海生物、通策医疗；⑤创新储备丰富、仿制药存量销售不大的品种仍

然值得长期关注：海辰药业、安科生物、千红制药。 

 DRGs在发达国家成效显著，我国已经开始向预付制转变。我们早在 2017

年 12月发布的深度报告《医疗改革启示录之医保支付标准篇——医保崛

起，结构优化》中就深入分析了 DRGs在各发达国家的应用及起到的卓越

效果。医保支付方式总体可分为后付费制和预付费制两类，其中后付费制

主要有按项目付费和按服务单元付费两种；预付费制则包括总额预付、按

人头付费、按病种付费等。美国、德国等发达国家借助总额预付、DRGs 等

方式有效控制了医疗费用。目前在我国比较广泛实行的是按服务项目付

费，属于后付费制度。在这种支付方式下，付费方在医疗服务行为发生后

按实际费用进行补偿，难以有效控制费用。近年国家层面多次下发按病种

支付指导文件，北京、安徽等地积极响应。本次医保局发布通知提升试点

范围，发展方向基本确定。预付制下医疗机构会设法节省医疗费用，配合

集采促进低价中标药品的使用。 

 行业要闻荟萃：首个国产 PD-1获批上市；GSK与辉瑞合资，成立全球最

大 OTC药企；4+7带量采购时间确定；国家医保局发文，药企营销迎巨

变。 

 行情回顾：上周医药板块下跌 6.47%，同期沪深 300指数下跌 4.31%；申

万一级行业中所有板块均下跌，医药行业在 28个行业中排名第 28位。医

药子行业均下跌，跌幅最大的是医疗服务，下跌 8.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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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投资建议：带量采购巨幅降价对行业信心的冲击还未消除，国家版辅助用药目录已提上议事日程，

本周医保局又继续发布《关于申报按疾病诊断相关分组付费国家试点的通知》，在负面政策的连续

刺激下，医药行业上周下跌 6.41%，继续领跌所有子行业。在医保资金紧张的背景下，医保局作为

支付方，对药品价格以及用药结构的调整将会成为未来的主旋律。虽然如此，我们认为对于医药行

业仍然不必过度悲观，医保总支出不会减少，只是结构性调整，必将诞生结构性机会。另外，消费

型医疗需求持续增长，医疗消费升级仍有巨大市场。我们建议自上而下规避政策风险，回避辅助用

药和仿制药板块（尤其是研发储备不足，仿制药存量销售大的品种），配置不受政策影响的高景气

细分领域，如：①CRO、CMO 领域：凯莱英、药明康德、药石科技；②核医学及放射医学领域：

东诚药业、中国同辐、星普医科；③特色原料药领域：司太立、富祥股份；④口腔消费升级：正海

生物、通策医疗；⑤创新储备丰富、仿制药存量销售不大的品种仍然值得长期关注：海辰药业、安

科生物、千红制药。 

DRGs 在发达国家成效显著，我国已经开始向预付制转变。我们早在 2017 年 12 月发布的深度报告

《医疗改革启示录之医保支付标准篇——医保崛起，结构优化》中就深入分析了 DRGs 在各发达国

家的应用及起到的卓越效果。医保支付方式总体可分为后付费制和预付费制两类，其中后付费制主

要有按项目付费和按服务单元付费两种；预付费制则包括总额预付、按人头付费、按病种付费等。

美国、德国等发达国家借助总额预付、DRGs 等方式有效控制了医疗费用。美国早在 1983 年就开

始实施按病种付费的医保支付方式改革，到 1997 年 Medicare 计划住院费用中按病种支付的比例

就已达到 66%。德国 70-90 年代实施总额预付改革；1997 年以后，德国开始在总额预付的基础

上探索按病种付费，到 2009 年建立了全国统一的 DRGs 支付模式。目前在我国比较广泛实行的是

按服务项目付费，属于后付费制度。在这种支付方式下，付费方在医疗服务行为发生后按实际费用

进行补偿，难以有效控制费用。近年国家层面多次下发按病种支付指导文件，北京、安徽等地积极

响应。本次医保局发布通知提升试点范围，发展方向基本确定。预付制下医疗机构会设法节省医疗

费用，配合集采促进低价中标药品的使用。 

 

二、 行业要闻荟萃 

2.1 首个国产 PD-1 获批上市 

12 月 17 日，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有条件批准首个国产 PD-1 单抗——特瑞普利单抗注射液（商品

