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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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省卫健委印发了《 湖北省公
立医院拖欠民营企业款专项清理工作方案 》的通知，要求全
省公立医院2019年6月底前付清医疗设备采购、药品耗材等欠
款。同时，建立完善按期履约付款的有效机制，防止发生新的
拖欠问题。

三、指数追踪与个股表现：本周生物医药指数下跌2.10%，板
块表现逊于沪深300的0.84%的涨幅；子板块中，表现最好的化
学制药跌幅为0.40%，最弱势的中药下跌3.37%。

五、全球医药热点资讯：信达生物制药于2019年1月2日宣布，创
新肿瘤药物达伯舒（重组全人源抗 PD-1单克隆抗体，英文商标：
Tyvyt，化学通用名：信迪利单抗注射液）联合紫杉醇和顺铂一
线治疗不可切除的局部晚期、复发性或转移性食管鳞状细胞癌的
III 期临床研究（ORIENT-15）完成首例患者给药。

四、全球医药市场追踪：本周恒生医疗保健指数下跌2.90%，逊
于恒生指数0.48%的涨幅；其中长江生命科技以5.6%的涨幅位居
周涨幅榜首位，而微创医疗下跌11.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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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0%，板块表现逊于沪深300的0.84%的涨幅。截至本周，医药指数2018年至今表现略逊于沪深300的

25.31%的跌幅，累计跌幅为27.67% 。截止1月4日，医药指数市盈率为24.15，环比上周下跌0.51个单位，低于历史均值17.87个单位；

沪深300指数市盈率为10.30，医药指数的估值溢价率为134.6%，环比下跌6.4%，低于历史均值58.6个百分点。

本周观点：2018年底医药板块在政策的影响下持续调整，我们认为“4+7”带量采购的后续各省采购的执行以及辅助用药目录全国

范围内建立，将对行业造成深远的影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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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15% -27.6% 133 3.49 3.72 31.0% 35.7 29.1 0.9

我武生物 -6.81% 26.9% 100 2.54 2.45 34.5% 40.8 29.3 0.9

长春高新 -1.43% -5.4% 293 9.73 8.98 33.1% 32.7 22.7 0.7

智飞生物 -2.92% 34.4% 602 15.88 13.90 113.0% 43.3 17.8 0.2

片仔癀 -4.58% 31.3% 499 10.90 10.95 35.4% 45.6 33.8 1.0

安图生物 -4.89% -11.7% 195 5.84 5.92 27.6% 33.0 26.2 0.9

科伦药业 -2.62% -18.7% 290 12.74 11.81 32.3% 24.5 17.2 0.5

葵花药业 -6.56% -8.1% 81 5.73 5.44 28.4% 14.8 11.0 0.4

欧普康视 2.99% 42.2% 90 2.00 2.01 31.8% 44.4 34.0 1.1

美年健康 -6.29% -23.0% 437 8.62 9.34 39.2% 46.8 36.4 0.9



1、湖北省卫健委印发了《湖北省公立医院拖欠民营企业款专项清理工作方案》的通知。

近日，湖北省卫健委印发了《湖北省公立医院拖欠民营企业款专项清理工作方案》的通知，要求全省公立医院

2019年6月底前付清医疗设备采购、药品耗材等欠款。同时，建立完善按期履约付款的有效机制，防止发生新的拖

欠问题。

三阶段完成清欠：

（1）清查阶段（2019 年l月底前）全省各级卫生行政部门制定实施方案，组织所属公立医院对2018年12月31日前拖

欠民营企业账款问题进行全面排查清理。（2）优先清欠阶段（ 2019 年 3 月底前）对逾合同期限 6 个月以上的欠款

作为优先清欠款项。要采取有力措施，优先安排偿还，在3月底前基本付清。（3）全面清欠阶段（2019年4月至6月

）对清理清查出的拖欠款，根据分类化解计划，在优先清欠的基础上，逐项落实还款任务，在2019年6月底前完成

清欠工作。

公立医院不得新增拖欠账款。通知还明确要提高政治站位。各地要将治理公立医院欠款问题纳入当年对医院年度绩

效考核和院长年终考核的重要内容。严防新增拖欠账款，切实保护民营企业合法权益。

https://mp.weixin.qq.com/s/P8dBiVozQkfmfpCeMJijiQ

【点评】

近日印发的工作方案具体到各个阶段、不同时间点，可执行性更高，此外，此次工作方案在最后的附件处，附上了

湖北省公立医院清欠民营企业款情况汇总表，可以说，民营医药商业企业拿到回款有望。近期多种政策通知出台，

清理拖欠民营企业账款的工作已经在全国范围内展开，而面临拖欠账款问题比较严重的医药商业企业将大为缓解资

金压力。

二、行业政策与发展动态：行业动态

https://mp.weixin.qq.com/s/P8dBiVozQkfmfpCeMJijiQ


二、行业政策与发展动态：行业动态

1、歌礼第三个丙肝创新药ASC21临床试验申请获受理

歌礼制药有限公司，一家致力于解决抗病毒、癌症及脂肪肝病三大领域中尚未被满足医疗需求的生物科技公司，今日

宣布，公司第三个丙肝创新药ASC21的临床试验申请已获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受理。

https://news.yaozh.com/archive/25263.html

2、强强联合！药明生物与正大天晴达成双特异性抗体开发合作

2019年1月2日,全球领先的开放式生物制药技术平台公司药明生物与正大天晴宣布，双方针对一款创新双特异性抗体

开发达成合作。根据协议内容，正大天晴获得授权使用药明生物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双特异性抗体技术平台

