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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药生物 

 

 

医药行业周报（20191027）           维持评级 

三季报持续发布，建议关注业绩持续稳步增长的个股   看好 

2019 年 10 月 27 日   行业研究/定期报告 

行业近一年市场表现  
市场回顾 

➢ 本周医药生物行业下跌 1.04%，跑输沪深 300 指数 1.75 个百分点，在

28 个申万一级行业中排名第 27。除化学制剂与中药分别上涨 1.45%与

0.01%外其余所有医药子板块均下跌，医疗服务跌幅最大，上涨 3.88%。

截至 2019 年 10 月 25 日，申万一级医药行业 PE（TTM）为 36.32 倍，

相对沪深 300 最新溢价率为 300%。 

核心观点 

➢ 本周 A 股震荡前行，申万一级行业涨跌不一，农林牧渔受资金青睐，

高涨幅领先两市。近半医药生物公司已发布三季度报告，整体表现良

好，但分化明显，建议关注业绩持续稳步增长的个股，如我武生物等。 

➢ 当前政策环境下我们持续推荐两条主线：政策和资本、人才的驱动下，

我国医药创新热度持续，迎来前所未有的黄金发展期，众多创新药已

进入临床关键时期接近上市或已经上市，综合创新药具高技术含量、

高投入、高风险、高回报、研发周期长的特点，我们建议关注资金实

力强，技术水平高，研发管线丰富的医药创新龙头企业，如恒瑞医药、

复星医药等；疫苗、生长激素、血制品等一些政策免疫的高景气细分

领域，建议关注康泰生物、智飞生物、华兰生物等相关个股。 

行业要闻 

➢ DRGs 最核心标准出炉 

➢ 定点药店医保品种须从招标平台采购 

➢ 17 款药品未按规定供应 

➢ 阿尔茨海默症将有药可医 

风险提示 

➢ 行业政策风险、药品安全风险、研发风险、业绩不达预期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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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报告 

医药行业 2018 年年报、2019年 1 季报总

结--关注“不确定市场”中的“确定性

机会” 

医药行业 2019年中期投资策略--科创助

力产业升级，生物医药迎黄金发展期 

医药行业周报（20190916）：高血压糖尿

病门诊用药纳入医保，相关国产企业将

受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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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市场回顾 

1.1 市场整体表现 

本周沪深 300 指数上涨 0.71%，报 3896.79 点。申万一级行业涨跌不一，其中医药生物行业下跌 1.04%，

跑输沪深 300 指数 1.75 个百分点，在 28 个申万一级行业中排名第 27。 

图 1：申万一级行业及沪深 300 指数涨跌幅对比 

 

数据来源：wind，山西证券研究所 

1.2 细分行业市场表现 

本周，除化学制剂与中药分别上涨 1.45%与 0.01%外其余所有医药子板块均下跌，医疗服务跌幅最大，

上涨 3.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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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医药生物行业各子板块涨跌幅对比 

 

数据来源：wind，山西证券研究所 

1.3 个股涨跌幅榜 

剔除次新股，上周医药生物个股中，涨幅排名靠前的分别是吉药控股（25.72%）、景峰医药（20.42%）、

丰原药业（15.83%）、陇神戎发（13.17%）等。 

表 1：医药生物行业个股涨跌幅前十名与后十名（%） 

前十名 后十名 

证券简称 周涨跌幅（%） 
所属申万 

三级行业 
证券简称 周涨跌幅（%） 

所属申万 

三级行业 

吉药控股 25.72  中药 长生退 -40.91  生物制品 

景峰医药 20.42  化学制剂 迪安诊断 -16.90  医疗器械 

丰原药业 15.83  化学制剂 凯利泰 -15.90  医疗器械 

陇神戎发 13.17  中药 大博医疗 -14.78  医疗器械 

九洲药业 10.31  化学原料药 昭衍新药 -14.38  医疗服务 

济民制药 8.93  化学制剂 光正集团 -14.13  医疗服务 

哈三联 8.54  化学制剂 博腾股份 -14.06  化学原料药 

利德曼 8.40  生物制品 明德生物 -12.77  医疗器械 

博晖创新 8.06  医疗器械 溢多利 -12.73  生物制品 

华通医药 7.04  医药商业 金域医学 -12.43  医疗服务 
 

数据来源：wind，山西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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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行业估值情况 

截至 2019 年 10 月 25 日，申万一级医药行业 PE（TTM）为 36.32 倍，相对沪深 300 最新溢价率为 300%。 

图 3：申万一级医药生物行业和沪深 300 指数估值及相对 PE 

 

数据来源：wind，山西证券研究所 

截至 2019 年 10 月 25 日，医药子板块中医疗服务估值最高，达到 104.48 倍，中药及医药商业估值较低，

分别为 24.40 倍和 15.13 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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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医药各子行业估值情况 

 

