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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明模式全国推广，关注医保谈判结果 

——医药周报2019第44期 

 

上周申万医药生物指数报收 8,046.42 点，累计下跌 0.84%，涨跌幅排在行业第

3 位，跑赢沪深 300 指数 1.57 个百分点。上周，国家卫健委官网发布《国务院

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领导小组关于进一步推广福建省和三明市深化医药卫

生体制改革经验的通知》，在总结三明市深化医改经验基础上提出 24 条深化医

改重点任务。药品集采方面，2019 年 12 月底前全面执行 25 种集采药品的采

购和使用政策， 2020 年扩大国家集采品种范围，2020 年 9 月底前综合医改试

点省份要率先探索对未纳入国家集采的药品开展带量、带预算采购，国家集采

+地方集采双管齐下，更多品种将进入集采名单，药品仍面临较大降价压力，

尤其是多厂家生产品种；耗材集采方面，2020 年 9 月底前综合医改试点省份

要率先探索高值耗材按类别集采，政策趋向稳健，预计短期内不会在国家层面

启动耗材集采，而是以地方探索为主，后续随着耗材统一编码的落地实施，耗

材集采品种有望进一步扩大。医疗价格调整方面，2020-2022 年各地要每年进

行调价评估，及时调整医疗服务价格，加大动态调整力度，医疗服务收入占医

院收入比重将逐渐提高。支付方式方面，推进以按病种付费为主的多元复合式

医保支付方式改革，医保支付思路由此前的按项目付费向“打包付费”、“预付

制”转变，医保控费手段趋于多元化，控费力度逐步加大，支付端的变革将对

药品降价、高值耗材降价、分级诊疗等各个方面将产生全面推动作用。整合型

医疗卫生服务体系构建方面，加强慢性病分级分类管理、乡村医生队伍建设、

中医医疗服务体系建设，2020 年综合医改试点省份要开展紧密型医疗集团和

县域医疗共同体试点，持续推进分级诊疗，通过构建整合型医疗卫生服务体系，

实现体系内人、财、物、信息和技术等医疗资源的有效整合，从而合理配置医

疗资源，真正发挥基层首诊作用，避免医疗资源浪费。《通知》中重点任务涉

及医药、医疗、医保等多方面，通过明确具体时间表，预期各项政策将加速落

地，医改整体提速，医药行业整合升级速度也将加快，政策整体控费降价、鼓

励创新、加强监管的趋势不变，建议关注政策受益下行业高景气主线，如创新

药及产业链、医疗服务、原料药、优质医疗器械等。 

11 月 14 日，FDA 宣布加速批准百济神州自主开发的小分子 BTK 抑制剂泽布

替尼上市，用于既往接受过至少一项疗法的成年套细胞淋巴瘤（MCL）患者。

泽布替尼为首个被 FDA 批准的中国本土企业自主研发的创新药，获批具有里

程碑意义。政策利好下，中国创新药行业进程加速明显，创新产业链维持高景

气，建议持续关注。 

新一轮医保谈判已于上周结束，我们建议关注近期即将发布的医保谈判药品目

录，沿三条主线布局有业绩支撑、估值合理的优质标的，一是政策受益下行业

高景气主线，如创新药及产业链、医疗服务、优质医疗器械等，重点推荐海普

瑞（002399）、华北制药（600812）、康弘药业（002773）、昭衍新药（603127）、

凯莱英（002821）、海正药业（600267）、金域医学（603882）、凯普生物（300639）

等；二是政策免疫下行业持续景气主线，如疫苗、血制品、可选消费等，重点

推荐正海生物（300653）、康泰生物（300601）、博雅生物（300294）、华兰生

物(002007)、天坛生物(600161)等；三是业绩表现良好+估值修复主线，如医药

流通、专业化原辅料等，重点推荐九州通（600998）、美诺华（603538）、山河

药辅（300452）、山东药玻（600529）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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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回顾：截止 2019 年 11 月 17 日,上证综指报收 2,891.34 点,单周（2019