WuXiBody™开发一款创新双特异性抗体，药明生物为该产品的发现、开发和生产提供技术支持等服务。双方将充分

利用各自优势和资源展开合作，实现在生物医药研发领域的合作共赢。

https://news.yaozh.com/archive/25260.html

3、信达生物宣布达伯舒®一线食管鳞癌III期临床研究完成首例患者给药

信达生物宣布，创新肿瘤药物达伯舒®联合紫杉醇和顺铂一线治疗不可切除的局部晚期、复发性或转移性食管鳞状细

胞癌的III期临床研究（ORIENT-15）完成首例患者给药。

https://news.yaozh.com/archive/25255.html

https://news.yaozh.com/archive/25263.html
https://news.yaozh.com/archive/2526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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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0%，板块表现逊于沪深300的0.84%的涨幅。截至本周，医药指数2018年至今表现略逊于

沪深300的25.31%的跌幅，累计跌幅为27.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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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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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三、指数追踪与个股表现

【医药市盈率追踪】

截止1月4日，医药指数市盈率为24.15，环比上周下跌0.51个单位，低于历史均值17.87个单位；沪深300指数市盈率

为10.30，医药指数的估值溢价率为134.6%，环比下跌6.4%，低于历史均值58.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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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0%，板块表现逊于沪深300的0.84%的涨幅；子板块中，表现最好的化学制药跌幅为0.40%

，最弱势的中药下跌3.37%。2018年至今，表现最好的子板块为医疗服务，跌幅为22.54%，优于医药指数29.19%的

跌幅，优于沪深300指数24.6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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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年初至今

沪深300 0.84 -24.68 

化学制药 -0.40 -27.85 

医药商业 -1.73 -33.01 

原料药 -1.79 -32.79 

医疗器械 -1.88 -29.94 

生物医药 -2.10 -29.19 

医疗服务 -2.58 -22.54 

生物制品 -3.26 -25.58 

中药 -3.37 -33.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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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元股份 11.6% 康美药业 -22.3%

万东医疗 9.2% 海思科 -15.8%

三鑫医疗 8.3% 海普瑞 -11.3%

银河生物 7.7% 通化东宝 -10.3%

中源协和 7.0% 天宇股份 -9.6%

思创医惠 6.9% 塞力斯 -9.0%

精华制药 6.5% 天士力 -8.9%

荣之联 6.2% 济川药业 -8.6%

正川股份 6.1% 天坛生物 -7.9%

中珠医疗 5.7% 延安必康 -7.8%

数据来源：Wind，东吴证券研究部

201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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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0.3% 南京新百 -76.2%

通策医疗 48.4% 千山药机 -74.8%

欧普康视 42.2% 华仁药业 -73.3%

正海生物 36.7% 延华智能 -73.1%

智飞生物 34.4% *ST长生 -72.1%

海普瑞 34.1% 华大基因 -70.8%

片仔癀 31.3% 恒康医疗 -70.1%

健帆生物 30.2% 新日恒力 -69.5%

我武生物 26.9% 中珠医疗 -68.8%

爱尔眼科 25.9% 华业资本 -6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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逊于恒生指数。本周恒生医疗保健指数下跌2.90%，逊于恒生指数0.48%的涨幅；其中长

江生命科技以5.6%的涨幅位居周涨幅榜首位，而微创医疗下跌11.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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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长江生命科技 5.6% 微创医疗 -11.4%

康臣药业 4.4% 三生制药 -9.2%

中国先锋医药 4.2% 复星医药 -7.5%

北控医疗健康 3.9% 威高股份 -5.4%

金斯瑞生物科技 3.3% 丽珠医药 -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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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武田】三项细胞疗法合作推进下一代癌症免疫疗法

日前，总部位于日本大阪的武田制药与美国纪念斯隆-凯特琳（Memorial Sloan Kettering）癌症中心、Noile-Immune 

Biotech Inc.和Crescendo Biologics达成了三项合作协议。武田制药宣布，将于2019年开始推进一系列的细胞疗法合
作，推动该公司新型免疫肿瘤学产品组合。

2.默沙东两项合作开发K药联合疗法和抗病毒疫苗

近期，临床阶段生物制药公司Adlai Nortye（阿诺医药）表示，已与默沙东制药就AN0025（EP4 拮抗剂）与抗PD-1

疗法KEYTRUDA（pembrolizumab）达成了临床合作协议。根据协议条款，阿诺医药和默沙东将合作进行临床试验
，评估两款药物联合治疗实体肿瘤的安全性和初步疗效。

