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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期防御为主，精选板块龙头 
投资要点： 

 主要观点 

医药行业中报业绩增速持续回升，剔除不可同比数据后，医药上市公

司 2018H1 营收同比+20.79%，同比上升 2 个百分点；扣非归母净利

润同比+21.62%，同比上升 3.96 个百分点。增速加快除内生增长因

素以外，主要源于两票制执行带来的低开转高开影响、2018Q1 流感

爆发以及原料药价格上涨。同时，业绩分化现象也比较明显，龙头业

绩增速仍快于行业整体。自 2018 年 6 月高点至今，SW 医药生物指

数回调超过 20%，估值已经回落至年初水平。无论是从估值还是从

板块业绩来看，行业配臵的性价比正逐步显现，医药板块已经处于筑

底状态；但考虑到市场风格和当前板块仓位情况，行情低迷将继续持

续一段时间。短期以防御为主，建议关注回调较多的泰格医药、亿帆

医药，估值和性价比较高的 OTC 企业济川药业。中长期持续推荐：

（1）创新：持续推荐创新政策确定受益标的临床 CRO 龙头泰格医

药。关注一线创新标的恒瑞医药，推荐二线创新药标的安科生物、华

东医药。（2）优质仿制药：仿制药一致性评价继续稳步推进，建议关

注制剂出口转国内申报的出口优势企业华海药业；（3）商业：两票制

在主要省级市场已落地，调拨业务影响正逐步减弱，板块业绩有望在

三、四季度开始出现好转，建议关注全国商业龙头上海医药、九州通、

地方龙头国药股份、柳药股份。（4）连锁药店：社保追缴问题与小规

模纳税人减税政策有望对冲，行业长期逻辑不变，药店“分级分类”

管理制度将逐步推广，利好行业龙头整合，推荐精细化管理连锁药店

益丰药房、一心堂，关注国药一致、老百姓。（5）医疗服务与医疗器

械：建议关注连锁眼科医院爱尔眼科，心血管平台企业乐普医疗。 

 上周市场表现 

上证综指上周跌幅 0.84%，申万医药生物指下跌 0.46%，行业排名 9，

跑赢沪深 300。子行业中医疗器械（1.04%）、医疗服务（0.48%）、

生物制品（0.13%）跑赢板块，医药商业（-0.65%）、化学原料药

（-0.88%）、化学制剂（-1.02%）、中药（-1.05%）跑输板块。 

 行业动态 

国家新版基药目录将公布；江苏豪森启动 IPO；复星医药 CAR-T 疗

法获批临床；和记黄埔直肠癌新药呋喹替尼获批 

 板块估值 

截至 9 月 7 日，SW 医药生物行业市盈率（TTM 整体法，剔除负值）

为 28.15 倍，低于历史平均 38.52 倍 PE（2006 年至今），相对于沪

深 300 的最新 PE 的溢价率为 158.42%，近期出现回落。子板块方

面，医疗服务板块估值 61 倍，医疗器械板块 39 倍，生物制品 36 倍，

化学制剂 29 倍、化学原料药 22 倍，中药 23 倍，医药商业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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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09-10 

市场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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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投资策略与观点：关注超跌绩优股 

上周上证综指跌幅 0.84%，申万医药生物指下跌 0.46%，行业排名 9，跑赢

沪深 300。 

上周我们对医药生物行业中报作了简要分析，行业业绩增速整体回升。剔除

不可同比次新股及重组股后，249 家医药生物上市公司 2018H1 营业收入同比增

长 20.79%，同比上升 2 个百分点；扣非归母净利润同比增长 21.62%，同比上升

3.96 个百分点。增速加快除内生增长因素以外，主要源于两票制执行带来的低开

转高开影响、2018Q1 流感爆发以及原料药价格上涨。同时，业绩分化现象也比

较明显，龙头业绩增速仍快于行业整体，主要是自 2015 年以来从上至下出台了包

括鼓励创新、审批制度改革、仿制药一致性评价、两票制等等政策，龙头将受益

于行业的优胜劣汰和集中度提高。 

自 2018 年 6 月高点至今，SW 医药生物指数回调超过 20%，估值已经回落

至年初水平（PE TTM 28 倍，低于历史平均 38 倍 PE）。站在当前时点，无论是

从估值还是从板块业绩来看，行业配臵的性价比正逐步显现，医药板块已经处于

筑底状态；但考虑到市场风格和当前板块仓位情况，行情低迷将继续持续一段时

间。短期建议以防御为主，中长期仍持续看好创新、优质仿制药、流通（连锁药

店+医药商业）、优质医疗服务。 

短期建议关注回调较多的泰格医药、亿帆医药，估值和性价比较高的 OTC 企

业济川药业、仁和药业。 

中长期持续推荐： 

（1）创新：持续推荐创新政策确定受益标的临床 CRO 龙头泰格医药。关注

一线创新标的恒瑞医药，推荐二线创新药标的安科生物、华东医药。 

（2）优质仿制药：仿制药一致性评价继续稳步推进，建议关注制剂出口转国

内申报的出口优势企业华海药业； 

（3）商业：两票制在主要省级市场已落地，调拨业务影响正逐步减弱，板块

业绩有望在三、四季度开始出现好转，当前医药商业板块估值已经处于历史底部，

建议关注全国商业龙头上海医药、九州通、地方龙头国药股份、柳药股份。 

（4）连锁药店：社保追缴问题与小规模纳税人减税政策有望对冲，行业长期

逻辑不变，药店“分级分类”管理制度将逐步推广（广东已经开始推行），利好行

业龙头整合，推荐精细化管理连锁药店益丰药房、一心堂，关注国药一致、老百

姓。 

（5）医疗服务与医疗器械：建议关注连锁眼科医院爱尔眼科，心血管平台企

业乐普医疗。 

2 上周市场表现 

2.1 行业上周表现 

上证综指上周五收报 2702.30，周跌幅 0.84%；沪深 300 收报 3277.64，周

跌幅 1.70%；创业板指数收报 1425.23，周涨幅 1.10%；申万医药生物指下跌

0.46%，行业排名 9，跑赢沪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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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申万医药生物子行业中医疗器械（1.04%）、医疗服务（0.48%）、生物制品

