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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费改革进程中关注结构性投资

机会 
❑ 主要观点 

上周医药板块表现依旧萎靡，周跌幅 6.47%，行业排名最末。月初至

今，医药板块先是受“4+7”城带量采购拟中标药品大幅降价悲观情

绪影响，市场大幅波动。随后，关于制定辅助用药规范目录、奖励“举

报医保欺诈”行为、深圳耗材集采、部分省份带量采购先行先试以及

DRGs 付费国家试点城市申报等政策相继出台，使本就脆弱的医药板

块悲观情绪进一步蔓延，从仿制药板块至上周药店板块，子版块轮番

下跌。我们认为，短期内医药政策频繁出台，对市场不确定性影响仍

存，建议关注短期不受政策影响个股，中药 OTC 济川药业、CRO

龙头泰格医药、国内角膜塑形镜龙头欧普康视、家用医疗器械龙头鱼

跃医疗；连锁医院龙头爱尔眼科、通策医疗。长期来看，药政系列举

措能有效控制医疗费用不合理上涨，有利于我国医药行业健康良性发

展。中长期建议继续关注创新药、优质仿制药、流通板块（包括商业

+药店）以及不受带量采购影响的优质龙头（中药、器械、服务）。中

长期建议继续关注创新药（一线创新龙头恒瑞医药、二线创新标的华

东医药、安科生物，以及持续推荐受益于创新药产业发展的 CRO 龙

头泰格医药）、优质仿制药（华海药业）、流通板块（推荐精细化管理

药店龙头益丰药房、一心堂；建议关注拥有渠道优势的全国龙头九州

通）以及不受带量采购影响的优质龙头（中药、器械、服务）。 

❑ 上周市场表现 

上证综指上周跌幅 2.99%，申万医药生物指数跌 6.47%，行业排名

29，跑输沪深 300。子行业中药（-5.05%）、医疗器械（-5.24%）、

医药商业（-5.52%）、化学原料药（-6.05%）跑赢板块，生物制品

（-6.73%）、化学制剂（-8.14%）、医疗服务（-8.96%）跑输板块。 

❑ 行业动态 

 DRGs 付费国家试点城市开始申报；4+7 城市药品集中采购进展动

态；举报医保欺诈骗保最高可奖 10 万元；东阿阿胶再提价，阿胶块

上调 6％。 

❑ 板块估值 

截至 2018 年 12 月 21 日，申万一级医药生物行业市盈率（TTM 整

体法，剔除负值）为 24 倍，低于历史平均 38.10 倍 PE（2006 年至

今），相对于沪深 300 的 10.15 倍最新 PE 的溢价率为 136.06%，较

前一周有所回落。医疗服务板块估值仍最高，为 49 倍；医疗器械板

块在 31 倍，生物制品板块在 30 倍；化学原料药、化学制剂在 19-29

倍左右，而医药商业、中药估值相对较低，在 15-19 倍。 

❑ 风险提示 

政策变动风险；系统性风险。 

行业评级：增持（维持） 

报告日期：2018-12-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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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投资策略与观点：控费改革进程中关注结构性
投资机会 