年 11 月 10 日至 2019 年 11 月 17 日）累计下跌 2.46%,中小板指数累计下

跌 1.77%,创业板指数累计下跌 2.13%。申万一级行业中，仅食品饮料和电

子实现上涨，其余 26 个行业均下跌，其中家用电器、休闲服务和农林牧

渔跌幅靠前，分别下跌 5.54%、5.43%和 4.95%。申万医药生物指数报收

8,046.42 点，累计下跌 0.84%，涨跌幅排在行业第 3 位，跑赢沪深 300 指

数 1.57 个百分点。申万一级医药生物行业市盈率（TTM，整体法，剔除

负值）为 34.34 倍，较上周略有下降，仍低于 2009 年以来的均值 37.16

倍。申万一级医药生物行业相对于沪深 300 的 11.61 倍 PE 的估值溢价率

为 195.73%，与上周相比上升 4.57 个百分点，比 2009 年以来的均值

202.91%低 7.18 百分点，仍位于历史相对低位水平。 

 行业动态：（1）国家卫健委官网发布《国务院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领导

小组关于进一步推广福建省和三明市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经验的通

知》；（2）FDA 加速批准百济神州自主开发的小分子 BTK 抑制剂泽布替

尼上市。 

 公司公告：【理邦仪器】取得国家药监局颁发的《医疗器械注册证》，产品

名称：病人监护仪；【凯利泰】获得国家药监局颁发的 III 类《医疗器械注

册证》，产品名称：直型金属接骨板（非锁定）。 

 重点推荐标的：海普瑞（002399）、九州通（600998）、金域医学（603882）、

昭衍新药（603127）、康弘药业（002773）、正海生物（300653）、美诺华

（603538）、凯普生物（300639）。 

 风险提示：政策风险、市场估值风险，研发失败风险、药品质量等突发事

件风险。 

核心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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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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收 8,046.42 点，累计下跌 0.84%，涨跌幅排在行业第 3 位，跑赢

沪深 300 指数 1.57 个百分点。细分行业方面，仅医疗服务实现上涨，涨幅为 2.32%，其

余二级行业指数均不同程度下跌，其中中药板块跌幅最大，单周下跌 4.40%，其次为医药

商业和生物制品，分别下跌 3.23%、0.88%。个股表现上，上周申万医药行业企业有 61

家上涨，218 家下跌。康弘药业本周涨幅达 13.00%，居行业涨幅榜首位。此外贝达药业、

正川股份、爱朋医疗涨幅居前，分别上涨 12.79%、11.76%、10.08%。康缘药业单周下跌

15.46%，居行业跌幅榜首位。此外,贵州百灵、太极集团、乐心医疗跌幅相对较大。 

上周，国家卫健委官网发布《国务院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领导小组关于进一步推广福

建省和三明市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经验的通知》，在总结三明市深化医改经验基础上提

出 24 条深化医改重点任务并规定明确时间表。药品集采方面，2019 年 12 月底前全面执

行 25 种集采药品的采购和使用政策， 2020 年扩大国家集采品种范围，2020 年 9 月底前

综合医改试点省份要率先探索对未纳入国家集采的药品开展带量、带预算采购，国家集

采+地方集采双管齐下，更多品种将进入集采名单，药品仍面临较大降价压力，尤其是多

厂家生产品种；耗材集采方面，2020 年 9 月底前综合医改试点省份要率先探索高值耗材

按类别集采，政策趋向稳健，预计短期内不会在国家层面启动耗材集采，而是以地方探

索为主，后续随着耗材统一编码的落地实施，耗材集采品种有望进一步扩大，整体来看，

药品耗材集采力度加码，控费降价仍是未来一段时间主旋律。医疗价格调整方面，

2020-2022 年各地要每年进行调价评估，及时调整医疗服务价格，加大动态调整力度，随

着药品耗材集中采购、取消加成等政策推进，药品、耗材领域水分被逐步挤出，“滕笼”

