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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业观点：医改稳步推进，行业结构性调整按部就班。本周四个重要的行

业新闻，涉及到完善医疗保障范围，推进按病种付费规范诊疗路径，保障

药品有序供应，囊括了当下医改的几个主要方向。两票制、零加成、带量

采购等政策的执行切断了医生与药品之间的利益关系，再通过按病种付费

规范医生诊疗路径，引导临床合理用药。将大量耗在辅助用药、滥用药上

的医保费用节省出来，加大对大病、慢病的医保覆盖，切实减轻群众看病

负担。此外，从企业的角度引导药企合理选择品种，避免大量企业重复生

产同一品种，浪费生产资源。通过各种积极的政策指引，我国医药行业的

结构化升级指日可待。 

 投资策略：关注三季报业绩优异的公司。从本周起，公司陆续发布三季报，

关注业绩超预期或延续之前高增长的公司。医疗服务类，建议关注通策医

疗、爱尔眼科；创新产业链标的，推荐药石科技、凯莱英；推荐碘造影剂

龙头司太立、多业绩驱动高速增长的海辰药业、核医学龙头东诚药业；以

及业绩增长稳健的药店板块。 

 行业要闻荟萃：完善城乡居民高血压、糖尿病门诊用药保障机制；国务院

办公厅印发《关于进一步做好短缺药品保供稳价工作的意见》；浙江省全

面推进按病种付费；国家卫健委官网公布《第一批鼓励仿制药品目录》。 

 行情回顾：上周医药板块上涨 3.56%，同期沪深 300 指数上涨 2.55%；申

万一级行业中 27 个板块上涨，1 个板块下跌，医药行业在 28 个行业中排

名第 6位；医药子行业全部上涨，其中涨幅最大的是医疗器械，上涨 4.31%，

涨幅最小的是医药商业，上涨 2.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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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业观点：医改稳步推进，行业结构性调整按部就班。本周四个重要的行业新闻，涉及到完善医疗

保障范围，推进按病种付费规范诊疗路径，保障药品有序供应，囊括了当下医改的几个主要方向。

两票制、零加成、带量采购切断了医生与药品之间的利益关系，再通过按病种付费规范医生诊疗路

径，引导临床合理用药。将大量耗在辅助用药、滥用药上的医保费用节省出来，加大对大病、慢病

的医保覆盖，切实减轻群众看病负担。此外，从企业的角度引导药企合理选择品种，避免大量重复

生产同一品种，浪费生产资源。通过各种积极的政策指引，我国医药行业的结构化升级指日可待。 

投资策略：关注三季报业绩优异的公司。从本周起，公司陆续发布三季报，关注业绩超预期或延续

之前高增长的公司。医疗服务类，建议关注通策医疗、爱尔眼科；创新产业链标的，推荐药石科技、

凯莱英；推荐碘造影剂龙头司太立、多业绩驱动高速增长的海辰药业、核医学龙头东诚药业；以及

业绩增长稳健的药店板块。 

 

二、 行业要闻荟萃 

2.1 完善城乡居民高血压、糖尿病门诊用药保障机制 

10 月 9 日上午，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国务院政策例行吹风会，请国家医疗保障局副局长陈金甫和

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有关负责人介绍完善城乡居民高血压、糖尿病门诊用药保障机制有关情况，并

答记者问。 

点评：我国医保政策不断完善，着力于切实减少人民群众就医负担。继之前大病医保的普及后，开

始关注慢病用药给群众带来的负担。糖尿病、高血压是我国居民最大的两类慢病，据统计新制度落

地最直接受益人群超过 1 亿，测算下来涉及到基金大概将近 400 亿元/年。 

 

2.2 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进一步做好短缺药品保供稳价工作的意见》 

近日，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进一步做好短缺药品保供稳价工作的意见》，就短缺药品供应上面临