名：拓益）上市。这是我国企业独立研发、具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生物制品创新药品，用于治疗

既往标准治疗失败后的局部进展或转移性黑色素瘤。 

目前，肿瘤免疫治疗领域研究热点主要集中在抗程序性死亡-1（PD-1）受体等免疫检查点抑制剂上，

它和传统的化疗和靶向治疗不同，主要是通过克服患者体内的免疫抑制，重新激活患者自身的免疫

细胞来杀伤肿瘤，是一种全新的抗肿瘤治疗理念。此次获批的特瑞普利单抗是由苏州众合生物医药

股份有限公司研制开发的抗 PD-1 受体的全人源单克隆抗体，可通过封闭 T 淋巴细胞的 PD-1，阻

断其与肿瘤细胞表面 PD-L1 结合，解除肿瘤细胞对免疫细胞的免疫抑制，使免疫细胞重新发挥抗肿

瘤细胞免疫作用而杀伤肿瘤细胞。 

黑色素瘤在我国近年来呈现快速增长趋势，为发病率增长最快的恶性肿瘤之一，每年新发病例约

20000 例，死亡率也呈逐年快速上升趋势，已经成为严重危及我国人民健康的疾病之一。在治疗方

面，一线治疗失败的黑色素瘤患者目前缺乏有效的标准治疗方案。本品的临床试验结果显示，治疗

既往接受全身系统治疗失败的不可切除或转移性黑色素瘤患者的客观缓解率达 17.3%，疾病控制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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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 57.5%， 1 年生存率达 69.3%。 

特瑞普利单抗作为我国批准上市的首个国产以 PD-1 为靶点的单抗药物，获得国家科技重大专项项

目支持。本品自 2016 年初开始临床研发，至今有二十多项临床试验正在进行中，包括在美国同步开

展的临床试验。2018 年 3 月，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正式受理了本品的上市注册申请，并将其纳入优

先审评审批品种予以加快审评审批。国家药品审评中心、药品审核查验中心及中国食品药品检定研

究院等相关单位通力协作，主动与申报单位沟通指导，及时解决审评中遇到的技术问题，优先安排

技术审评、现场检查和实验室检验，并基于申请人已完成的中国晚期黑色素瘤 II 期研究有效性数据

和 7 项临床研究的安全性数据，于 12 月 17 日有条件批准了本品上市注册。 

点评：黑色素瘤在我国近年来呈现快速增长趋势，为发病率增长最快的恶性肿瘤之一，每年新发病

例约 20000 例，死亡率也呈逐年快速上升趋势，已经成为严重危及我国人民健康的疾病之一。本品

的上市批准对解决我国肿瘤患者临床用药选择具有积极意义。 

 