已初见成效，动态调整医疗服务价格具备大规模推进前提条件，“换鸟”进程加快，医院

收入结构调整速度加快，医疗服务收入占比将逐渐提高。支付方式方面，推进以按病种

付费为主的多元复合式医保支付方式改革，医保支付思路由此前的按项目付费向“打包

付费”、“预付制”转变，医保控费手段趋于多元化，控费力度逐步加大，支付端的变革

将对药品降价、高值耗材降价、分级诊疗等各个方面将产生全面推动作用。整合型医疗

卫生服务体系构建方面，加强慢性病分级分类管理、乡村医生队伍建设、中医医疗服务

体系建设，2020 年综合医改试点省份要开展紧密型医疗集团和县域医疗共同体试点，持

续推进分级诊疗，通过构建整合型医疗卫生服务体系，实现体系内人、财、物、信息和

技术等医疗资源的有效整合，从而合理配置医疗资源，真正发挥基层首诊作用，避免医

疗资源浪费。《通知》中重点任务涉及医药、医疗、医保等多方面，通过明确具体时间表，

预期各项政策将加速落地，医改整体提速，医药行业整合升级速度也将加快，政策整体

控费降价、鼓励创新、加强监管的趋势不变，建议关注政策受益下行业高景气主线，如

创新药及产业链、医疗服务、原料药、优质医疗器械等。 

11 月 14 日，FDA 宣布加速批准百济神州自主开发的小分子 BTK 抑制剂泽布替尼上市，

用于既往接受过至少一项疗法的成年套细胞淋巴瘤（MCL）患者。泽布替尼为首个被 FDA

批准的中国本土企业自主研发的创新药，获批具有里程碑意义。政策利好下，中国创新

药行业进程加速明显，创新产业链维持高景气，建议持续关注。 

新一轮医保谈判已于上周结束，我们建议关注近期即将发布的医保谈判药品目录，沿三

条主线布局有业绩支撑、估值合理的优质标的，一是政策受益下行业高景气主线，如创

新药及产业链、医疗服务、优质医疗器械等，重点推荐海普瑞（002399）、华北制药（6008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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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弘药业（002773）、昭衍新药（603127）、凯莱英（002821）、海正药业（600267）、金

域医学（603882）、凯普生物（300639）等；二是政策免疫下行业持续景气主线，如疫苗、

血制品、可选消费等，重点推荐正海生物（300653）、康泰生物（300601）、博雅生物（300294）、

华兰生物(002007)、天坛生物(600161)等；三是业绩表现良好+估值修复主线，如医药流

通、专业化原辅料等，重点推荐九州通（600998）、美诺华（603538）、山河药辅（300452）、

山东药玻（600529）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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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州通 拓展 FBBC 全产业链电商模式，总代理事业部等新业务快速发展，盈利能力提升 

金域医学 子公司扭亏为盈，已逐步贡献业绩，第三方检验市场空间巨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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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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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长激素保持快速增长，多个新产品即将获批，精准医疗标的 

康弘药业 康柏西普纳入新医保目录和基药目录，放量在即；美国三期临床进展顺利，竞争格局

较好 

正海生物 主要产品口腔修复膜和生物膜增长稳定，在研品种市场空间广阔 

美诺华 优质特色原料药企业，新产能投放+大客户开拓+一体化进程加速，推动公司业绩高成

长 

资料来源：长城证券研究所 

1.3 报告汇总 

表 2：长城医药近期报告汇总 

时间 报告题目 

2019-10-30 短期业绩波动，全年高增长趋势不改——昭衍新药（603127）三季报点评 

2019-10-29 业绩符合预期，降本控费效果明显——迈瑞医疗（300760）三季报点评 

2019-10-29 产品提价逐步显现，盈利能力环比提升——海普瑞（002399）三季报点评 

2019-10-27 业绩符合预期，盈利能力持续改善——理邦仪器（300206）三季报点评 

2019-10-23 原料药放量在即，业绩进入高速成长期——美诺华（603538）三季报点评 

2019-10-23 业绩保持高增长，经营战略聚焦高质量客户——金域医学（603882）三季报点评 

2019-10-22 业绩稳健增长，现金流持续改善——九州通（600998）三季报点评 

2019-10-16 注射剂一致性评价加快审批，行业集中度有望提升——注射剂一致性评价技术要求点

评 

2019-10-15 环比增长显著，四季度更值得期待——海普瑞（002399）三季报业绩预告点评 

2019-10-10 强化药品供应保障，鼓励仿制药品目录发布进入常态化——《第一批鼓励仿制药品目

录》 

2019-9-26 第二轮带量采购招标公布，促进行业加快转型升级——带量采购集采扩面点评 

2019-9-02 4+7 集采扩面正式启动，关注集采受益标的——《联盟地区药品集中采购文件》 

资料来源：长城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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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市场回顾 