上周医药板块表现依旧萎靡，周跌幅 6.47%，行业排名最末。月初至今，医

药板块先是受“4+7”城带量采购拟中标药品大幅降价悲观情绪影响，市场大幅波

动。随后，关于制定辅助用药规范目录、奖励“举报医保欺诈”行为、深圳耗材

集采、部分省份带量采购先行先试以及 DRGs 付费国家试点城市申报等政策相继

出台，使本就脆弱的医药板块悲观情绪进一步蔓延，从仿制药板块至上周药店板

块，子版块轮番下跌。 

我们认为，短期内医药政策频繁出台，对市场不确定性影响仍存，建议关注

不受带量采购影响中药 OTC 济川药业、CRO 龙头泰格医药、国内角膜塑形镜龙

头欧普康视、家用医疗器械龙头鱼跃医疗；连锁医院龙头爱尔眼科、通策医疗。

长期来看，药政系列举措能有效控制医疗费用不合理上涨，有利于我国医药行业

健康良性发展。 

中长期建议继续关注创新药、优质仿制药、流通板块（包括商业+药店）以及

不受带量采购影响的优质龙头（中药、器械、服务）。 

（1）创新药：无论是从审批端还是支付端来看，国内支持医药行业创新发展

的环境已经明显优化，我们重申创新药是未来 A 股医药行业最重要的投资主题，

审批制度改革带来审批提速、国产创新药进入收获期、医保谈判动态调整缩短放

量周期三大逻辑支撑我们中长期持续看好创新头部企业。推荐重点关注一线创新

龙头恒瑞医药、二线创新标的华东医药、安科生物，以及持续推荐受益于创新药

产业发展的 CRO 龙头泰格医药。 

（2）优质仿制药： 长期来看，一致性评价和带量采购将重塑行业竞争格局。

带量采购将会使仿制药企业的净利率逐步降低，对估值上形成压制。但短期利好

已通过一致性评价、但市场份额仍较低，有望通过带量采购放量的企业，关注出

口转国内申报的华海药业（现已拥有超过 50 个 ANDA，有望通过制剂出口绿色通

道抢占国内份额）。 

（3）流通板块继续推荐整合逻辑：持续推荐精细化管理药店龙头益丰药房、

立足西南面向全国连锁药店龙头一心堂；建议关注拥有渠道优势的全国龙头九州

通。 

（4）以及不受药品降价政策影响的各细分领域龙头企业：中药推荐优质儿童

药企济川药业，生物药关注生长激素龙头长春高新，血制品、四价流感疫苗双龙

头华兰生物；器械推荐国内角膜塑形镜龙头欧普康视、家用医疗器械龙头鱼跃医

疗；服务关注连锁医院龙头爱尔眼科、通策医疗。 

2 上周市场表现 

2.1 行业上周表现 

上证综指上周五收报 2516.25，周跌幅 2.99%；沪深 300 收报 3029.39，周

跌幅 4.31%；创业板指数收报 1270.30，周跌幅 3.06%；申万医药生物指数跌

6.47%，行业排名第 29，跑输沪深 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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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1 上周各行业（申万一级）涨跌幅一览（%） 

 

资料来源：Wind，华安证券研究所 

2.2 子板块与个股上周表现 

申万医药生物子版块全线下跌，其中中药（-5.05%）、医疗器械（-5.24%）、

医药商业（-5.52%）、化学原料药（-6.05%）跑赢板块，生物制品（-6.73%）、化

学制剂（-8.14%）、医疗服务（-8.96%）跑输板块。 

图表 2 申万医药生物一级行业与二级子行业周涨跌幅对比（%） 

 

资料来源：wind、华安证券研究所 

个股方面，涨幅前十个股板块所属行业较为散乱，多为超跌反弹个股。跌幅

前十个股上海莱士因股东被动减持-32.37%，药房相关个股因骗保举报高额奖励引

发市场对药店经营及药品销售额滑坡的担忧，益丰药房、一心堂、老百姓录得下

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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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3 本周涨幅前十个股及所属板块 图表 4 本周跌幅前十个股及所属子板块 

代码 名称 

周涨跌幅

（%） 所属子板块 

002907.SZ 华森制药 20.32  中药Ⅲ 

300453.SZ 三鑫医疗 9.16  医疗器械Ⅲ 

300381.SZ 溢多利 6.04  生物制品Ⅲ 

300216.SZ 千山药机 5.96  医疗器械Ⅲ 

600272.SH 开开实业 5.68  医药商业Ⅲ 

600796.SH 钱江生化 3.89  生物制品Ⅲ 

002102.SZ ST 冠福 3.83  化学原料药 

600767.SH ST 运盛 3.81  医疗服务Ⅲ 

603987.SH 康德莱 3.71  医疗器械Ⅲ 

600538.SH 国发股份 3.37  中药Ⅲ 
 

代码 名称 

周涨跌幅

（%） 所属子板块 

002252.SZ 上海莱士 -32.37  生物制品Ⅲ 

600267.SH 海正药业 -19.23  化学原料药 

603939.SH 益丰药房 -17.35  医药商业Ⅲ 

600763.SH 通策医疗 -16.36  医疗服务Ⅲ 

002727.SZ 一心堂 -16.22  医药商业Ⅲ 

600276.SH 恒瑞医药 -14.96  化学制剂 

000766.SZ 通化金马 -14.74  中药Ⅲ 

603883.SH 老百姓 -12.46  医药商业Ⅲ 

000423.SZ 东阿阿胶 -11.62  中药Ⅲ 

603127.SH 昭衍新药 -11.46  医疗服务Ⅲ 
 

资料来源：wind、华安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wind、华安证券研究所 

2.3 行业估值 

截至 2018 年 12 月 21 日，申万一级医药生物行业市盈率（TTM 整体法，剔

除负值）为 24 倍，低于历史平均 38.10 倍 PE（2006 年至今），相对于沪深 300

的 10.15 倍最新 PE 的溢价率为 136.06%，较前一周有所回落。 

图表 5 申万医药生物一级行业与沪深 300 市盈率（TTM 整体法，剔除负值）及溢价率一览 

 