（0.13%）跑赢板块，医药商业（-0.65%）、化学原料药（-0.88%）、化学制剂

（-1.02%）、中药（-1.0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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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涨幅前十个股以医疗器械和医疗服务子版块为主，涨幅靠前个股

多为超跌反弹个股，如千山药机、恒康医疗、通化金马等；跌幅前十分布较为散

乱，冠福股份复牌录得行业本周最大跌幅（-12.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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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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0216.SZ 千山药机 23.50  医疗器械Ⅲ 

002219.SZ 恒康医疗 20.67  医疗服务Ⅲ 

000766.SZ 通化金马 13.55  中药Ⅲ 

300238.SZ 冠昊生物 12.99  医疗器械Ⅲ 

002118.SZ 紫鑫药业 10.85  中药Ⅲ 

300267.SZ 尔康制药 9.97  化学原料药 

603127.SH 昭衍新药 8.10  医疗服务Ⅲ 

300003.SZ 乐普医疗 7.98  医疗器械Ⅲ 

300326.SZ 凯利泰 6.48  医疗器械Ⅲ 

603222.SH 济民制药 6.47  化学制剂 
 

代码 名称 

周涨跌幅

（%） 所属子板块 

002102.SZ 冠福股份 -12.58  化学原料药 

300016.SZ 北陆药业 -11.12  化学制剂 

002693.SZ 双成药业 -8.97  生物制品Ⅲ 

603882.SH 金域医学 -8.60  医疗服务Ⅲ 

600645.SH 中源协和 -7.19  生物制品Ⅲ 

000989.SZ 九芝堂 -6.86  中药Ⅲ 

300630.SZ 普利制药 -6.66  化学制剂 

002626.SZ 金达威 -6.62  化学原料药 

002773.SZ 康弘药业 -6.57  化学制剂 

002898.SZ 赛隆药业 -6.14  化学制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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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月 7 日，申万一级医药生物行业市盈率（TTM 整体法，剔除

负值）为 28.15 倍，低于历史平均 38.52 倍 PE（2006 年至今），相对于沪深 300

的 11.27 倍最新 PE 的溢价率为 158.42%，近期出现回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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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1 倍；医疗器械板块 39 倍，生物制品板块 6 倍；化学

制剂 29 倍、化学原料药为 22 倍，中药板块 23 倍，医药商业 21 倍。（截至 2018

年 9 月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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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家新版基药目录将公布 

9 月 5 日，在国务院政策例行吹风会上，国家卫生健康委副主任曾益新等就

基药目录相关问题答记者问。《意见》强化基本药物“突出基本、防治必需、保

障供应、优先使用、保证质量、降低负担”的功能定位。 

本次目录调整，坚持调入调出并重，中西药并重，共调入药品 187 种，调出

22 种，目录总品种数量由原来的 520 种增加到 685 种，其中西药 417 种、中成

药 268 种。调出目录的品种主要是临床已有可替代的药品，或者不良反应多、疗

效不确切、临床已被逐步淘汰等原因。此外，逐步将未通过一致性评价的基本药

物仿制药品种调出目录。 

3.2 企业资讯 

（1）企业投融资 

江苏豪森启动 IPO 

9 月 6 日，翰森制药有限公司的 IPO 申请在港交所披露。招股书显示，翰森

制药以境外公司的身份，通过 100%间接持股，控股运营江苏豪森，江苏豪森在

港 IPO 上市正式启动。 

（2）药企资讯 

复星医药 CAR-T 疗法获批临床 

9 月 5 日，复星医药发布公告称，其投资的复星凯特收到国家药品监督管理

局关于同意益基利仑赛（拟定）用于复发难治性大 B 细胞淋巴瘤治疗的临床试验

的批准。复星凯特拟于近期条件具备后开展该产品的临床 I 期试验。 

和记黄埔直肠癌新药呋喹替尼获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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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月 5 日，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公告宣布，批准和记黄埔医药转移性结直肠

癌治疗药物呋喹替尼胶囊（爱优特）上市。呋喹替尼胶囊为境内外均未上市的创

新药，通过优先审评审批程序获准上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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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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评级说明 
以本报告发布之日起 12 个月内，证券（或行业指数）相对于沪深 300 指数的涨跌幅为标准，定义如下： 

 

行业及公司评级体系 

买入—未来 6-12 个月的投资收益率领先市场基准指数 15%以上； 

增持—未来 6-12 个月的投资收益率领先市场基准指数 5%至 15%； 

中性—未来 6-12 个月的投资收益率与市场基准指数的变动幅度相差-5%至 5%； 

减持—未来 6-12 个月的投资收益率落后市场基准指数 5%至 15%； 

卖出—未来 6-12 个月的投资收益率落后市场基准指数 15%以上； 

无评级—因无法获取必要的资料，或者公司面临无法预见结果的重大不确定性事件，或者其他原因，致使无

法给出明确的投资评级。 市场基准指数为沪深 300 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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