2.1 市场涨跌情况 

截止 2019 年 11 月 17 日,上证综指报收 2,891.34 点,单周（2019 年 11 月 10 日至 2019 年

11 月 17 日）累计下跌 2.46%,中小板指数累计下跌 1.77%,创业板指数累计下跌 2.13%。申

万一级行业中，仅食品饮料和电子实现上涨，其余 26 个行业均下跌，其中家用电器、休

闲服务和农林牧渔跌幅靠前，分别下跌 5.54%、5.43%和 4.95%。申万医药生物指数报收

8,046.42 点，累计下跌 0.84%，涨跌幅排在行业第 3 位，跑赢沪深 300 指数 1.57 个百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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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细分行业方面，仅医疗服务实现上涨，涨幅为 2.32%，其余二级行业指数均不同程度下跌，

其中中药板块跌幅最大，单周下跌 4.40%，其次为医药商业和生物制品，分别下跌 3.23%、

0.88%。 

图 2：上周申万医药生物二级行业指数涨跌幅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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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Wind，长城证券研究所 

概念指数方面，全部指数均下跌；医药电商指数领跌，跌幅为 3.52%，此外跌幅较大的还

有抗癌指数和养老产业指数，分别下跌 2.76%和 2.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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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个股表现上，上周申万医药行业企业有 61 家上涨，218 家下跌。康弘药业本周涨幅达

13.00%，居行业涨幅榜首位。此外贝达药业、正川股份、爱朋医疗涨幅居前，分别上涨

12.79%、11.76%、10.08%。康缘药业单周下跌 15.46%，居行业跌幅榜首位。此外,贵州百

灵、太极集团、乐心医疗跌幅相对较大。 

表 3：申万医药生物板块周涨幅前十名、后十名个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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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简称 周涨幅（%） 股票简称 周跌幅（%） 

  康弘药业 13.00   康缘药业 -15.46 

  贝达药业 12.79   贵州百灵 -13.85 

  正川股份 11.76   太极集团 -13.24 

爱朋医疗 10.08   乐心医疗 -12.70 

  宜华健康 9.20   康德莱 -12.15 

  我武生物 9.11   康恩贝 -12.11 

  爱尔眼科 9.01   汉森制药 -10.07 

  欧普康视 8.78   鹭燕医药 -9.79 

  海虹控股 8.09   中新药业 -9.67 

  乐普医疗 7.22   黄山胶囊 -9.59 

资料来源：Wind，长城证券研究所 

2.2 行业估值与溢价 

截至 2019 年 11 月 17 日，申万一级医药生物行业市盈率（TTM，整体法，剔除负值）为

34.34 倍，较上周略有下降，仍低于 2009 年以来的均值 37.16 倍。 

本周申万一级医药生物行业相对于沪深 300 的 11.61 倍 PE 的估值溢价率为 195.73%，与

上周相比上升 4.57 个百分点，比 2009 年以来的均值 202.91%低 7.18 百分点，仍位于历史

相对低位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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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 年 11 月 17 日，医疗服务估值最高，达 78.95 倍，其次为医疗器

械和生物制品，估值分别为 42.29 倍和 41.49 倍，中药和医药商业板块估值仍相对较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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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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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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行业动态 

（1）国家卫健委官网发布《国务院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领导小组关于进一步推广福建

省和三明市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经验的通知》。 

11 月 15 日，国家卫健委官网发布《国务院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领导小组关于进一步推

广福建省和三明市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经验的通知》，在总结三明市深化医改经验基础

