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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致性评价、创新政策驱动医药长期向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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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周，申万医药生物指数上涨 2.68%，涨跌幅排在行业首位，跑赢沪深 300 指

数 4.90 个百分点。年初至今，医药行业指数累计涨幅居全行业之首，特别是

优质白马和细分龙头积累了较大涨幅，导致当前医药整体估值优势并不十分突

出，当下建议投资者密切关注基本面较好的估值合理标的，业绩的确定性和可

持续性是配置前提条件。 

医药行业今年的两条投资主线，即仿制+创新：上周，第 4 批 12 品规通过一致

性评价。4 月 3 日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改革完善仿制药供应保障及使用政

策的意见》，明确提出“促进仿制药研发，提升仿制药质量疗效，提高药品供

应保障能力”、并“完善支持政策”，我们认为，在仿制药一致性评价持续推

进之时，政策再次加码，有望促使国内仿制药企业加速洗牌，进口替代逻辑的

兑现日益明确。上周，国家药监局和卫健委发布公告，将进一步优关于优化药

品注册审评审批，提高创新药上市审批效率，自 2017 年 10 月中办、国办创新

意见下达以来，创新药审评改革、临床试验机构备案制管理、接受境外临床试

验数据、MAH 制度的实施等一系列改革举措，把医药创新推向了长期的投资

核心。一致性评价和创新产业链是我们重点看好的领域，此外，连锁药房、口

腔医疗服务等细分龙头预计也有不错的表现，重点推荐组合包括海普瑞、大参

林、泰格医药、昭衍新药、康弘药业、安科生物、双鹭药业、京新药业、翰宇

药业、正海生物、通策医疗等。 

上周我们调研了天坛生物（600161）：公司 17 年剥离疫苗业务，专注血制品

主业，通过两次资产重组，采浆量和吨浆利润提升带来的业绩增长。人凝血因

子Ⅷ已申报生产，处于技术评审阶段，目前尚无国产产品上市，市场前景广阔。 

 

 市场回顾：截至 5 月 25 日，上证综指报收 3,141.30 点，单周（5 月 21 日

至 5 月 25 日）累计下跌-1.63 %，中小板指数累计下跌 2.01 %，创业板指

数累计下跌 1.75 %。一级行业中涨幅最大的为医药生物，涨幅为 2.68%，

下跌幅度最大的为采掘，跌幅为 5.43%。申万医药生物指数报收 9307.51

点，累计上涨 2.68%，涨跌幅排在行业第一位，跑赢上证综指。细分行业

均上涨，生物制品涨幅最大，达 3.91%，所有子行业均跑赢上证综指。申

万一级医药生物行业市盈率（TTM，整体法，剔除负值）为 37.90 倍，较

上周上升 1.03 个单位。本周申万一级医药生物行业相对于沪深 300 的

12.60 倍 PE 的估值溢价率为 200.75%，与上周相比上涨 16.39%，位于历

史中位水平。 

 行业动态：（1）第 4 批 12 品规通过一致性评价。（2）第一批罕见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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录发布。（3）国家药监局和卫生健康委员会发布关于优化药品注册审评

审批有关事宜的公告。（4）中国首个一周一次降糖药上市。（5）中国首

个一周一次降糖药上市。 

 公司公告：上海医药（601607）境外全资子公司上药香港与武田瑞士签署

购股协议，出资 1.44 亿美元收购其全资子公司 Takeda Chromo Beteiligungs 

AG100%股权，从而间接持有天普 26.34%的股份，交易完成后持有天普约

67.14%股权。京新药业（002020）产品左乙拉西坦片通过一致性评价。双

鹭药业（002038）收到重组全人抗 CTLA-4 单克隆抗体注射液（伊匹单抗）

的药物临床试验批件。 

 重点推荐标的：海普瑞（002399）、大参林（603233）、翰宇药业（300199）、

昭衍新药（603127）、安科生物（300009）、乐普医疗（300003）、爱尔

眼科（300015）。 

 风险提示：政策风险、市场估值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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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主要观点 

