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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保目录动态调整常态化，创新药迎来

春风 

——医药周报2019第46期 

 

上周申万医药生物指数报收 7683.33 点，累计下跌 2.58%，涨跌幅排名倒数第

三名，跑输沪深 300 指数 2.03 个百分点。 

11 月 28 日，医保局公布谈判药品准入结果，拟于 2020 年 1 月 1 日起正式实

施新版目录。医保目录每年动态调整或成常态，价格底部基本形成。 

从 12 月 1 日开始，《药品管理法》和《疫苗管理法》正式执行，健全了药品和

疫苗研制、生产、流通等全过程规章制度，促进行业健康发展，我们主要沿三

条主线布局有业绩支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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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市场回顾：截止 2019 年 12 月 1 日,上证综指报收 2871.98 点,单周（2019

年 11 月 24 日至 2019 年 12 月 1 日）累计下跌 0.46%,中小板指数累计下跌

1.28%,创业板指数累计下跌 0.89%。申万医药生物指数报收 7683.33 点，

累计下跌 2.58%，涨跌幅排名倒数第三名，跑输沪深 300 指数 2.03 个百分

点。截至 2019 年 12 月 1 日，申万一级医药生物行业市盈率（TTM，整

体法，剔除负值）为 32.95 倍，较上周略有下降，仍低于 2009 年以来的

均值 37.15 倍。本周申万一级医药生物行业相对于沪深 300 的 11.50 倍 PE

的估值溢价率为 186.66%，与上周相比下降 4.54 个百分点，比 2009 年以

来的均值 202.87%低 16.21 个百分点，仍位于历史相对低位水平。 

 行业动态：（1）11 月 28 日，国家医保局印发《关于将 2019 年谈判药品

纳入<国家基本医疗保险、工伤保险和生育保险药品目录>乙类范围的通

知》，正式公布谈判药品准入结果，拟于 2020 年 1 月 1 日起正式实施新版

目录；（2）11 月 30 日，中国疫苗行业协会公布《中国疫苗行业协会行业

自律公约》，共二十七条细则，促进行业持续健康和高质量发展，推进疫

苗行业治理制度化和规范化。。 

 公司公告：【建友股份】建友股份于获得美国依诺肝素钠注射液 USP 药品

注册批件【凯普生物】全资子公司凯普化学取得国家 药监局颁发的《中

华人民共和国医疗器械注册证（体外诊断试剂）》，产品名称：人型支原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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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殖支原体核酸检测试剂盒（PCR-荧光探针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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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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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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683.33 点，累计下跌 2.58%，涨跌幅排名倒数第三名，跑输