上，从加强组织领导、加大药品耗材集采力度、严格绩效考核和药品耗材使用监管、及

时动态调整医疗服务价格、加大薪酬制度改革创新力度、推进医保精细化管理、构建优

质高效整合型医疗卫生服务体系七方面提出 24 条深化医改重点任务并规定明确时间表。 

《通知》对于市场关注度较高的药品耗材集采进程给出明确时间表，药品方面，2019 年

12 月底前全面执行 25 种集采药品的采购和使用政策， 2020 年扩大国家集采品种范围，

2020 年 9 月底前综合医改试点省份要率先探索对未纳入国家集采的药品开展带量、带预

算采购，国家集采+地方集采双管齐下，更多品种将进入集采名单，药品仍面临较大降价

压力，尤其是多厂家生产品种；耗材方面，2020 年 9 月底前综合医改试点省份要率先探

索高值耗材按类别集采，政策趋向稳健，预计短期内不会在国家层面启动耗材集采，而

是以地方探索为主，此前已有安徽、江苏两省试水骨科植入物、人工晶体等临床用量大、

采购金额高、多厂家生产品种集采，成功挤出部分渠道水分，后续随着耗材统一编码的

落地实施，耗材集采品种有望进一步扩大，整体来看，药品耗材集采力度加码，控费降

价仍是未来一段时间主旋律。使用监管方面进一步强化，《通知》明确要加强医疗机构用

药目录管理和规范，2019 年 12 月底前各省要公布重点监控药品目录，2020 年 12 月底前

全面建立重点药品监控机制，同时加大耗材使用治理力度，非治疗性药品空间将进一步

被压缩，高值耗材使用将逐步趋于合理化。 

《通知》要求，2020-2022 年各地要每年进行调价评估，及时调整医疗服务价格，加大动

态调整力度，2020 年 2 月底前，全面推进公立医院薪酬制度改革。随着药品耗材集中采

购、取消加成等政策推进，药品、耗材领域水分被逐步挤出，“滕笼”已初见成效，动态

调整医疗服务价格具备大规模推进前提条件，“换鸟”进程加快，医院收入结构调整速度

加快。通过进行公立医院绩效考核、改革薪酬制度，薪酬不与药品、耗材、检查等收入

挂钩，对“滕笼换鸟”过程中增加的医院可支配收入落实“两个允许”，进一步提高医院

进行收入结构调整的积极性，医疗服务收入占比将逐渐提高。 

《通知》明确推进以按病种付费为主的多元复合式医保支付方式改革，医保支付思路由

此前的按项目付费向“打包付费”、“预付制”转变，药品、医疗器械等内化为医院的运

营成本，在保证质量、治疗效果和供应的前提下，医院将更倾向于采购低价品种，临床

疗效确切、高性价比的治疗性用药占比将进一步升高，辅助性用药空间将进一步被压缩。

随着支付方式改革，我国医保控费手段趋于多元化，控费力度逐步加大，与药品集采、

高值耗材集采等仅针对某一领域的政策相比，支付端的变革将对药品降价、高值耗材降

价、分级诊疗等各个方面产生全面推动作用。医保管理方面，在做实医保基金市级统筹

的基础上探索省级统筹，改革职工医保个人账户政策，管理集中化、精细化趋向明显。 

《通知》明确 2020 年综合医改试点省份要开展紧密型医疗集团和县域医疗共同体试点，

同时对慢性病分级分类管理、乡村医生队伍建设、中医医疗服务体系建设也提出相应要

求，持续推进分级诊疗。构建整合型医疗卫生服务体系，能够实现体系内人、财、物、

信息和技术等医疗资源的有效整合，以合理配置医疗资源，是解决分级诊疗过程中双向

转诊标准建立、病例信息共享等问题的有效手段。此外，探索对紧密型医疗联合体等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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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合作服务模式实行医保基金总额付费、结余留用、合理超支分担，成本与收益成为联

合体必须考虑的问题，将进一步推动分级诊疗落到实处，充分发挥基层首诊作用，避免

医疗资源浪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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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上市公司重要公告 

批件与证书 

【维力医疗】维力医疗收到广东省药监局颁发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医疗器械注册证》。 