2.2 GSK 与辉瑞合资，成立全球最大 OTC 药企 

12 月 19 日，葛兰素史克（GSK）与辉瑞宣布将成立一家合资公司，合并旗下消费保健业务，营收

将达 98 亿英镑（共计 858 亿人民币），其中，GSK 持有 68%的多数股权，辉瑞将拥有合资公司 32%

的股权。 

葛兰素史克表示，在这项协议的基础上，英国将拥有两家新的跨国企业，分别专注于制药/疫苗及消

费保健。 

据 GSK 官网表示，这一组合将汇集两个消费者健康品牌组合，包括 GSK 的 Sensodyne，Voltaren

和 Panadol 以及辉瑞公司的 Advil，Centrum 和 Caltrate。 

合资企业将成为止痛，呼吸道，维生素和矿物补充剂，消化系统健康，皮肤健康和治疗型口腔健康

领域的领导者——同时，合资企业将成为 OTC 产品的全球领导者，其市场份额会达 7.3%，紧随其

后的竞争对手只有 4.1%，并在所有关键市场都位居前二名，包括美国和中国。 

据悉，交易预计将实现巨大的成本协同效应，到 2022 年，合资企业预计每年可节省 5 亿英镑——

预计总现金成本为 9 亿英镑，非现金成本为 3 亿英镑，高达 25%的成本节约旨在业务投资，以支持

创新和其他增长机会。 

GSK 首席执行官 Emma Walmsley 表示：18 个月前，我为 GSK 制定了优先事项和资本配置框架，

以提高我们的长期竞争力。我们通过优先研发项目，消费者医疗保健业务的少数股权收购以及一系

列非核心产品撤资来重塑集团的投资组合。与此同时，通过 GSK 和辉瑞的消费者医疗保健业务相结

合，并且伴随着我们未来的分离意图，该交易还为 GSK 创建一个新的全球制药/疫苗公司提供了明

确的途径。 

从时间线来看，这个全球最大处方药企业的成立，经历了一年多的磨合和探索。 

2018 年 7 月，辉瑞宣布，将原有的两大业务分拆成三大业务部门，分别为创新药物、成熟药物和消

费者健康。当时就有分析认为，辉瑞将消费者健康单独分出，可能是为了后来的出售，加速剥离此

业务部门。 

实际上，辉瑞出售消费者健康的计划要回溯到 2017 年。2017 年 10 月 25 日，路透社发布消息，辉

瑞计划于 2017 年 11 月展开其消费者保健业务出售流程，出售价或超 150 亿美元。 

资料显示，辉瑞消费者保健业务有善存、钙尔奇、惠菲宁（美敏伪麻溶液），以及一部分的个人护

理和止痛剂等知名产品。这些产品涵盖全球 90 多个国家地区，2016 年全球营业收入约为 230 亿。

除了 GSK 之外，包括强生、利洁时、拜耳、雀巢、宝洁等跨国企业都表达了收购兴趣。在辉瑞宣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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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当日，GSK 首席执行官 Emma Walmsley 就表示，GSK 有意通过收购增强消费者保健业务，辉瑞

和默克出售的消费者保健业务都将成为其收购的潜在对象。 

点评：辉瑞消费者保健业务有善存、钙尔奇、惠菲宁（美敏伪麻溶液），以及一部分的个人护理和

止痛剂等知名产品。此次合资公司的成立，意味着 GSK 最终赢得了与强生、利洁时等跨国企业的竞

争，成功接盘辉瑞的消费者健康业务。 

 

