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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负面影响基本释放，低估值下布局

优质个股 

——医药周报2019第6期 

 

春节前一周，申万医药生物指数上涨 0.07%，涨跌幅居行业第 8 位，跑输沪深

300 指数 1.91 个百分点。受黑天鹅事件及政策影响，医药板块从去年 6 月的最

高点下跌超过 40%，截止上个交易日，申万一级医药生物行业市盈率（TTM，

整体法，剔除负值）仅为 24 倍，相对于沪深 300 的的估值溢价率为 125%，均

处于历史低位水平，部分上市公司的估值降至个位数。 

我们认为，目前的市场已经充分反映了对政策的预期，负面影响已基本释放。

下一步集采品种和增加和范围的扩大已在预期之中且市场已对此作出反应，而

具体落实不会一蹴而就，仍需要观察评测第一批试点情况而定，所以短时间内

推广的概率不大。而且集采的导向是腾笼换鸟，有利于创新药的使用和放量。

所以当前时点已不必过分悲观，行业或存在修复机会。因为根据已发布业绩预

告的情况来看，康泰生物、爱尔眼科、昭衍新药等一些公司业绩增长良好，年

报和一季报即将来临，建议提前布局受政策免疫、估值合理、业绩高增长的优

质个股。 

具体方向上，我们重点推荐创新药、生物类似物、血液制品、专业化原辅料包

材等细分领域，推荐的重点标包括创新药/器械代表海普瑞（002399）、恒瑞

医药（600276）、翰宇药业（300199）、正海生物（300653），以及创新产业

链上的服务型企业昭衍新药（603127）、凯莱英（002821）；抗体药物进展较

快的企业康弘药业（002773）、安科生物（300009）、复星医药（600196）；

血制品企业博雅生物（300294）、华兰生物(002007)、天坛生物(600161)；专

业药用原辅料包材企业美诺华（603538）、山河药辅（300452）、山东药玻

（600529）。 

 

 市场回顾：截至 2 月 1 日，上证综指报收 2618.23 点，单周（1 月 28 日至

2 月 1 日）累计上涨 0.63%，中小板指数累计上涨 1.20%，创业板指数累

计上涨 0.46%。一级行业中 9 个行业上涨，19 个行业下跌。涨幅最大的是

家用电器，涨幅为 3.12%。跌幅最大的是传媒，跌幅为 4.13%。申万医药

生物指数报收 5880.99 点，累计上涨 0.07%，涨跌幅排在行业第 8 位，跑

输上证综指。本周申万一级医药生物行业市盈率（TTM，整体法，剔除负

值）为 24.40 倍，较上周上涨 0.08 个单位。本周申万一级医药生物行业相

对于沪深 300 的 10.86 倍 PE 的估值溢价率为 124.70%，与上周相比下跌

4.91 个单位，位于历史相对低位水平。 

 行业动态：（1）北京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发布《关于改革完善仿制药供应

保障及使用政策的实施意见》。（2）国务院办公厅发布新的三级公立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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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绩效考核指标。（3）动态调整医保支付比例，国家放宽奥司他韦等药

品报销范围。（4）FDA 批准首个纳米抗体治疗获得性血栓性血小板减少

性紫癜。（5）我国首个 PCSK9 抑制剂依洛尤单抗获批扩大。 

 公司公告：海思科 HSK7653 片进入 IIa 期临床研究。海普瑞第三期员工

持股计划完成股票购买，共计购买本公司股票 3,886,264 股，成交均价为

20.34 元/股。普利制药依替巴肽注射液获得美国 FDA 注册批件。获得药

品 GMP 证书，认证范围：冻干粉针剂（注射剂二车间）。海正药业控股

子公司海正杭州制剂产品替格瑞洛片获得美国 FDA 批准。欧普康视医疗

器械产品泪液分泌检测滤纸注册申请获得受理。翰宇药业获得依替巴肽注

射液一致性评价受理通知书。 

 重点推荐标的：海普瑞（002399）、翰宇药业（300199）、昭衍新药（603127）、

安科生物（300009）、康弘药业（002773）、正海生物（300653）。 

 风险提示：政策风险、市场估值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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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主要观点 

1.1 本周观点 

春节前一周，申万医药生物指数上涨 0.07%，涨跌幅居行业第 8 位，跑输沪深 300 指数

1.91 个百分点。受黑天鹅事件及政策影响，医药板块从去年 6 月的最高点下跌超过 40%，

截止上个交易日，申万一级医药生物行业市盈率（TTM，整体法，剔除负值）仅为 24 倍，

相对于沪深 300 的的估值溢价率为 125%，均处于历史低位水平，部分上市公司的估值降

至个位数。 

我们认为，目前的市场已经充分反映了对政策的预期，负面影响已基本释放。下一步集

采品种和增加和范围的扩大已在预期之中且市场已对此作出反应，而具体落实不会一蹴

而就，仍需要观察评测第一批试点情况而定，所以短时间内推广的概率不大。而且集采

的导向是腾笼换鸟，有利于创新药的使用和放量。所以当前时点已不必过分悲观，行业

或存在修复机会。因为根据已发布业绩预告的情况来看，康泰生物、爱尔眼科、昭衍新

药等一些公司业绩增长良好，年报和一季报即将来临，建议提前布局受政策免疫、估值

合理、业绩高增长的优质个股。 

具体方向上，我们重点推荐创新药、生物类似物、血液制品、专业化原辅料包材等细分

领域，推荐的重点标包括创新药/器械代表海普瑞（002399）、恒瑞医药（600276）、翰

宇药业（300199）、正海生物（300653），以及创新产业链上的服务型企业昭衍新药（603127）、

凯莱英（002821）；抗体药物进展较快的企业康弘药业（002773）、安科生物（300009）、

复星医药（600196）；血制品企业博雅生物（300294）、华兰生物(002007)、天坛生物(600161)；

专业药用原辅料包材企业美诺华（603538）、山河药辅（300452）、山东药玻（6005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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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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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翰宇药业 多肽药物龙头企业，制剂出口国际化加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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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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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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01-31 业绩增长符合预期，规模化效应逐渐显现——昭衍新药（603127.SH）公司动态点评 