【迪瑞医疗】迪瑞医疗取得由吉林省药监局颁发的 16 项《医疗器械注册证》；获得江苏

省药监局颁发的《药品 GMP 证书》；子公司上海恒瑞医药有限公司收到国家药监局核准

签发的《药品补充申请批件》，药品名称：西路用七氟烷。 

【戴维医疗】全资子公司维尔凯迪在原有生产产品的基础上增加了“一次性使用脐带剪

断器”，并取得了浙江省药监局颁发的变更后的《医疗器械生产许可证》。 

【理邦仪器】理邦仪器取得了国家药监局颁发的《医疗器械注册证》，产品名称：病人监

护仪。 

【凯利泰】凯利泰获得国家药监局颁发的 III 类《医疗器械注册证》，产品名称：直型金

属接骨板（非锁定）。 

【众生药业】控股子公司众生睿创收到美国专利商标局颁发的专利证书，专利名称：

CRYSTAL FORM A OF 

7-(CYCLOPROPYLMETHYL)-1-(((CIS)-4-HYDROXY-4-METHYLCYCLOHEXYL)METH

YL)-3-METHYL-1H-PURINE-2,6-(3H,7H)-DIONE FOR TREATING LIVER DISEASES，专

利号：10,399,981。 

【山河药铺】公司荣获国家知识产权局发明专利授权，发明名称：一种药用蔗糖丸芯及

其制备方法。 

【以岭药业】以岭药业研发生产的专利药物——莲花清瘟胶囊（颗粒）均被列入《流行

性感冒诊疗方案（2019 年版）》，成为其推荐用药。 

【透景生命】透景生物收到 1 项发明专利证书，专利名称：一种诊断 Y 染色体微缺失的

试剂盒。 

【众生药业】控股子公司众生睿创收到澳大利亚专利局颁发的专利证书，专利名称：

Pyrrolidine derivative serving as PPAR agonist（作为激动剂的吡咯烷衍生物）。 

【九典制药】九典制药收到由湖南省药监局下发的《药品 GMP 证书》。 

【步长制药】控股子公司邛崃天银获得四川省药监局颁发的《药品 GMP 证书》。 

【上海医药】下属控股子公司上药杏灵收到上海药监局颁发的《药品 GMP 证书》。 

【科伦药业】科伦药业子公司湖南科伦制药有限公司于近日获得国家药监局核准签发的

化学药品“肝素钠封管注射液”的《药品注册批件》，药品名称：肝素钠封管注射液；科

伦药业获得国家药监局核准签发的化学药品“阿哌沙班片”的《药品注册批件》，药品名

称：阿哌沙班片。 

【华海药业】华海药业收到国家药监局核准签发的《药品注册批件》，药品名称：草酸艾

司西酞普兰片。 

【健友股份】健友股份收到国家药监局核准签发的《药品补充申请批件》，药品名称：那

屈肝素钙注射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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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北制药】华北制药收到国家药监局核准签发的《药品补充申请批件》，药品名称：环

孢素软胶囊。 

【金城医药】控股子公司金城金素收到国家药监局下发的注射用头孢曲松钠一致性评价

的受理通知书。 

【奥赛康】全资子公司江苏奥赛康的注射用多黏菌素 E 甲磺酸钠被国家药监局药品审评

中心纳入优先审评品种名单，药品名称：注射用多黏菌素 E 甲磺酸钠。 

【海翔药业】海翔药业全资子公司川南药业接受了美国 FDA 的 cGMP 现场检查。 

【步长制药】全资子公司通化谷红收到吉林省科学技术厅、吉林省财政厅、国家税务总

局吉林省税务局联合颁发的《高新技术企业证书》。 

【复星医药】控股子公司复星医药产业与 MimiVax 签订《License Sgreement》，MimiVax

授权复星医药产业使用其专有知识(know-how)和专利在区域内及领域内独家临床开发及

商业化肿瘤免疫治疗产品 SurVaxM。 

【红日药业】红日药业收到国家药监局下发的临床试验通知书，药品名称：艾姆地芬片。 

【振兴生化】全资子公司广东双林生物制药有限公司收到国家药监局核准签发的《临床

试验通知书》，药品名称：人纤维蛋白粘合剂。 

【通化金马】通化金马收到由吉林省科学技术厅、吉林省财政厅、国家税务总局吉林省

税务局联合颁发的《高新技术企业证书》，通化金马被认定为高新技术企业，证书编号为

CR201922000420。 

 

重大事项 

【联环药业】公司三季报年初至报告期末的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及净额由

13,979,311.64 元更正为 14,312,052.62 元。 

【太安堂】公司常务副总经理、总工程师徐福莺女士因病去世。 

【东阿阿胶】提请韩跃伟先生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董事长王春城先生辞去

公司第九届董事会董事长、董事职务，同时辞去公司第九届董事会战略委员会主任委员

职务。 

【海翔药业】聘任杨思卫先生为公司总经理，李洪明先生为公司常务副总经理，沈利华

先生、许华青女士、李进先生、毛文华先生、许国睿先生、姚冰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