沪深 300 指数 2.03 个百分点。细分行业方面，全部下跌，其中医疗器械板块跌幅最大，

单周下跌 4.33%，其次为生物制品和医疗服务，分别下跌 3.89%、3.57%。个股表现上，

上周申万医药行业企业有 77 家上涨，201 家下跌。天宇股份本周涨幅达 21.53%，居行业

涨幅榜首位。此外司太立、同和药业、康弘药业涨幅居前，分别上涨 15.99%、14.79%、

14.31%。正川股份单周下跌 18.24%，居行业跌幅榜首位，我武生物、莱美药业、欧普康

视跌幅相对较大。 

11 月 28 日，国家医保局印发《关于将 2019 年谈判药品纳入<国家基本医疗保险、工伤保

险和生育保险药品目录>乙类范围的通知》，正式公布谈判药品准入结果，拟于 2020 年 1

月 1 日起正式实施新版目录。 

医保目录每年动态调整或成常态，价格底部基本形成。本次 2019 年国家医保局目录谈判

共涉及 150 个药品（119 新增+31 续约），其中，119 个新增谈判药品谈成 70 个，谈判成

功率为 59%，价格平均降幅 60.7%；31 个续约药品谈成 27 个，谈判成功率为 87%，价格

平均降幅 26.4%。国家医保药品目录调整工作已在有条不紊地开展中，有望实现每年进行

动态调整，早在 2017 年人社部宣布 44 个品种纳入谈判目录，36 个谈判成功。2018 年新

成立的医保局将 12 家公司生产的 17 种抗癌药品纳入医保目录，价格平均降幅 57%，高

于 2017 年谈判品种的平均降幅（44%）。 

本次医保谈判采用了比价磋商谈判和竞争性谈判，在全国范围内抽取药物经济学和医保

管理方面的权威专家和骨干力量，分别建立药物经济学组和基金测算组，按照测算技术

要点分组平行测算，形成谈判底价。此次创造性引入了竞争性谈判的方式，明确仅允许 2

个全疗程费用最低的药品进入目录，且承诺 2 年内不再纳入新的同类药品，引导企业充

分竞争。意味着 me too 类创新药或将与国外创新药同台竞争，竞争格局良好且产品优势

突出的创新药脱颖而出。谈判过程中，医保局参考了全球最低价、竞品、赠品等方面，

大部分进口药为全球最低价，挤压药价水分，促进药价回归合理水平。 

随着医保价格谈判形式的常态化，品种和规模将会持续逐渐扩大，进一步优化医保药品

目录结构，更多重大疾病救治药纳入医保。从重点领域来看，5 个基本药物全部谈判成功，

22 个抗癌药、7 个罕见病用药、14 个慢性病（含糖尿病、乙肝、类风湿性关节炎等）用

药、4 个儿童用药谈判成功。国家将会把更多重大疾病救治药纳入医保，提升在重大疾病、

重要领域的药品保障能力，解决用药难用药贵的问题。 

对比海外创新药定价体系，德国实行药品参考定价制度，创新药通过药物评估局的评估

后，由联邦联合委员会决定赋予制药企业议价权，后与医疗保险基金协会协商最终价格。

美国的药品价格由制药生产企业与销售商，社会健康维护组织（HMO）与医院，保险公

司和联邦政府进行谈判确定。但是，为保证低收入弱势群体的国民健康，对医疗保险制

度内的药品，制药企业必须给予一定价格减让。日本新药价格采用国际参考定价法，对

于创新药的类别实行不同的定价方式，由政府管制且进行定期调整，控制创新药价的同

时还鼓励药品研发创新。我国的创新药定价模式仍处于探索的阶段，此前国内医保目录

调整周期较长，包含创新药较少，一定程度上影响企业创新投入的积极性，本轮谈判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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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的药品包括多个近年来上市的新药，如信达生物的 PD-1 信迪利单抗注射液等，是 PD-1

抗癌药物首次纳入医保目录，释放出支持创新的明确信号。 

创新药加快纳入医保目录的步伐，有望实现以价换量，不仅加速了创新药的上市，也打

开了其市场空间，将有效激励国内的药品生产企业加大研发投入，国产创新药竞争格局

良好，发展前景广阔，长远来看，利好以创新研发为核心的龙头优质药企。 

从 12 月 1 日开始，《药品管理法》和《疫苗管理法》正式执行，健全了药品和疫苗研制、

生产、流通等全过程规章制度，促进行业健康发展，我们主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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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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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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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 报告题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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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市场回顾 

2.1 市场涨跌情况 

截止 2019 年 12 月 1 日,上证综指报收 2871.98 点,单周（2019 年 11 月 24 日至 2019 年 12

月 1 日）累计下跌 0.46%,中小板指数累计下跌 1.28%,创业板指数累计下跌 0.89%。申万

一级行业中，11 个行业上涨，其中电子、汽车和建筑材料涨幅靠前，分别上涨 1.51%、

0.95%和 0.85%。申万医药生物指数报收 7683.33 点，累计下跌 2.58%，涨跌幅排名倒数

第三名，跑输沪深 300 指数 2.03 个百分点。 

 

 

 

 

 

 

 

 

 

 

 

 

 

 

图 1：上周申万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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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细分行业方面，全部下跌，其中医疗器械板块跌幅最大，单周下跌 4.33%，其次为生物制