1.1 本周观点 

上周，申万医药生物指数上涨 2.68%，涨跌幅排在行业首位，跑赢沪深 300 指数 4.90 个

百分点。年初至今，医药行业指数累计涨幅居全行业之首，特别是优质白马和细分龙头

积累了较大涨幅，导致当前医药整体估值优势并不十分突出，当下建议投资者密切关注

基本面较好的估值合理标的，业绩的确定性和可持续性是配置前提条件。 

医药行业今年的两条投资主线，即仿制+创新：上周，第 4 批 12 品规通过一致性评价。4

月 3 日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改革完善仿制药供应保障及使用政策的意见》，明确提

出“促进仿制药研发，提升仿制药质量疗效，提高药品供应保障能力”、并“完善支持

政策”，我们认为，在仿制药一致性评价持续推进之时，政策再次加码，有望促使国内

仿制药企业加速洗牌，进口替代逻辑的兑现日益明确。上周，国家药监局和卫健委发布

公告，将进一步优关于优化药品注册审评审批，提高创新药上市审批效率，自 2017 年 10

月中办、国办创新意见下达以来，创新药审评改革、临床试验机构备案制管理、接受境

外临床试验数据、MAH 制度的实施等一系列改革举措，把医药创新推向了长期的投资核

心。一致性评价和创新产业链是我们重点看好的领域，此外，连锁药房、口腔医疗服务

等细分龙头预计也有不错的表现，重点推荐组合包括海普瑞、大参林、泰格医药、昭衍

新药、康弘药业、安科生物、双鹭药业、京新药业、翰宇药业、正海生物、通策医疗等。 

上周我们调研了天坛生物（600161）：公司 17 年剥离疫苗业务，专注血制品主业，通过

两次资产重组，采浆量和吨浆利润提升带来的业绩增长。人凝血因子Ⅷ已申报生产，处

于技术评审阶段，目前尚无国产产品上市，市场前景广阔。 

 

1.2 投资组合 

表 1：长城医药推荐股票组合 

推荐公司 推荐理由 

大参林 广东地区的零售药店龙头，受益于行业集中度和连锁化率提升、处方外流、异地扩张 

海普瑞 原料药业务反转预期明确，高端制剂出口快速增长可期，创新药储备丰富 

翰宇药业 多肽药物龙头企业，制剂出口国际化加速 

昭衍新药 规模扩张，毛利率和净利率逐年上升，将受益于国家创新药政策，长期业绩增长可期 

安科生物 中药现代化和国际化的龙头企业，多个潜力品种纳入医保目录，有望成为增长新动力 

乐普医疗 药品延续高增长，支架产品结构改善，心血管产业链平台优势 

爱尔眼科 民营眼科医院龙头，医院规模和市场份额不断提高 
 

资料来源：长城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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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报告汇总 

表 2：长城医药近期报告汇总 

时间 报告题目 

2018-05-23 一致性评价再下一城，加码进口替代——京新药业（002020）公司动态点评 

2018-05-15 多普乐并表在即，制剂出口增长可期——海普瑞（002399）公司动态点评 

2018-05-14 长城证券 2017年医保目录专题报告：医保新增品种放量初显，看好市场长期增长 

2018-05-07 行业增速提升，把握产业升级 ——医药生物行业 2017 年年报和 2018年 1季报点评 

2018-05-06 边际改善明显，制剂出口+创新布局齐进 ——海普瑞（002399）公司深度报告 

2018-04-27 业绩平稳增长，门店扩张加速 ——大参林（603233）2017年年报点评 

2018-04-25 成品药业务增长较快，毛利率提升显著 ——京新药业（002020）公司动态点评 

2018-04-25 龙头优势凸显，业绩保持高增长 ——山东药玻（600529）2017年年报点评 

2018-04-24 收入增长稳定，员工持股顺利实施 ——理邦仪器（300206）2017年年报点评 

2018-04-13 政策监管趋严，利好连锁药店龙头 ——广东零售药店政策点评 

资料来源：长城证券研究所 

 