许华青女士兼任公司董事会秘书，李进先生兼任公司财务总监。 

【健康元】健康元同意聘任林楠棋先生为公司董事候选人。 

【新天药业】推选安万学先生为公司第六届监事会主席。 

【大参林】大参林与鼎俊管理、惠惠管理签订了《股权转让协议》，拟收购其持有的目标

公司 51%的股权。 

【中恒集团】中恒集团拟出资人民币 19,600 万元投资中恒同德医药健康产业投资基金合

伙企业（有限合伙），占基金总规模的 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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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长制药】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对上海合璞医疗科技有限公司增资方案调整

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公司出资人民币 14,260 万元，增资完成后，占上海合璞医疗注册资

本的比例为 71.3%；同意注销控股子公司泸州新迈康，并授权公司管理层办理注销的全部

手续。 

【福安药业】公司拟通过子公司天衡药业增资 2.4 亿元，同时天衡药业以只有及自筹部分

资金出资 7350 万美元，在美国设立二级子公司。 

【海翔药业】出资 2,000 万元参与设立寓鑫投资。 

 

增减持及股本变动  

【老百姓】泽星投资通过集中竞价方式减持公司股份 2,865,000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0.9999%。 

【方盛制药】方盛制药拟以自有资金受让康莱健康持有的佰骏医疗 26.6545%的股权，并

对佰骏医疗进行现金增资，完成后，公司将直接持有佰骏医疗 33.9229%的股权，并通过

同系方盛医疗基金间接持有佰骏医疗 17.0771%的股权，合计持有佰骏医疗 51%的股权，

佰骏医疗将纳入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内，成为公司控股子公司。 

【贝达药业】贝达药业控股股东贝成投资、YINXIANG 及其一致行动人 WANGN FENLAI 

TAN 计划减持公司股份合计不超过 16,730,000 股（即合计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 4.17%）。 

【仟源医药】控股股东、一致行动人之一张振标先生拟合计减持公司股份不超过 173 万

股，即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 0.83%；控股股东及一致行动人赵群先生、翁占国先生、张振

标先生及天津泓泰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累计减持公司股份合计 10,881,600 股，

占公司总孤本的 5.22%，减持计划已结束。 

【兴齐眼药】持股 5%以上股东 LAV 累计减持公司股份 2,308,877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2.8010%，减持计划已结束。 

【康德莱】控股股东上海康德莱控股已累计增持公司股份 2,000,330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0.4530%，超过增持计划数量区间下限的 50%。 

【莱美药业】副总经理赵斌先生减持计划期限届满，未减持公司股份，赵斌先生拟减持

公司股票不超过 270,000 股。 

【贵州百灵】股东姜伟先生拟减持公司股份不超过 42,336,000 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不

超过 3%。 

【万孚生物】股东百诺泰减持公司股份 789,360 股，本次减持计划实施完毕。 

【华仁药业】华仁世纪集团拟减持华仁药业股份不超过 23,644,200 股，不超过公司总股

本的 2％。 

【广生堂】持股 5%以上股东福建平潭奥泰科技投资中心（有限合伙）、叶理青合计减持

公司股份 2,580,925 股，占公司总股本 1.84%，本次股份减持计划已实施完毕。 

【金城医药】公司董事、总经理张学波先生拟减持公司股份不超过 1,200,000 股，占公司

总股本的 0.31%；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朱晓刚先生拟减持公司股份不超过 108,000 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 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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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一药业】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之一，许氏家族一致行动人之一许丽芳女士减持公

司股份 4,000,000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1.99%。 

【博雅生物】公司董事、董事会秘书范一沁女士拟减持公司股份不超过 447,127 股，占公

司总股本的 0.4199%。 

【盘龙药业】持股 5%以上股东苏州永乐九鼎、天枢钟山九鼎及其一直行动人春秋晋文九

鼎、春秋齐恒九鼎、春秋楚庄九鼎拟合计减持公司股份不超过 5,200,000 股（占公司总股

本比例 6%），减持时间已过半。 

【万孚生物】公司股东百诺泰将 3,398,760 股公司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 0.99%）分别转