2.3 4+7 带量采购时间确定 

会议通知显示，为贯彻落实国家组织药品集中采购和使用试点工作部署会议精神，平稳有序推动 4+7

城市药品集中采购工作，因此召开国家组织的《药品集中采购试点工作会议》。 

参会人员有国家组织药品集中采购试点办公室成员，联合采购办公室成员，生产企业负责人。 

此次会议主要对企业保证质量和供应作出要求，医保局副局长陈金甫谈到：中标企业要保证质量，

保证供应，随后，国家会出台相应的文件让节约的医保资金投入到公立医院的改革中去，比如医院

的建设，人员的薪酬考核，提高医疗服务质量， 

我们都知道，带量采购的核心就是“量价挂钩”，以量换价，企业会根据相关部门提出的采购量，

来确定投标价，决定是否中标。如果无法完成约定的采购量，对于药企来说，价格降了，量却没到，

必然会带来损失。 

因此，如何约束医疗机构保证用量就是一个需要关注的问题。据参会人员透露：量的保证主要靠医

院的执行，由各个地方的医保局出台相关政策保证，“量是肯定能保证的”。此外，独家中标后，中

标企业也必须保证“量”的供应，在参会现场，中标企业都表态：供货没有问题。与此同时，此前

上海带量采购的试点也提供了很好的思路，据华泰证券研究所分析，上海第三批带量采购执行策略

可以称为“四管齐下”的激励约束机制。 

医院层面：如果医院可以留用采购了带量品种节省的医保费用，这相当于对医院的激励；并且会把

带量采购品种的使用纳入到考核，如果不符合条件的医院，其本身定点医院的评审，以及相应的奖

补是无法拿到的。院长层面：把使用情况作为院长年终绩效考核的一个重要指标。 科室层面：不符

合条件的科室无法进行相应的评审评奖。医生层面：进行处方监管，处方量明显降低的医师名单，

要被约谈。 

据悉，上海的采购周期可以顺延：如果在 12 个月内没有完成，可以适当延长，但原则上不能超过

15 个月，阿莫西林是用 13～14 个月完成了采购量。以上海第三批带量采购情况为例，9 月 1 日执

行，10 月底的时候有两个品种已经基本完成了全年的采购量，正常是 6 个月用完。 

因此，按照上海此前的思路和做法，此次带量采购中，医疗机构的采购量是不用太担心的。 

此前《4+7 城市药品集中采购文件》规定，申报企业若不参加或不接受议价谈判的，该品种作流标

处理，且将影响该企业在试点地区所涉及药品的集中采购。针对此项条款，业内存在不同的声音：

虽然文件中没有惩罚性条款，但可能会有相应的处罚措施，比如禁止在 4+7 城市销售，或者在后续

市场准入中被“秋后算账”。 

此前，曾有接近此次带量采购的相关专家表示：对于流标的品种，目前还是原状，流标品种最大的

损失是失去了这次抢占市场的机会。对此，此次会议中，陈金甫也作出回应：只要企业正常参与就

是对政策的支持，即使流标，也会对流标企业有一定的尊重，不会有其他的惩罚措施。在带量采购

的中标结果中，最明显的改变就是价格大幅下降，就此次中选结果可知，药价降幅平均 52%，最高

降幅 96%，降价效果十分明显，在这个结果下，药企是否还有动力维持药品的质量，成为业内关注

的问题。对此，会议中，所有药企表态：要以质量为先。其中，上海的近红外光谱的检测是比较好

的质量保证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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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海此前的保质措施中，所有的中标药品 PP 均需要检测，确保图像一致，这样可以保证每批次质

量比较稳定。如果有问题，就会被列入黑名单，未来 5 年所有产品不得参与采购。 

点评：目前全国多地已效仿“4+7 城市药品集中采购”而出台了新一轮药品集中采购方案，并且已

经到了落地效果。如果全国内发生价格联动，11 个城市的价格放大到全国，这种“不带量联动”会

对企业的价格体系影响很大。我们不担心联动后全国价格的拉平，拉平也不见得是坏事，能给我保

证量更好，即使无法保证量，如果因为价格低而扩大使用量，让很多原来吃不起药的患者，现在吃

的起，也是一件好事。 

 

2.4 国家医保局发文，药企营销迎巨变 

医保局 12 月 20 日发布《关于申报按疾病诊断相关分组付费国家试点的通知》，通知要求，原则上

各省可推荐 1-2 个城市（直辖市以市为单位）作为国家试点候选城市，并对候选城市应该具备的条

件作出要求。 

国家医保局要求，各省要积极推动和参与按 DRGs 付费国家试点工作，建立健全工作机制，指导拟

申报国家试点城市做好调查摸底、数据收集等前期准备和申报工作。按照通知要求，12 月 20 日前

相关材料应报送国家医保局。国家医保局将综合评估，确定试点城市及后续工作。 

DRGs 即 Diagnosis Related Groups，翻译成中文即“按疾病诊断相关分组”。DRGs 付费指的是

首先综合考虑患者年龄、性别、住院天数、临床诊断、病症、手术、合并症与并发症等情况，将临

床过程相近、费用消耗相似的病例分到同一个 DRG 病组，在 DRGs 分组的基础上，通过科学的测

算制定出每一个组别的付费标准，并以此标准对医疗机构进行预先支付的一种方法。 

与单病种付费不同，DRGs 付费覆盖全部疾病谱。在病种的基础上形成有效的疾病成本的核算，在

进行规范编码的基础上形成科学，合理和适合于不同病种的类似分组空间。若患者出现合并症和并

发症后，病组会发生变化，治疗疾病的费用也会跟着改变。 

在 DRGs 付费机制下，医生不需要面对费用上升压力，可以在其相关诊断分类标准下进行有效治疗，

患者不仅可以得到良好的治疗效果，而且可以尽量缩短病程，获得更好的愈后。 

由于按病种付费、DRGs 付费是预先支付的机制，如果治疗实际费用超出相关文件的规定则需要由

医院自身消化，因此医院和医生必定会严格按照临床路径来进行诊疗。 

这相比目前的控制药占比、限制辅助用药等政策，将是更严格有效的控费手段。因为，按病种付费、

DRGs 付费下，医务人员将会尽量采取最为合理、最为经济的治疗方案。如果医院能够通过改进管

理和诊疗流程，省下一部分费用，就归入医院的盈利。 

在此前试点中，也确实起到了较好的控制医疗费用的作用。据媒体报道，北医三院、北大人民医院

等北京六家大型三甲医院 DRGs 支付试点中，选择了 108 个病组。这样操作后，108 个病组的医疗

成本支出平均下降 19％。据了解，试行总额控制下的 DRGs 付费方式改革以后，江阴市人民医院

2017 年住院率与 2016 年基本持平，2017 年次均住院费用比 2016 年降低 1.2%，其中药占比降低

2%。江阴市社会保险基金管理中心负责人表示，“这是自我市医保制度建立以来，医疗机构的次均

住院费用首次出现下降，表明总控下的 DRGs 付费方式改革取得了较好的控费成效。” 