2. 市场回顾 

2.1 市场涨跌情况 

截至 5月 25日，上证综指报收 3,141.30点，单周（5月 21日至 5月 25日）累计下跌 1.63 %，

中小板指数累计下跌 2.01 %，创业板指数累计下跌 1.75 %。一级行业中涨幅最大的为医

药生物，涨幅为 2.68%，其次是商业贸易和汽车板块，涨幅分别为 1.88%和 0.81%。下跌

幅度最大的有采掘，跌幅为 5.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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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上周申万一级行业指数涨跌幅情况 

 

资料来源：Wind、长城证券研究所整理 

 

细分行业均上涨，生物制品涨幅最大，达 3.91%，涨幅相对较大的还有医疗服务和化学制

药，涨幅分别为 3.89%和 3.12%。所有子行业均跑赢上证综指。 

图 2：上周申万医药生物二级行业指数涨跌幅情况 

 

资料来源：Wind、长城证券研究所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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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念指数方面，除了智慧医疗指数外，其余指数均上涨。其中，抗癌指数领涨，涨幅为

2.77%，其次是医药电商指数和生物疫苗指数，涨幅分别为 2.31%和 1.74%。智慧医疗指

数指数跌幅为 0.12%。 

图 3：上周医药生物板块主要概念指数涨跌幅情况 

 

资料来源：Wind、长城证券研究所整理 

 

个股表现上，上周申万医药行业企业有 155 家上涨，99 家下跌。卫信康本周单周涨幅

33.88%，居行业涨幅榜首位。此外，海辰药业、誉衡药业、正海生物涨幅居前。嘉应制

药单周下跌 31.38%，居行业跌幅榜首位。此外，常山药业、尔康制药和方盛制药单周跌

幅相对较大。 

表 3：申万医药生物板块周涨幅前十名、后十名个股 

股票简称 周涨幅（%） 股票简称 周跌幅（%） 

  卫信康 31.88   嘉应制药 -31.38 

  海辰药业 21.54   常山药业 -15.36 

  誉衡药业 20.91   尔康制药 -6.92 

  正海生物 18.40   方盛制药 -6.67 

  普利制药 16.23   东北制药 -6.06 

  百花村 14.56   同济堂 -5.79 

  易明医药 13.64   和佳股份 -5.68 

  恩华药业 13.09   永安药业 -5.68 

  安图生物 12.63   振德医疗 -5.51 

  康弘药业 12.56   华仁药业 -5.32 

资料来源：Wind、长城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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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行业估值与溢价 

截至 2018 年 5 月 25 日，申万一级医药生物行业市盈率（TTM，整体法，剔除负值）为

37.90 倍，较上周上升 1.03 个单位，比 2008 年以来的均值 37.50 上升 0.41 个单位。 

本周申万一级医药生物行业相对于沪深 300 的 12.60 倍 PE 的估值溢价率为 200.75%，与

上周相比上涨 16.39%，比 2008 年以来的均值 198.08%高 2.67%，位于历史中位水平。 

图 4：医药生物行业估值和溢价率（TTM，整体法，剔除负值） 

 

资料来源：Wind、长城证券研究所 

子行业方面，截至 2018 年 5 月 25 日，医疗服务估值最高，达 83.65 倍。医疗器械、生物

制品板块估值相对较高，化学制药、中药和医药商业板块估值相对较低。 

图 5：医药生物板块及各子行业估值（TTM，整体法，剔除负值） 

 

资料来源：Wind、长城证券研究所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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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行业动态 

3.1 行业动态 

（1） 第 4 批 12 品规通过一致性评价。（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  

5 月 22 日，国家药监局发布公告，阿托伐他汀钙片等 12 个品规通过仿制药一致性评价。

同时，对关于“通过一致性评价”标识使用作了相关说明，凡纳入与原研药可相互替代

药品目录即《中国上市药品目录集》的仿制药可使用“通过一致性评价”标识。 

点评：第 4 批通过一致性评价的品种包括正大天晴、青峰的恩替卡韦，江苏豪森的奥氮

平片，石药欧意的盐酸曲马多片，京新药业的左乙拉西坦片，洞庭药业的草酸艾司西酞

普兰片，迪赛诺生物的依非韦伦片，华海药业的奈韦拉平片。4 月 3 日，国务院办公厅印

发《关于改革完善仿制药供应保障及使用政策的意见》，旨在全面落实通过一致性评价

的产品后续落地，要求各级机构在采购、医保支付、税收、宣传各个方面给与优质仿制

药支持。随着国家和地方相关细化配套政策的陆续下达和落实，未来相关产品进口替代

加速。建议关注一致性评价进展较快的企业，如京新药业、华海药业、信立泰、海正药

业、复星医药等。 

（2）第一批罕见病目录发布。（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 

5 月 22 日，国家卫健委、科学技术部、工信部、国家药监局、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等 5 部