的各种问题提出解决措施。 

点评：短缺药品由于价格低、用量少等原因，企业生产意愿低，过去经常发生一药难求的情况。该

问题得到相关部门的高度重视，近两年出台政策大力规范整治短缺药市场的乱象，确保及时供应。

总体思路是给予短缺药企业合理利润，疏通流通环节，用市场调节的方式鼓励企业生产，或者定点

委托企业生产。 

 

2.3 浙江省全面推进按病种付费 

最近，浙江医保局发布《浙江省基本医疗保险住院费用 DRGs 点数付费暂行办法(征求意见稿)》，文

件要求统筹区定点医疗机构发生的所有住院医疗费用均纳入 DRGs 付费管理，含异地参保人员在本

统筹区定点医疗机构住院的直接结算费用。 

点评：DRGs 是国家医保局、卫健委共同推进的重大改革措施，作为医保控费的有力手段，国家正

在积极推进过程中。国家医保局 5 月 20 日公布 30 个 DRG 试点城市名单，9 月初发布 DRG 的 99

位专家组名单，探讨多年的 DRG 不断加速落地。目前，广西、湖北部署全省推广 DRGs 的工作正

在进行中，浙江的进度全国领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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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国家卫健委官网公布《第一批鼓励仿制药品目录》 

10 月 9 日，国家卫健委官网公布《第一批鼓励仿制药品目录》，包含尼替西农、富马酸福莫特罗、

泊沙康唑等 33 个通用名品种，涵盖多种抗癌药、罕见病药物以及此前曾出现短缺的药品等。 

点评：为了有效引导企业生产仿制药，保障各品种的有序供应，卫健委制定该目录。遴选标准为国

内专利到期和专利即将到期尚没有提出注册申请、临床供应短缺（竞争不充分）以及企业主动申报

的药品。该目录的制定对保障重大疾病用药，短缺药具有重要意义。 

 

三、 行情回顾 

上周医药板块上涨 3.56%，同期沪深 300 指数上涨 2.55%；申万一级行业中 27 个板块上涨，1 个板

块下跌，医药行业在 28 个行业中排名第 6 位；医药子行业全部上涨，其中涨幅最大的是医疗器械，

上涨 4.31%，涨幅最小的是医药商业，上涨 2.53%。 

图表1 医药行业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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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 年 10 月 11 日，医药板块估值为 33.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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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5.30%，略高于历史均值 55.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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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3 医药板块各子行业 2019 年初以来市场表现 图表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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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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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2750.SZ 龙津药业 20.97 1 300725.SZ 药石科技 -8.60 

2 603520.SH 司太立 19.70 2 002399.SZ 海普瑞 -8.01 

3 300639.SZ 凯普生物 18.23 3 300404.SZ 博济医药 -7.13 

4 002626.SZ 金达威 17.10 4 603716.SH 塞力斯 -4.57 

5 603998.SH 方盛制药 15.04 5 000150.SZ 宜华健康 -3.95 

6 000590.SZ 启迪古汉 13.71 6 000503.SZ 海虹控股 -3.48 

7 300194.SZ 福安药业 13.65 7 600771.SH 广誉远 -1.71 

8 300601.SZ 康泰生物 13.01 8 600566.SH 济川药业 -1.48 

9 002030.SZ 达安基因 12.97 9 200028.SZ 一致 B -1.46 

10 300363.SZ 博腾股份 12.51 10 603079.SH 圣达生物 -1.45 

11 300314.SZ 戴维医疗 11.94 11 600538.SH 国发股份 -1.22 

12 300630.SZ 普利制药 11.59 12 002873.SZ 新天药业 -0.97 

13 300482.SZ 万孚生物 11.27 13 600867.SH 通化东宝 -0.91 

14 002118.SZ 紫鑫药业 11.18 14 300204.SZ 舒泰神 -0.57 

15 603882.SH 金域医学 10.59 15 300705.SZ 九典制药 -0.52 

资料来源：WIND、平安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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