让给公司部分董监高人员及其他自然人。 

【人福医药】人福医药拟以对全资子公司人福医药有限的相关债权 141,957.04 万元人民

币转为对人福医药有限的增资，本次增资完成后，人福医药有限的注册资本自 8,042.96

万元增至 150,000.00 万元。 

【仟源医药】SPV 公司以人民币 343,000,000 元交易价格受让嘉逸医药 49%股权，黄乐群

先生增持仟源医药不超过 5%的股份 

【英科医疗】全资子公司 INTCO MEDICAL INVESTMENT SINGAPORE PTE.LTD. 拟将

持有的山东英科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58.61%股权（2000 万美元的认缴权）以 0 元的价格转

让给 INTCO MEDICAL(HK)CO.,LIMITED，股权转让后公司仍持有山东英科医疗科技有

限公司 100%股权；公司拟将持有的山东浩德塑胶有限公司 51%股权折合 364.1505 万美

元出资以 364.1505 万美元的价格平价转让给 INTCO MEDICAL(HK)CO.,LIMITED；公司

拟对全资子公司安徽英科增资 1 亿元。 

【康德莱】控股股东上海康德莱控股增持公司股份 867,330 股，增持金额 6,510,248.73 元，

占公司总股本比例为 0.1964%。 

 

质押与解押 

【利德曼】利德曼持股 5%以上股东沈广仟先生解除质押公司股份 9,150,000 股。 

【海辰药业】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之一、董事长曹于平先生质押公司股份 7,000,000 股。 

【透景生命】公司持股 5%以上股东凌飞集团质押公司股份 4,540,000 股。 

【信邦制药】信邦制药股东 UCP 解除质押公司股份 1,000,964 股。 

【康德莱】持股 5%以上股东宏益博欣计划减持公司股份不超过 8,832,180 股，即不超过

公司总股本的 2%。 

【华通医药】控股股东华通集团解除质押公司股份 6,015,600 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2.86%。 

【贵州百灵】控股股东姜伟先生解除质押公司股份 20,000,000 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1.42%；姜伟先生质押公司股票 17,196,710 股，解除质押 12,000,001 股。 

【振东制药】振东制药第一大股东振东集团解除质押公司股份 84,440,000 股。 

【博晖创新】控股股东杜江涛先生解除质押公司股份 100,000,000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14.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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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佰制药】控股股东窦啟玲解除质押公司股份 16,125,486 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2.04%。 

【翰宇药业】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之曾少贵先生质押公司股份 806,610 股，占公司

总股本比例 0.09%。 

【仟源医药】公司控股股东及一致行动人之一翁占国先生解除质押公司股份 1,540,000股，

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0.74%。 

【东宝生物】控股股东东宝经贸将其持有的 2600 万股股票办理了质押式回购交易延期购

回。 

【爱尔眼科】实际控制人陈邦解除质押公司股份 13,130,000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16.37%。 

【泰格医药】持股 5%以上股东曹晓春女士新增质押公司股份 3,850,000 股，占公司总股

本比例 0.51%，解除质押公司股份 2,478,900 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0.33%。 

【通化东宝】大股东东宝集团解除质押公司股份 7,220,000 股，再质押公司股份 6,710,000

股。 

【山东药玻】控股股东沂源县公资委解除质押公司股份 45,080,000 股，占公司总股本比

例为 7.58%。 

【海辰药业】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之一、董事长曹于平先生解除质押公司股份 11,175,000

股。 

【爱朋医疗】股东张智慧先生质押公司股份 2,050,000 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2.54%。 

【振德医疗】实际控制人沈振芳女士质押公司股份 480 万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3.43% 

【中源协和】持股 5%以上股东嘉道成功质押公司股份 14,000,000 股给北方信托。 

【佛慈制药】控股股东佛慈集团质押公司股份 10,000,000 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1.96%。 

【汉森制药】控股股东新疆汉森质押公司股票 500,000 股。 

【益佰制药】控股股东窦啟玲女士质押公司股份 18,662,786 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2.36%，

同日解除质押股份 16,092,342 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2.03%。 

【吉药控股】控股股东卢忠奎先生质押公司股份 48,960,000 股，同日解除质押股份

48,960,000 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7.35%。 

【振东制药】第一大股东振东集团质押公司股份 44,700,000 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4.33%。 

【智飞生物】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蒋仁生先生质押公司股票 1,815 股，占公司总股本比

例 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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