门联合发布首批罕见病名录，共收录 121 个病种。 

点评：目前世界上已知有 7000 多种罕见病。与常见疾病相比，罕见病的相关医学研究水

平明显滞后，我们对许多罕见病的发病机制认识受限，诊断手段不足，更缺乏有效的治

疗方法。由于罕见病发病率低，孤儿药的研发回报往往不及常见病药物，美国、欧盟、

日本等许多国家和地区先后出台了针对孤儿药上市的福利措施，以鼓励药物研发机构对

此类药物投入更多的研发精力。近年来我国也对罕见病治疗和孤儿药研发领域给予更多

重视和支持。此次制订罕见病目录，将大大优化促进整个孤儿药研发的生态环境，深化

医保制度改革。更多国外已经上市的孤儿药有望在国内尽早上市，国内药企也将比以往

更有积极性去自主创新研发孤儿药，最终服务于罕见病患者人群。 

2016 年 10 月至 2018 年 3 月期间，从 CDE 优先审评审批目录中遴选出罕见病治疗药物，

共 21 个孤儿药被纳入优先审评审批，临床试验申请 14 个，药物上市申请 7 个。从适应

症来看，治疗血友病的凝血因子产品 7 个，占比 1/3；其它的包括恶性高热、神经脊髓炎、

腓骨肌萎缩症、脊髓性肌萎缩（SMA）、全身型重症肌无力（gMG）等神经肌肉系统疾

病，ⅣA 型黏多糖贮积症、C 型尼曼匹克病等代谢缺陷类疾病，以及视网膜母细胞瘤（RB）、

慢性淋巴细胞白血病（CLL）等罕见性肿瘤。建议积极关注天坛生物的人凝血影子Ⅷ的

上市申请进展。 

（3）国家药监局和卫生健康委员会发布关于优化药品注册审评审批有关事宜的公告。（国

家药品监督管理局） 

5 月 23 日，国家药监局发布公告，将进一步优关于优化药品注册审评审批，提高创新药

上市审批效率，科学简化审批程序。 

点评：公告指出，对防治严重危及生命且尚无有效治疗手段疾病以及罕见病药品，国家

药监局药品审评中心建立与申请人之间的沟通交流机制，加强对药品研发的指导，对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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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优先审评审批范围的注册申请，审评、检查、审批等各环节优先配置资源，加快审评

审批。对于本公告发布前已受理并提出减免临床试验的上述进口药品临床试验申请，符

合《药品注册管理办法》及相关文件要求的，可以直接批准进口。 

由于罕见病发病率低，孤儿药的研发回报往往不及常见病药物，美国、欧盟、日本等许

多国家和地区先后出台了针对孤儿药上市的福利措施，以鼓励药物研发机构对此类药物

投入更多的研发精力。近年来我国也对罕见病治疗和孤儿药研发领域给予更多重视和支

持。2017 年 10 月，中办、国办发布《关于深化审评审批制度改革鼓励药品医疗器械创新

的意见》，提出要“支持罕见病治疗药品医疗器械研发，罕见病治疗药品医疗器械注册

申请人可提出减免临床试验的申请”，以加快罕见病药品医疗器械的上市审评审批。2018

年 2 月初，国家药监局医疗器械技术审评中心发布了《防治罕见病相关医疗器械审查指

导原则》（征求意见稿），依据《意见》对罕见病防治医疗器械减免临床试验的要求，

制定了相关医疗器械注册申请的临床前研究与临床试验的基本原则，目前已公开征求意

见。 

鼓励创新、提升我国药品质量是今年以来医药投资的大逻辑和趋势，推荐技术力量雄厚

的优秀创新药企业，如恒瑞医药、复星医药、安科生物、康弘药业、天士力，以及受益

于创新药研发订单增长的优质 CRO、CMO 龙头企业，如泰格医药、昭衍新药、凯莱英。 

 