品和医疗服务，分别下跌 3.89%、3.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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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上周申万医药生物二级行业指数涨跌幅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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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医疗指数领跌，跌幅为 3.55%，此外跌幅较大的还

有健康中国指数和基因检测指数，分别下跌 3.37%和 3.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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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7 家上涨，201 家下跌。天宇股份本周涨幅达

21.53%，居行业涨幅榜首位。此外司太立、同和药业、康弘药业涨幅居前，分别上涨 15.99%、

14.79%、14.31%。正川股份单周下跌 18.24%，居行业跌幅榜首位。此外,我武生物、莱美

药业、欧普康视跌幅相对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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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申万医药生物板块周涨幅前十名、后十名个股 

股票简称 周涨幅（%） 股票简称 周跌幅（%） 

  天宇股份 21.53   正川股份 -18.24 

  司太立 15.99   我武生物 -11.98 

  同和药业 14.79   莱美药业 -11.25 

  康弘药业 14.31   欧普康视 -11.07 

  奥翔药业 14.05   安科生物 -10.69 

  普洛药业 10.40   健帆生物 -10.59 

  海欣股份 8.89   通化金马 -10.03 

  华森制药 8.30   爱朋医疗 -9.82 

  九强生物 7.97   海辰药业 -9.66 

  山大华特 7.81   通化东宝 -9.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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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月 1 日，申万一级医药生物行业市盈率（TTM，整体法，剔除负值）为

32.95 倍，较上周略有下降，仍低于 2009 年以来的均值 37.15 倍。 

本周申万一级医药生物行业相对于沪深 300 的 11.50 倍 PE 的估值溢价率为 186.66%，与

上周相比下降 4.54 个百分点，比 2009 年以来的均值 202.87%低 16.21 个百分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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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月 1 日，医疗服务估值最高，达 72.94 倍，其次为医疗器械

和生物制品，估值分别为 39.93 倍和 39.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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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保目录谈判落地，创新药加速进场 
11 月 28 日，国家医保局印发《关于将 2019 年谈判药品纳入<国家基本医疗保险、工伤保