资料来源：wind、华安证券研究所 

子板块方面，医疗服务、医疗器械、生物制品板块估值仍较高，其中，医疗

服务板块估值仍最高，为 49 倍；医疗器械板块在 31 倍，生物制品板块在 30 倍；

化学原料药、化学制剂在 19-29 倍左右，而医药商业、中药估值相对较低，在 15-19

倍。（截至 2018 年 12 月 2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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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6 医药生物子板块市盈率（TTM，整体法，剔除负值） 

 
资料来源：wind、华安证券研究所 

3 行业动态 

3.1 政策与监管 

疫苗管理拟单独立法 

12 月 23 日，疫苗管理草案首次提请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第七次会议审议。

草案就疫苗管理单独立法，突出疫苗管理特点，强化疫苗的风险管理、全程控制、

严格监管和社会共治，切实保证疫苗安全、有效和规范接种。 

DRGs 付费国家试点城市开始申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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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求加快推进按疾病诊断相关分组(DRGs)付费国家试点，探索建立 DRGs 付费体

系，组织开展 DRGs 国家试点申报工作。原则上各省可推荐 1-2 个城市(直辖市以

全市为单位)作为国家试点候选城市。 

医疗保险机构就病种付费标准与医院达成协议，医院在收治参加医疗保险的

病人时，医疗保险机构就该病种的预付费标准向医院支付费用，超出部分由医院

承担的一种付费制度。DRGs 获得了国际认可，是欧美主流支付方式。 

4+7 城市药品集中采购进展动态 

2018 年 12 月 17 日，《4+7 城市药品集中采购中选结果》在上海阳光医药采

购网正式公布。中选目录最终敲定在 25 个品种，中选后供应品种共涉及 43 个（细

化到规格、包装数量）。 

另外，关于 4+7 带量采购的落地执行，各地的情况不太一样，大概是在明年

2 月底 3 月初，各区域要在 2019 年 3 月 15 日之前全部落地，上海会先执行。 

部分省份医保“带量采购”先行先试：12 月 19 日，扬子江主动申请在甘肃

省执行“4+7 城市药品集中采购”中选价并增补另一规格挂网。甘肃省将 2 药品

挂网，并指出要各医疗机构对“4+7 城市药品集中采购”中选药品开辟采购、使

用绿色通道。除了甘肃外，多省也下发通知，对“4+7 城市药品集中采购”品种

采购问题作出了回应：陕西省通知显示，4+7 谈判价是否挂网以企业自愿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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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优先列入限价挂网目录。安徽模式和“4＋7”类似，给出“80%采购量”，要

求医院必须确保带量采购产品的 80%采购量，如果医院执行过程中有问题，药企

可以直接向有关方面投诉。福建省通知要求跟进 4+7 结果，且相同化学名药品的

采购价格，不得高于已通过一致性评价产品的价格，否则将取消产品挂网资格。 

举报医保欺诈骗保最高可奖 10 万元 

为加大对骗保的打击力度，国家医保局、财政部出台《欺诈骗取医疗保障基

金行为举报奖励暂行办法》。《办法》明确涉及定点医疗机构及其工作人员、定

点零售药店及其工作人员、参保人员、医保经办机构工作人员等的欺诈骗保行为。

统筹地区医保部门可按查实欺诈骗保金额的一定比例，对符合条件的举报人予以

奖励，最高额度高达 10 万元。 

3.2 企业资讯 

东阿阿胶再提价，阿胶块上调 6％ 

12 月 21 日，东阿阿胶发布公告称，其重点产品东阿阿胶出厂价上调 6％。

此次涨价产品只有阿胶块，复方阿胶浆、桃花姬等其他产品不在调整价格之列。

据不完全统计，自 2006 年至今，东阿阿胶共 19 次提价，阿胶块的零售价一路飙

升。 

首个国产 PD-1 抗体特瑞普利单抗注射液获批上市 

12 月 17 日，君实生物独立研发、具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创新药品特瑞普

利单抗注射液（拓益）获国家药监局有条件批准上市。拓益也是首个国产 PD-1

单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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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临床试验显示，接受特瑞普利单抗注射液治疗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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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疾病控制率达 57.5%，

1 年生存率达 69.3%。 

4 风险提示 
（1）政策变动的不确定性：医药行业受政策变动的影响较大； 

（2）股市系统性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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