3.2 行业信息 

（1） 中国首个一周一次降糖药上市。（医药魔方） 

5 月 25 日，中国领先的生物制药公司三生制药宣布，首个胰高血糖素样肽-1（GLP-1）受

体激动剂周制剂百达扬®（通用名：注射用艾塞那肽微球）正式在中国上市。 

点评：糖尿病的患病率在全球正处于快速上升期，日益成为严重威胁人类健康的全球性

慢性疾病。我国的糖尿病发病率迅猛攀升，患病人群已达到 1.14 亿。血糖控制不佳的原

因有很多，高频次的给药方式极大地降低患者用药依从性，是造成血糖结局差的关键因

素之一。因此尽可能地减少每日给药次数，降低糖尿病患者用药负担，已成为当前临床

工作者解决血糖达标率低的重要考虑因素。与短效艾塞那肽制剂治疗组相比，艾塞那肽

微球治疗组胃肠道不良反应更少，低血糖风险更低，血糖控制得更好。在欧美糖尿病药

物市场，GLP-1 受体激动剂周制剂在 2 型糖尿病药物中是处方量增长最快的药物。三生

制药这款长效周制剂通过微球技术持续提供稳态艾塞那肽血药浓度，发挥长效强力的降

糖作用，提高患者用药的方便性和依从性，开启一周一次治疗糖尿病的新时代。 

（2） 国内首个长效艾滋病新药「注射用艾博卫泰」获批上市。（医药魔方） 

5 月 23 日，前沿生物「注射用艾博卫泰」在国内的上市申请（CXHS1600006）的审批状

态变更为“审批完毕－待制证”，获得 CFDA 批准上市。 

点评：注射用艾博卫泰的上市申请在 2016/7/18 获得 CDE 承办受理，走特殊审批通道，

2016/11/3 被 CDE 以“抗艾滋病，创新药”的理由纳入优先审评。艾博卫泰是一种人类免

疫缺陷病毒（HIV-1）融合抑制剂。适用于与其它抗反转录病毒药物联合使用，治疗已接

受过抗病毒药物治疗的 HIV-1 感染者。新分子作用机制使其对主要流行的 HIV-1 病毒以

及耐药病毒均有效。根据 2016HIV 药物治疗大会上对艾博卫泰一项代号为 TALENT 的 III

期临床试验结果的报道，389 名既往一线治疗后病毒学失败的 HIV 感染者随机分组，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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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标准三联药物（每天两次 lopinavir 或 ritonavir+拉米夫定+替诺福韦或阿巴卡韦或齐多

夫定）治疗或简化治疗（每天两次 lopinavir 或 ritonavir+每周 1 次注射艾博卫泰），治疗

48 周。结果显示，简化治疗组病毒 DNA 载量<50 copies/ml 的患者比例为 80.4%，三联治

疗组为 66%。 

 

4. 上市公司重要公告 

重大事项 

（1）【普洛药业（000739）】：拟投资 2,000 万元设立杭州优胜美特研究院，持股 100%。 

（2）【通化金马（000766）】：德信义利拟将鹤岗妇幼医院 85%股权委托公司管理，并

与公司签署附条件生效的《股权托管协议》。 

（3）【嘉应制药（002198）】：继续推进非公开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方式购买德昌祥股