如今，新成立的国家医保局正式发文，开展 DRGs 付费国家试点，探索建立 DRGs 付费体系，显然

是上述政策的落地。随着医保支付改革的推进，相比过去长期以来实行的医保按服务项目付费，按

病种付费将极大改变医生的诊疗行为。按照社科院公共政策研究中心主任朱恒鹏的说法，在按病种

付费下，按照“结余留用、超支分担”的原则，医生享有剩余索取权和剩余控制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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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评：在新的医保付费制度下，医院对医生的绩效考核必然会发生较大转变：由过去通过过度诊疗、

大处方、开高价药为医院带来较大效益，转变为合理诊疗、少开药、开性价比高的药，为医院带来

较好的效益。在新的医保付费机制的激励和约束下，医院自然会产生主动降低药品采购价格、少开

药的内生动力。 

 

三、 行情回顾 

上周医药板块下跌 6.47%，同期沪深 300指数下跌 4.31%；申万一级行业所有板块均下跌，医药行业在 28

个行业中排名第 28位。医药子行业均下跌，跌幅最大的是医疗服务，下跌 8.96%。 

图表 1 医药行业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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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止 2018 年 12 月 21 日，医药板块估值为 23.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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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8.98%。虽然目前估值溢价率趋近于历史均值 55.47%，但医药股仍存在

估值提升的空间。 

图表 3 医药行业与全部 A 股（剔除金融）估值比较 

 

资料来源：WIND、平安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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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4 医药板块各子行业 2016 年初以来市场表现 图表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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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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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2907.SZ 华森制药 20.32 1 002252.SZ 上海莱士 -32.37 

2 300453.SZ 三鑫医疗 9.16 2 600267.SH 海正药业 -19.23 

3 300381.SZ 溢多利 6.04 3 603939.SH 益丰药房 -17.35 

4 300216.SZ 千山药机 5.96 4 600763.SH 通策医疗 -16.36 

5 600272.SH 开开实业 5.68 5 002727.SZ 一心堂 -16.22 

6 600796.SH 钱江生化 3.89 6 600276.SH 恒瑞医药 -14.96 

7 002102.SZ 冠福股份 3.83 7 000766.SZ 通化金马 -14.74 

8 600767.SH ST 运盛 3.81 8 603883.SH 老百姓 -12.46 

9 603987.SH 康德莱 3.71 9 000423.SZ 东阿阿胶 -11.62 

10 600538.SH 国发股份 3.37 10 603127.SH 昭衍新药 -11.46 

11 300181.SZ 佐力药业 3.05 11 002589.SZ 瑞康医药 -11.46 

12 300294.SZ 博雅生物 3.00 12 603108.SH 润达医疗 -10.98 

13 002864.SZ 盘龙药业 2.97 13 000004.SZ 国农科技 -10.90 

14 300171.SZ 东富龙 2.69 14 300529.SZ 健帆生物 -10.90 

15 600664.SH 哈药股份 2.60 15 300015.SZ 爱尔眼科 -10.62 

料来源：WIND、平安证券研究所 

 

四、 12 月上市公司股东大会统计 

图表 7  12 月上市公司股东大会一览 

代码 名称 会议日期 会议类型 

000078.SZ 海王生物 2018-12-24 临时股东大会 

002219.SZ 恒康医疗 2018-12-24 临时股东大会 

300244.SZ 迪安诊断 2018-12-24 临时股东大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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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码 名称 会议日期 会议类型 