险和生育保险药品目录>乙类范围的通知》，正式公布谈判药品准入结果，拟于 2020 年 1

月 1 日起正式实施新版目录。 

医保目录每年动态调整或成常态，价格底部基本形成。本次 2019 年国家医保局目录谈判

共涉及 150 个药品（119 新增+31 续约），其中，119 个新增谈判药品谈成 70 个，谈判成

功率为 59%，价格平均降幅 60.7%；31 个续约药品谈成 27 个，谈判成功率为 87%，价格

平均降幅 26.4%。国家医保药品目录调整工作已在有条不紊地开展中，有望实现每年进行

动态调整，早在 2017 年人社部宣布 44 个品种纳入谈判目录，36 个谈判成功。2018 年新

成立的医保局将 12 家公司生产的 17 种抗癌药品纳入医保目录，价格平均降幅 57%，高

于 2017 年谈判品种的平均降幅（44%）。 

本次医保谈判采用了比价磋商谈判和竞争性谈判，在全国范围内抽取药物经济学和医保

管理方面的权威专家和骨干力量，分别建立药物经济学组和基金测算组，按照测算技术

要点分组平行测算，形成谈判底价。此次创造性引入了竞争性谈判的方式，明确仅允许 2

个全疗程费用最低的药品进入目录，且承诺 2 年内不再纳入新的同类药品，引导企业充

分竞争。意味着 me too 类创新药或将与国外创新药同台竞争，只有竞争格局良好且产品

优势突出的创新药脱颖而出，如恒瑞的甲磺酸阿帕替尼。近期广为流传央视发布的医保

目录谈判视频显示，药价谈判从 5.62 元下降至 4.40 元，最后以中国人不喜欢 4 为由以 4.36

元成交，医保局主要参考了全球最低价、竞品、赠品等方面，大部分进口药为全球最低

价，挤压药价水分，促进药价回归合理水平。 

随着药品采购谈判职能划归医保局，这种价格谈判形式有望成为常态，而且品种和规模

会逐渐扩大，药品利润空间将会大幅压缩，促进医药行业市场的兼并重组、转型升级，

行业集中度有望进一步提升，龙头企业将瓜分整个市场，小企业将逐步淘汰。 

优化医保药品目录结构，更多重大疾病救治药纳入医保。从重点领域来看，5 个基本药物

全部谈判成功，22 个抗癌药、7 个罕见病用药、14 个慢性病（含糖尿病、乙肝、类风湿

性关节炎等）用药、4 个儿童用药谈判成功。国家将会把更多重大疾病救治药纳入医保，

优化医保药品目录结构，提升在重大疾病、重要领域的药品保障能力，解决用药难用药

贵的问题。 

PD-1 抗癌药物首次纳入医保目录，利好研发能力强的创新药企。对比德国的医保体系，

制药公司拥有自主定价的权利，不需要介入任何正式程序，且处方药上市后自动纳入医

保范围，只有极个别药物因为安全或疗效原因得不到报销。此前，国内医保目录包含创

新药较少，本轮谈判成功的药品包括多个 2018 年上市的新药，如信达生物的 PD-1 信迪

利单抗注射液等，是 PD-1 抗癌药物首次纳入医保目录，释放出支持创新的明确信号。目

前，我国已经批准上市了 5 款 PD-1 类抗癌药，包括：进口的欧狄沃和可瑞达，国内自主

研发的拓益、艾瑞卡，以及合资药达伯舒。这次参与谈判的 PD-1 抗癌药物共四个，仅信

迪利单抗入选，主要系其降价幅度最高，达 64%，意味着在未来的医保目录谈判，同款

药物中仅选择降价幅度最高的药品纳入医保，竞争将会愈加激烈。 

大部分全球重磅药品在 10 年左右达到销售峰值，专利到期后销售额大幅下滑，创新药加

快纳入医保目录的步伐，有望实现以价换量，不仅加速了创新药的上市，也打开了其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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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空间，将有效激励国内的药品生产企业加大研发投入，国产创新药竞争格局良好，发

展前景广阔，长远来看，利好以创新研发为核心的龙头优质药企。 

（2）《中国疫苗行业协会行业自律公约》正式公布 

11 月 30 日，中国疫苗行业协会公布《中国疫苗行业协会行业自律公约》，共二十七条细

则，促进行业持续健康和高质量发展，推进疫苗行业治理制度化和规范化。明确了协会

会员须遵纪守法，符合协会章程和行业规范；服务“健康中国”战略，全力推进行业转型

升级发展；服务国家“一带一路”战略，鼓励中国制造的优质疫苗和卫生服务进入到国际

市场；确保疫苗供应的可及性，产能设计、产供计划等要符合和服从国家公共卫生及疾

病防控的需要。从自律、科技创新、政策、监督管理等多个角度规范行业发展，保障疫

苗质量安全，增加人民对疫苗的满意度和信任感。 

4. 上市公司重要公告 

批件与证书 

【普利制药】全资子公司浙江普利收到由浙江省药监局颁发的《药品生产许可证》。 

【建友股份】建友股份于获得美国依诺肝素钠注射液 USP 药品注册批件。 

【特一药业】获得 1 项发明专利证书，专利名称：一种蒲地兰消炎片制备用浓缩设备及

蒲地兰消炎片生产工艺。 

【凯普生物】全资子公司凯普化学取得国家 药监局颁发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医疗器械注