权这一重大资产重组事项；与德昌祥签署战略合作框架协议。 

（4）【信立泰（002294）】：拟以自有资金 1,000 万美元获得 MA 拥有的“雷帕霉素药

物洗脱球囊 Selution”的独家许可权；全资子公司诺泰拟以自有资金 2,000 万美元认

购 MA 新发行的 44790 股普通股，认购完成后持有其 16.67%股份。 

（5）【九安医疗（002432）】：子公司 iHealth 欧洲开设第一家小米授权店。 

（6）【易明医药（002826）】：与彭州市人民政府签订战略合作协议。【新开源（300109）】：

拟将在香港设立全资子公司的注册资金由 1 万元港币增加为 5500 万港币。 

（7）【乐普医疗（300003）】：拟对全资子公司深圳国际中心增资 60,000 万元。 

（8）【和佳股份（300273）】：向复星平耀及华盖投资分别以 1,428.5714 万元、571.4286

万元价格转让参股子公司德尚韵兴 8.9286%股权、3.5714%股权，复星平耀和华盖投

资另外分别认缴德尚韵兴新增注册资本 4,317,857 元和 1,727,143 元。 

（9）【博济医药（300404）】：与肇庆市鼎湖区人民政府签订《生物医药项目战略合作

框架协议》。 

（10）【欧普康视（300595）】：与美光眼镜厂、美光眼镜公司、凌静娴签订《战略合

作意向书》，拟投资不超过 3000 万元对美光眼镜厂增资，增资完成后持有其 15%股

权。 

（11）【开立医疗（300633）】：自 2018 年 1 月 1 日至今共收到政府补助 3,136.55 万元。 

（12）【艾德生物（300685）】：拟以自有资金 800 万美元购买 UST 公司发行的 1,509,595

股优先股，交易完成后持有其 18.986%股份。 

（13）【太龙药业（600222）】：自 2018 年 4 月 18 日至今合计收到政府补助 2,251,200

元。 

（14）【亚宝药业（600351）】：全资子公司北京亚宝生物的丁桂儿脐贴获得加拿大上

市许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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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康恩贝（600572）】：控股子公司中药公司及其下属子公司管理层及骨干员工

拟通过集义合伙企业以现金 9,966.60 万元对中药公司进行增资，取得其 19.355%股权。 

（16）【上海医药（601607）】：境外全资子公司上药香港与武田瑞士签署购股协议，

出资 1.44 亿美元收购其全资子公司 Takeda Chromo Beteiligungs AG100%股权从而间

接持有天普 26.34%的股份，交易完成后持有天普约 67.14%股权。 

（17）【辰欣药业（603367）】：拟出资 999,999 卢比在印度设立子公司，股本总额为

100 万股，公司持有 999,999 股。 

（18）【塞力斯（603716）】：与襄阳市人民政府签署《襄阳市生物样本库与医学大数

据中心项目建设战略合作协议》。 

（19）【康德莱（603987）】：战略投资者怀格泰益、同创速维，控股子公司康德莱医

械核心员工拟出资设立的宁波瑛泰及其董事长兼总经理梁栋科先生拟共同向康德莱

医械增资 18,000 万元，对应新增注册资本合计 1,800 万元，公司拟放弃本次同比例

增资。 

 

增减持及股本变动 

（1）【东北制药（000597）】：持股 5%以上股东中国华融计划以集中竞价方式减持公

司股份不超过 11,390,000 股，以大宗交易方式减持公司股份不超过 22,780,000 股。 

（2）【特一药业（002728）】：实际控制人之一许恒青先生减持公司股份 220 万股。 

（3）【凯莱英（002821）】：副总经理陈朝勇先生减持公司股份 25,200 股；副总经理周

炎先生、副总经理黄小莲女士分别减持公司股份 26,100 股、14,500 股。 

（4）【金城医药（300233）】：董事长赵叶青，总经理张学波，董事李家全、郑庚修以

及子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张希诚、张忠政合计增持公司股份 1,282,500 股。 

（5）【和佳股份（300273）】：控股股东蔡孟珂女士累计减持公司股份 783 万股。 

（6）【山河药辅（300452）】：持股 5%以上股东复星医药产业、刘涛拟分别减持公司

股份不超过 556.8 万股、90 万股；副总经理潘立生、副总经理朱堂东、董事会秘书

胡浩、副总经理宋道才拟分别减持公司股份不超过 20 万股、20 万股、12 万股、1.2

万股。 

（7）【陇神戎发（300534）】：持股 5%以上股东通用技术创业投资拟减持公司股份不

超过 3,033,400 股。 

（8）【欧普康视（300595）】：持股 5%以上股东苏州嘉岳累计减持公司股份 1,578,620

股，不再是持股 5%以上股东，减持计划实施完成。 

（9）【开立医疗（300633）】：副总经理黄奕波、副总经理周文平、董事刘映芳、董事

会秘书李浩拟分别减持公司股份不超过 200 万股、150 万股、100 万股、150 万股；

持股 5%以上股东中金佳泰拟减持公司股份不超过 46,414,080 股。 

（10）【透景生命（300642）】：持股 5%以上股东上海启明计划减持公司股份不超过

1,514,052 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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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昆药集团（600422）】：原董事袁平东先生合计减持公司股份 215,000 股，已完