603233.SH 大参林 2018-12-24 临时股东大会 

002675.SZ 东诚药业 2018-12-25 临时股东大会 

300439.SZ 美康生物 2018-12-25 临时股东大会 

603456.SH 九洲药业 2018-12-25 临时股东大会 

002287.SZ 奇正藏药 2018-12-26 临时股东大会 

300267.SZ 尔康制药 2018-12-26 临时股东大会 

300534.SZ 陇神戎发 2018-12-26 临时股东大会 

600055.SH 万东医疗 2018-12-26 临时股东大会 

600488.SH 天药股份 2018-12-26 临时股东大会 

600587.SH 新华医疗 2018-12-26 临时股东大会 

000597.SZ 东北制药 2018-12-27 临时股东大会 

002001.SZ 新和成 2018-12-27 临时股东大会 

002030.SZ 达安基因 2018-12-27 临时股东大会 

300639.SZ 凯普生物 2018-12-27 临时股东大会 

300685.SZ 艾德生物 2018-12-27 临时股东大会 

600833.SH 第一医药 2018-12-27 临时股东大会 

603880.SH 南卫股份 2018-12-27 临时股东大会 

000756.SZ 新华制药 2018-12-28 临时股东大会 

000908.SZ 景峰医药 2018-12-28 临时股东大会 

002399.SZ 海普瑞 2018-12-28 临时股东大会 

002589.SZ 瑞康医药 2018-12-28 临时股东大会 

300255.SZ 常山药业 2018-12-28 临时股东大会 

300298.SZ 三诺生物 2018-12-28 临时股东大会 

300412.SZ 迦南科技 2018-12-28 临时股东大会 

600329.SH 中新药业 2018-12-28 临时股东大会 

300108.SZ 吉药控股 2019-01-02 临时股东大会 

603998.SH 方盛制药 2019-01-02 临时股东大会 

002462.SZ 嘉事堂 2019-01-03 临时股东大会 

002898.SZ 赛隆药业 2019-01-03 临时股东大会 

600572.SH 康恩贝 2019-01-03 临时股东大会 

600594.SH 益佰制药 2019-01-03 临时股东大会 

002262.SZ 恩华药业 2019-01-04 临时股东大会 

002880.SZ 卫光生物 2019-01-04 临时股东大会 

300122.SZ 智飞生物 2019-01-04 临时股东大会 

300723.SZ 一品红 2019-01-04 临时股东大会 

600062.SH 华润双鹤 2019-01-04 临时股东大会 

600645.SH 中源协和 2019-01-04 临时股东大会 

600998.SH 九州通 2019-01-04 临时股东大会 

603520.SH 司太立 2019-01-04 临时股东大会 

000513.SZ 丽珠集团 2019-01-07 临时股东大会 

000538.SZ 云南白药 2019-01-08 临时股东大会 

002102.SZ ST 冠福 2019-01-08 临时股东大会 

300482.SZ 万孚生物 2019-01-10 临时股东大会 

300677.SZ 英科医疗 2019-01-10 临时股东大会 

资料来源：WIND、平安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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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2019 年重要行业会议前瞻 

图表 8  2019 年重要行业会议前瞻 

2019 年头部和颈部肿瘤国际会议（ICHNO） 2019.3.14 西班牙 

2019 美国儿科麻醉学大会 2019.3.15 美国 

2019 年欧洲急性心血管保健大会（ACC） 2019.3.16 美国 

2019 年第 45 届北美神经眼科学会年会（NANOS） 2019.3.16 美国 

2019 年美国心脏病学学会年会（ACC） 2019.3.16 美国 

2019 年欧洲心脏节律协会年会 (EHRA) 2019.3.17 美国 

2019 年圣加伦国际乳腺癌会议（SG-BCC） 2019.3.20 上海 

第十九届国际眼科学学术会议 2019.3.21 上海 

2019 年世界介入放射学会会议（SIR） 2019.3.23 美国 

2019 年第 23 届国际分子医学研讨会 2019.3.28 美国 

2019 年肾脏医师协会年会 2019.3.28 美国 

2019 年美国焦虑症和抑郁症协会会议 2019.3.28 美国 

2019 年土耳其医疗展 2019.3.28 上海 

2019（第五届）肠道微生态与健康国际研讨会 2019.3.28 上海 

2019 年第 51 届美国烧伤协会年会 2019.4.02 美国 

2019 年第 38 届欧洲儿科骨科学会（EPOS） 2019.4.03 美国 

2019 年第 27 届欧洲精神病学大会 2019.4.06 美国 

2019 年第 40 届美国内分泌外科年会 2019.4.07 美国 

2019 年美国骨病医学联合会（AACOM） 2019.4.10 美国 

2019 年国际精神分裂症学会大会 2019.4.10 美国 

资料来源：丁香园、平安证券研究所

http://meeting.dxy.cn/article/587290
http://meeting.dxy.cn/article/580977
http://meeting.dxy.cn/article/579818
http://meeting.dxy.cn/article/5866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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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meeting.dxy.cn/article/586491
http://meeting.dxy.cn/article/587299
http://meeting.dxy.cn/article/582869
http://meeting.dxy.cn/article/579819
http://meeting.dxy.cn/article/582699
http://meeting.dxy.cn/article/582701
http://meeting.dxy.cn/article/582702
http://meeting.dxy.cn/article/569774
http://meeting.dxy.cn/article/590876
http://meeting.dxy.cn/article/582960
http://meeting.dxy.cn/article/589754
http://meeting.dxy.cn/article/5834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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