册证（体外诊断试剂）》，产品名称：人型支原体/生殖支原体核酸检测试剂盒（PCR-荧光

探针法）。 

【利德曼】取得由北京市药监局颁发的七项化学发光诊断试剂产品医疗器械注册证。 

【现代制药】全资子公司国工有限收到国家药监局核准签发的吲达帕胺片（2.5mg）《药

品补充申请批件》，批准该药品通过仿制药质量和疗效一致性评价。 

【科伦药业】子公司湖南科伦制药有限公司获得国家药监局核准签发的《药品补充申请

批件》，药品名称：阿莫西林颗粒。 

【千红制药】收到国家药监局颁发的依诺肝素钠注射液“药品补充申请批件”，药品名称：

依诺肝素钠注射液。 

【太极集团】控股子公司涪陵药厂收到巴基斯坦药监局与非处方药部门核准签发的准入

批文，批准公司产品藿香正气口服液、急支糖浆可以在巴基斯坦伊斯兰共和国销售和使

用。 

【太极集团】控股子公司西南药业收到国家药监局的《药品补充申请批件》，药品名称：

异烟肼片。 

【华润双鹤】下属子公司浙江新赛科收到浙江省药监局颁发的《药品 GMP 证书》，药品

名称：左乙拉西坦原料药。 

【嘉应制药】收到广东省药监局颁发的《药品 GMP 证书》。 

【康德莱】取得上海市药监局核发的《医疗器械生产许可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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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图生物】收到国家药监局颁发的《医疗器械注册证》，产品名称：肺炎衣原体 lgM 抗

体检测试剂盒（磁微粒化学发光法）、肺炎支原体 lgM 抗体检测试剂盒（磁微粒化学发光

法） 

【上海医药】下属子公司上药天普收到广东省药监局颁发的《药品 GMP 证书》 

【微芯生物】微芯生物和全资子公司微芯药业收到国家药监局核准签发的《药品注册批

件》，药品名称：西达本胺片。 

【红日药业】控股孙公司湖北辰美收到湖南省药监局颁发的《药品生产许可证》。 

【华北制药】全资子公司华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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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头孢氨苄胶囊(0.25g)。 

【美诺华】收到 EDQM 签发的欧洲 CEP 证书，药品名称：瑞舒伐他汀钙（原料药） 

【神奇制药】控股子公司金桥药业取得《药品 GMP 证书》，认证范围涉及 8 条生产线，

15 个品种。 

【普利制药】取得了由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颁发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动产权证书》。 

【以岭药业】收到国家药监局核准签发的《药品补充申请批件》，药品名称：盐酸二甲双

胍片。 

【浙江震元】全资子公司震欣医药收到浙江省药监局核发的《药品经营许可证》和《药

品 GSP 证书》。 

【普洛药业】与公司 Bracco 签署了《战略合作协议》。 

【海正药业】全资子公司海正杭州公司获得美国 FDA 批准，药品名称：克拉屈滨注射液；

全资子公司海正南通公司获得 CEP 证书，药品名称：FIPRONIL 非泼罗尼（化学名称：

氟虫腈）。 

【健康元】全资子公司太太药业及控股子公司上海方予收到国家药监局核准签发的《药

品补充申请批件》。 

【中新药业】全资子公司天津市中药饮片厂有限公司收到天津市药监局颁布的《药品GMP

证书》。 

【亚宝药业】收到国家药监局核准签发的《药品注册批件》，药品名称：苯甲酸阿格列汀

片。 

【千金药业】下属子公司千金湘江药业收到国家药监局核准签发的《药品补充申请批件》，

药品名称：拉米夫定片。 

【赛隆药业】全资子公司湖南赛隆药业有限公司通过国家药监局药品审评中心技术审评，

药品名称：替加环素；取得了 1 项发明专利证书，发明名称：质子泵抑制剂和抗骨质疏

松药的复合物及其用途。 

【同和药业】收到韩国食品药品安全部颁发的药品注册证书，药品名称：坎地沙坦酯 

【白云山】控股子公司星群药业收到广东省药监局核准签发的 23 个药品的《药品再注册

批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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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恒瑞医药】恒瑞医药收到国家药监局核准签发的《药品注册批件》，药品名称：盐酸艾