成本次减持计划。 

（12）【神奇制药（600613）】：控股股东神奇投资的一致行动人张娅女士、张岩女士

拟分别减持公司股份不超过 2,600 万股、128 万股。 

（13）【健友股份（603707）】：控股股东谢菊华女士累计增持公司股份 218.63 万股，

本次增持计划已实施完毕；副总经理吴桂萍女士拟减持公司股份不超过 9,750 股。 

（14）【海利生物（603718）】：股东 Navigation、百灏投资分别减持公司股份 6,375,600

股、5,295,878 股。 

 

批件与证书 

（1）【京新药业（002020）】：产品左乙拉西坦片通过一致性评价。 

（2）【双鹭药业（002038）】：收重组全人抗 CTLA-4 单克隆抗体注射液（伊匹单抗）

的药物临床试验批件。 

（3）【莱茵生物（002166）】：全资子公司莱茵药业收到《药品 GMP 证书》，认证范

围：片剂（含中药前处理和提取）。 

（4）【恩华药业（002262）】：收到丁二酸齐洛那平原料及其片剂的《新药申请临床试

验受理通知书》。 

（5）【众生药业（002317）】：收到注射用多西他赛聚合物胶束的《药物临床试验批件》。 

（6）【北陆药业（300016）】：通过高新技术企业重新认定。 

（7）【智飞生物（300122）】：协议代理的九价 HPV 疫苗获得《生物制品批签发证明》。 

（8）【香雪制药（300147）】：收到双龙保心片的《药物临床试验批件》。 

（9）【翰宇药业（300199）】：公司及全资子公司武汉公司取得三项发明专利。 

（10）【博雅生物（300294）】：控股孙公司博雅欣和收到《药品 GMP 证书》，认证范

围：片剂（化学药）、硬胶囊剂（化学药）。 

（11）【兴齐眼药（300573）】：玻璃酸钠滴眼液注册申请办理状态变为“审批完毕-待

制证”。 

（12）【九典制药（300705）】：收到《药品 GMP 证书》，认证范围：原料药（奥硝唑）。 

（13）【复星医药（600196）】：控股子公司洞庭药业的产品草酸艾司西酞普兰片通过

仿制药一致性评价；控股子公司复宏汉霖的利妥昔单抗注射液用于治疗非霍奇金淋

巴瘤适应症完成临床 III 期试验。 

（14）【太龙药业（600222）】：）收到乳结消颗粒的《药物临床试验批件》。 

（15）【恒瑞医药（600276）】：公司及子公司上海恒瑞、苏州盛迪亚生物收到注射用

SHR-A1403 及注射用 SHR-1501 的《药物临床试验批件》，并将于近期开展相关产

品的 I 期临床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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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中新药业（600329）】：控股子公司天津新丰制药收到《药品 GMP 证书》，认

证范围：粉针剂（头孢菌素类）。 

（17）【天药股份（600488）】：甲泼尼龙片获得美国 ANDA 批准文号。 

（18）【华海药业（600521）】：奈韦拉平片通过仿制药一致性评价。 

（19）【安图生物（603658）】：孙公司辽宁久和畅通取得《医疗器械经营许可证》。 

 

人事变动 

（1）【黄山胶囊（002817）】：聘任常丰凯先生为执行总经理；选举余超彪先生为副董

事长。 

（2）【迪瑞医疗（300396）】：聘任张冬冬先生为副总经理，聘任连书妍女士为财务总

监。 

（3）【陇神戎发（300534）】：副总经理孔剑锋先生辞职。 

（4）【开开实业（600272）】：总经理王强先生辞职；刘光靓先生辞去董事会秘书职务，

出任总经理；张燕华女士辞去证券事务代表职务，出任董事会秘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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