3.赛诺菲和默沙东6价疫苗Vaxelis获批预防儿科多种疾病

赛诺菲日前宣布，美国食品和药物管理局（FDA）已批准6价疫苗Vaxelis，这是一种全液体、即用型的6联疫苗，用
于6周龄的婴儿至4岁的儿童（5岁生日之前）。该疫苗是赛诺菲与默沙东战略合作的一部分，目前双方正在致力于
最大限度地提高Vaxelis的生产，以实现可持续的疫苗供应，满足预期的美国市场需求。

4.贝达药业盐酸恩莎替尼上市申请获受理

贝达药业宣布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已经受理其盐酸恩莎替尼用于此前接受过克唑替尼治疗后进展的或者对克唑替尼
不耐受的间变性淋巴瘤激酶（ALK）阳性的局部晚期或转移性非小细胞肺癌（NSCLC）患者的药品注册申请，这
标志着贝达药业新药研发取得了新的进展，盐酸恩莎替尼有望成为国内第四款ALK抑制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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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歌礼丙肝创新药戈诺卫进入成都医保

歌礼制药有限公司（歌礼制药 1672.HK），一家致力于解决抗病毒、癌症及脂肪肝病三大领域中尚未被满足医疗需
求的生物科技公司，今日宣布，根据成都市医疗保险管理局文件通知，戈诺卫（达诺瑞韦）正式被纳入成都市丙型
肝炎门诊医疗费分类付费药品范围。这是继被纳入天津市“基本医疗保险丙型肝炎门诊医疗费用按人头付费试点”
药品报销范围及获绍兴市政府财政补助后，戈诺卫在提高药物可及性方面取得的又一大进展。

6.信达生物达伯舒一线食管鳞癌III期临床研究完成首例患者给药

信达生物制药于2019年1月2日宣布，创新肿瘤药物达伯舒（重组全人源抗 PD-1单克隆抗体，英文商标：Tyvyt，化
学通用名：信迪利单抗注射液）联合紫杉醇和顺铂一线治疗不可切除的局部晚期、复发性或转移性食管鳞状细胞癌
的 III 期临床研究（ORIENT-15）完成首例患者给药。

7.岸迈生物双特异性抗体中美双报IND几乎同步获批

岸迈生物科技有限公司（EpimAb Biotherapeutics，简称“岸迈生物”）近日宣布了一项重大研发进展——基于其双
特异性抗体平台而自主研发的针对多种实体瘤适应症的EMB01已分别获得美国FDA和中国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
NMPA）的IND（新药临床试验）批准，开始开展临床1/2期的临床研究。

8.药明生物与瑞士AC Immune公司达成独家战略合作

全球领先的开放式生物制药技术平台公司药明生物（WuXi Biologics， 2269.HK）与围绕神经退行性疾病建立丰富
研发管线的瑞士临床阶段生物制药公司AC Immune SA（纳斯达克股票代码：ACIU，以下简称AC Immune）今日宣
布，双方已针对生物药发现、开发及生产等领域达成独家战略合作。



六、东吴医药近期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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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药生物行业 行业年度策略报告 2019/1/2
2019年医药行业年度策略：国际视角下的中国医药行业发展——聚焦中国创新&

中国消费

医药生物行业 行业点评报告 2018/12/18 首个国产PD-1获批上市，药政持续改革加快创新药进程

医药生物行业 行业专题报告 2018/12/13 从2018年血液制品批签发数据看行业起稳回升

医药生物行业
行业专题报告

2018/12/5
环保及下游采购周期驱动VA、泛酸钙、硫红等品种价格上涨，特色原料药价格稳
健

乐普医疗（300003） 公司点评报告 2018/12/1 氯吡格雷通过一致性评价，国产替代趋势逐渐清晰

华东医药（000963） 公司点评报告 2018/11/30 核心品种阿卡波糖通过一致性评价，有助于加快产品进口替代

长春高新（000661） 公司深度研究 2018/11/28 生长激素放量，疫苗板块向好，公司进入高速增长期

乐普医疗（300003） 公司点评报告 2018/11/22 AI-ECG Platform获得美国FDA批准，人工智能取得重大突破

安科生物（300009） 公司深度研究 2018/11/16 生长激素持续发力提升业绩，加大研发布局创新管线

医药行业Q3行业综述 行业专题报告 2018/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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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智飞生物（300122） 公司点评报告 2018/11/7 签署HPV疫苗采购协议，为公司业绩增长提供保障（300122）

安图生物(603658)  公司点评报告 2018/10/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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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年健康（002044） 公司点评报告 2018/10/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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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乐普医疗（300003） 公司点评报告 2018/10/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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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州通（600998） 公司点评报告 2018/10/29 商业、工业收入稳定增长，研发投入增加影响当期业绩（601607）

上海医药（601607） 公司点评报告 2018/10/28 业绩符合预期，产品扩张迅速，推广力度上升—欧普康视（300595）

欧普康视(300595)     公司点评报告 2018/10/26 业绩符合预期，产品扩张迅速，推广力度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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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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