数据来源：wind，山西证券研究所 

3.行业要闻 

➢ DRGs 最核心标准出炉 

10 月 23 日，国家医保局宣布 CHS-DRGs 及其技术规范和分组方案诞生。《分组方案》明确了国家医疗保障

疾病诊断相关分组是全国医疗保障部门开展 DRG 付费工作的统一标准，包括了 26 个主要诊断大类，376

个核心 DRG，其中 167 个外科手术操作 ADRG 组、22 个非手术操作 ADRG 组和 187 个内科诊断 ADRG 组。

(E 药经理人) 

➢ 定点药店医保品种须从招标平台采购 

10 月 24 日，浙江省医保局发布《浙江省基本医疗保险定点药店管理暂行办法(征求意见稿)》，意见征求时

间截止 11 月 1 日。文件要求，药店配备的省药械采购平台在线交易药品品种不低于 50%。医疗用品销售范

围仅限于药品、中药材、医疗器械（具“械字号”商品）、消毒用品（具“卫消字号”商品）等医疗用品，

生活用品、化妆品、保健品等不准进入定点药店。此外，定点药店销售省药械采购平台之外药品，医保基

金不予支付。医保支付药品必须通过省药械采购平台统一采购；定点药店药品销售价格按照公立医院医保

支付标准基础上适当加成，加成比例另行规定。（浙江省医保局官网） 

➢ 17 款药品未按规定供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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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月 23 日，辽宁省药品和医用耗材集中采购网发布医保局的通知称，2019 年第三季度全省医疗机构上报

未按议定价格和规定供应药品信息 78 条，通过甄别、核实，其中有 17 个药品需要进一步调查，其中不乏

知名企业的畅销大品种，例如辉瑞的甲氨蝶呤注射液等。（辽宁省药品和医用耗材集中采购网） 

➢ 阿尔茨海默症将有药可医 

近日，百健公司宣布将重启有关治疗阿兹海默症药物 Aducanumab 的审批上市申请工作。在 7 个月前，百健

公司曾宣布终止该药Ⅲ期临床试验。若该产品顺利上市，或将成为市面上首个能改善阿尔茨海默症临床症

状的药物。曾有分析人士表示，该药的价值将达 103 亿美元，超过比其更有效且风险更低的化合物。(国际

金融报) 

4.风险提示 

行业政策风险、药品安全风险、研发风险、业绩不达预期风险。 

 

 

 

 

 

 

 

 

 

 

 

 

 

 

 

 

 

 

 



                                      

 

证券研究报告：行业研究/定期报告 

 

请务必阅读最后一页股票评级说明和免责声明                                            8  

分析师承诺： 

本人具有中国证券业协会授予的证券投资咨询执业资格并注册为证券分析师，本人承诺，以勤勉的职

业态度，独立、客观地出具本报告。本报告清晰准确地反映本人的研究观点。本人不曾因，不因，也将不

会因本报告中的具体推荐意见或观点而直接或间接受到任何形式的补偿。本人承诺不利用自己的身份、地

位和执业过程中所掌握的信息为自己或他人谋取私利。 

 

投资评级的说明： 

——报告发布后的 6 个月内上市公司股票涨跌幅相对同期上证指数/深证成指的涨跌幅为基准 

 

——股票投资评级标准：  

买入：  相对强于市场表现 20%以上 

增持：  相对强于市场表现 5～20%      

中性：  相对市场表现在-5%～+5%之间波动 

减持：  相对弱于市场表现 5%以下 

 

——行业投资评级标准： 

看好：  行业超越市场整体表现 

中性：  行业与整体市场表现基本持平 

看淡：  行业弱于整体市场表现 

 

免责声明： 

山西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具备证券投资咨询业务资格。本报告是基于本公司认为可靠

的已公开信息，但本公司不保证该等信息的准确性或完整性。入市有风险，投资需谨慎。在任何情况下，

本报告中的信息或所表述的意见并不构成对任何人的投资建议。在任何情况下，本公司不对任何人因使用

本报告中的任何内容所引致的任何损失负任何责任。本报告所载的资料、意见及推测仅反映本所于发布本

报告当日的判断。在不同时期，本所可发出与本报告所载资料、意见及推测不一致的报告。本公司或其关

联机构在法律许可的情况下可能持有或交易本报告中提到的上市公司所发行的证券或投资标的，还可能为

或争取为这些公司提供投资银行或财务顾问服务。客户应当考虑到本公司可能存在可能影响本报告客观性

的利益冲突。本公司在知晓范围内履行披露义务。本报告的版权归本公司所有。本公司对本报告保留一切

权利。未经本公司事先书面授权，本报告的任何部分均不得以任何方式制作任何形式的拷贝、复印件或复

制品，或再次分发给任何其他人，或以任何侵犯本公司版权的其他方式使用。否则，本公司将保留随时追

究其法律责任的权利。 

 

 

山西证券研究所： 

太原 北京 

太原市府西街 69 号国贸中心 A 座 28 层 

邮编：030002 

电话：0351-8686981 

http://www.i618.com.cn 

北京市西城区平安里西大街 28 号中海

国际中心七层 

邮编：100032 

电话：010-83496336 

 

http://www.i618.com.c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