司氯胺酮注射液。 

【康缘药业】公司药品纳入《国家医保目录》，药品名称：银杏二萜内酯葡胺注射液、参

乌益参片。 

【天士力】全资子公司的药品：注射用益气复脉（冻干）、注射用丹参多酚酸和公司控股

子公司的药品：注射用重组人尿激酶原均被纳入《国家医保目录》。 

【上海凯宝】公司产品进入《国家医保目录》，药品名称：痰热清胶囊。 

【浙江医药】公司共有 21 个产品进入《国家医保目录》，其中苹果酸奈诺沙星胶囊是新

进入《国家医保目录》的药品。 

【红日药业】公司共有 11 个产品纳入《国家医保目录》，其中血必净注射液是新纳入目

录的产品。 

【海思科】公司产品纳入《国家医保目录》，药品名称：精氨酸谷氨酸注射液。 

【微芯生物】公司产品纳入《国家医保目录》，药品名称：西达本胺。 

【西藏药业】公司产品纳入《国家医保目录》，药品名称：注射用重组人脑利钠肽（商用

名：新活素）。 

【华森制药】公司产品纳入《国家医保目录》，药品名称：八味芪龙颗粒。 

【康弘药业】公司产品纳入《国家医保目录》，药品名称：康柏西普眼用注射液。 

【健康元】公司产品纳入《国家医保目录》，药品名称：注射用艾普拉唑钠。 

【信立泰】公司产品纳入《国家医保目录》，药品名称：阿利沙坦酯。 

【上海医药】公司药品纳入《国家医保目录》，药品名称：凯力康。 

【亿帆医药】公司药品纳入《国家医保目录》，药品名称：复方黄黛片、麻苓消咳颗粒。 

 

重大事项 

【京新药业】聘任洪贇飞先生为公司董事会秘书。 

【丰原药业】公司董事李晓琳女士辞职。 

【华东医药】聘任邱仁波先生为公司财务负责人。 

【*ST 长生】销售总监杨鸣雯女士辞职。 

【未名医药】公司监事赵芙蓉女士辞职，提名肖芳女士为公司非职工代表监事候选人。 

【重药控股】公司董事陈哲元先生辞职。 

【浙江震元】职工监事林海潮先生辞职，同时公司聘任傅建军先生为公司第九届监事会

职工监事 

【盈康生命】职工代表监事冯欢欢女士辞职，补选王旭东先生为公司第四届监事会职工

代表监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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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百姓】公司董事莫昆庭先生、Amit Kakar 先生、Bjarne Mumm 先生、独立董事黄伟

德先生，监事王呈祥先生辞职。 

【亿帆医药】董事兼副总经理张颖霆先生辞职。 

【迈克生物】迈克生物取得国际生物城 86 亩用地，并在国际生物城设立全资独立法人企

业，投资建设迈克生物 IVD 天府产业园项目，项目总投资不低于 13.8 亿元；拟在国际生

物城出资 1.5 亿元设立全资子公司四川迈克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长江健康】下属全资子公司海灵药业、新合赛分别收到海口市财政局、海口市科学技

术工业信息化局拨付的地方财政贡献奖 7,384.86 万元、104 万元，合计 7,488.86 万元。 

【陇神戎发】收到与收益相关政府补助资金共计人民币 4,512,944.27 元，占公司 2018 年

经审计的归母净利润的 36.76%。 

 

增减持及股本变动  

【九强生物】持股 5%以上股东程辉计划减持公司股份 5,000,000 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0.9964％；程辉减持公司股份 5,017,879 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1%。 

【康泰生物】副董事长、副总裁郑海发先生减持公司股份 1,288,300 股，监事会主席吕志

云先生减持公司股份 24,276 股，减持计划已实施完毕。 

【泰格医药】高级管理人员 WEN CHEN 先生减持计划实施期限已届满，其未在减持区间

减持公司股份。 

【东诚药业】股东鲁鼎思诚减持公司股份 4,872,300 股，占总股本比例 0.61%，减持计划

时间已过半。 

【博士眼镜】股东豪石九鼎、民乐九鼎、民安九鼎及嘉赢九鼎本次减持计划实施期限届

满，已累计减持公司股份合计 4,171,211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3.42%。 

【金石亚药】公司董事傅海鹰减持公司股份 2,792,000 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0.6950%、

董事林强减持公司股份 2,783,000 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0.6927%、监事赖星凤减持公司

股份 1,785,000 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0.4443%。 

【透景生命】持股 5%以上股东荣振投资计划减持公司股份不超过 1,816,350 股，即合计

减持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 2.00%。 

【信邦制药】 控股股东西藏誉曦的一致行动人誉衡集团累计减持公司股份 19,167,687股，

占公司总股本比例达到 1.1497%。 

【紫鑫药业】 控股股东康平公司及其一致行动人仲桂兰合计减持公司股份 17,020,717股，

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1.32%，减持计划已实施完毕。 

【戴维医疗】副总经理林定余先生减持计划届满，未减持公司股份，本次计划减持公司

股份不超过 68,598 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0.0238%。 

【尚荣医疗】实际控制人梁桂秋先生计划减持公司股份不超过 21,179,033 股 

【南京医药】收购恩华药业 70%股权，收购价格为 7,224.00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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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华药业】将持有的恩华和润 56%股权作价人民币 5,779,20 万元转让给南京医药，陈

支援将其持有的恩华和润 14%股权作价人民币 1,444.80 万元转让给南京医药。 

【华润三九】收购澳诺制药 100%股权。 

 

质押与解押 

【凯利泰】股东欣诚意解除质押公司股份 4,480,000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0.62%。 

【塞力斯】实际控制人温伟先生质押公司股份 6,600,000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3.22%。 

【京新药业】 控股股东吕钢先生解除质押公司股份 2,300,000 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0.32%，再质押公司股份 2,300,000 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0.32%。 

【迪瑞医疗】控股股东长春瑞发解除质押公司股份 20,000,000 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7.25％，再质押公司股份 27,000,000 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9.78%。 

【广生堂】控股股东奥华集团解除质押公司股份 6,030,000 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4.31%。 

【益佰制药】控股股东窦啟玲质押公司股份 9,399,700 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1.19%，解

除质押公司股份 3,649,800 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0.46%。 

【海王生物】海王集团解除质押公司股份 331,632,654 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12.00%，再

质押公司股份 331,632,654 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12.00%。 

【美康生物】解除质押公司股份 30,000,000 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8.67%，再质押公司股

份 19,000,000 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5.49%。 

【济民制药】控股股东双鸽集团解除质押公司股份 10,000,000 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3.13%。 

【中源协和】控股股东德源投资解除质押公司股票 4,000,000 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0.85%，

再质押股份 4,000,000 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0.85%。 

【迈瑞医疗】控股股东Magnifice(HK)质押公司股份8,900,000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0.73%。 

【盈康生命】控股股东盈康医投质押公司股份 63,425,417 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11.62%。 

【一心堂】股东阮鸿献先生质押公司股份 1,130 万股，占公司总股份的 1.99%。 

【通化东宝】大股东东宝集团质押公司股份 18,000,000 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0.88%。 

【九芝堂】控股股东李振国解除质押公司股份 1 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0.00% 

【楚天科技】控股股东楚天投资质押公司股份 16,000,000 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3.42%。 

【塞力斯】控股股东天津瑞美质押公司股份 5,466,300 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2.66%。 

【益佰制药】控股股东质押公司股份 3,649,800 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0.46%，再接触质

押公司股份 3,429,700 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0.43%。 

【科伦药业】控股股东刘革新先生解除质押公司股份 47,310,000 股，再质押公司股份

37,780,000 股。 

【富祥股份】控股股东的一致行动人富祥投资解除质押公司股份 7,200,000 股，占公司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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份总数 2.65%。 

【柳药股份】办理完毕部分质押股份 3,100,000 股的延期购回业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18.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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