2019-01-18 集采优化用药结构，利好创新药发展——长城证券医药《国家组织药品集中采购和使

用试点方案》点评 

2018-12-26 降价影响持续，精选细分领域——长城证券医药 2019 年度投资策略 

2018-12-19 首个国产 PD-1 抑制剂获批上市，单抗板块效应初现——长城证券医药特瑞普利单抗

获批上市点评 

2018-12-07 降价基调明确，原研替代加速——长城证券 4+7 带量采购预中标结果点评 

2018-11-30 布局创新，价值已现——海普瑞（002399.SZ）公司深度报告 

2018-11-22 集采细则出台，未过评产品承压——《4+7 城市药品集中采购文件》点评 

2018-11-12 以价换量净化流通环境，双向替代改善药品结构——《4+7 城市药品集中采购文件》

点评 

2018-11-06 估值底部显现，关注创新药产业链——医药生物三季报总结 

2018-10-31 业绩增长超预期，高增长的在研课题数和新签订单保证业绩的可持——昭衍新药

（603127.SH）公司动态点评 

资料来源：长城证券研究所 

 

2. 市场回顾 

2.1 市场涨跌情况 

截至 2 月 1 日，上证综指报收 2618.23 点，单周（1 月 28 日至 2 月 1 日）累计上涨 0.63%，

中小板指数累计上涨 1.20%，创业板指数累计上涨 0.46%。一级行业中 9 个行业上涨，19

个行业下跌。涨幅最大的是家用电器，涨幅为 3.12%。其次是银行、非银金融和房地产，

涨幅分别为 2.07%、1.85%和 1.85%。跌幅最大的是传媒，跌幅为 4.13%。跌幅相对较大

的还有轻工制造和综合，跌幅均为 3.47%。申万医药生物指数报收 5880.99 点，累计上涨

0.07%，涨跌幅排在行业第 8 位，跑输上证综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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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上周申万一级行业指数涨跌幅情况 

 
资料来源：Wind、长城证券研究所整理 

 

细分行业方面，有 3 个子行业上涨，3 个子行业下跌。涨幅最大的是医疗服务，涨幅为

1.29%，涨幅相对较大的还有化学制药，涨幅为 0.77%。跌幅最大的是中药，跌幅为 0.85%。

跌幅相对较大的还有生物制品，跌幅分别为 0.43%。子行业仅医疗服务和化学制药跑赢上

证综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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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城证券研究所整理 

概念指数方面，所有指数全部下跌。其中，二胎政策指数领跌，跌幅为 3.73%。跌幅相对

较大的还有智慧医疗指数和基因检测指数，跌幅分别为 3.59%和 3.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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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城证券研究所整理 

 

 

个股表现上，上周申万医药行业企业有 86 家上涨，193 家下跌。除去新股康龙化成，爱

朋医疗本周单周涨幅达 15.35%，居行业涨幅榜首位。此外，艾德生物、通策医疗、安图

生物涨幅居前。长生生物单周下跌 22.61%，居行业跌幅榜首位。此外，百花村、大理药

业、千山药机跌幅相对较大。 

表 3：申万医药生物板块周涨幅前十名、后十名个股 

股票简称 周涨幅（%） 股票简称 周跌幅（%） 

爱朋医疗 15.35 长生生物 -22.61 

艾德生物 10.64 百花村 -21.27 

通策医疗 10.17 大理药业 -19.11 

安图生物 6.80 千山药机 -17.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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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简称 周涨幅（%） 股票简称 周跌幅（%） 

中新药业 6.26 益佰制药 -14.34 

科伦药业 5.49 四环生物 -14.10 

爱尔眼科 5.45 明德生物 -14.10 

济民制药 5.11 佐力药业 -14.01 

迪瑞医疗 4.91 启迪古汉 -13.03 

华东医药 4.78 东富龙 -12.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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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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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40

倍，较上周上涨 0.08 个单位，比 2009 年以来的均值 37.48 低 13.08 个单位。 

本周申万一级医药生物行业相对于沪深 300 的 10.86 倍 PE 的估值溢价率为 124.70%，与

上周相比下跌 4.91 个单位，比 2009 年以来的均值 203.67%低 78.9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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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月 1 日，医疗服务估值最高，达 50.51 倍。医疗器械和生物

制品板块估值相对较高，医药商业和中药板块估值相对较低。 

-50%

0%

50%

100%

150%

200%

250%

300%

350%

400%

450%

0.0000

10.0000

20.0000

30.0000

40.0000

50.0000

60.0000

70.0000

80.0000

溢
价

率
 

市
盈

率
（
TT
M，

整
体
法

）
 

SW医药生物成份 沪深300 溢价率 



 

 行业周报 

 

长城证券 10 请参考最后一页评级说明及重要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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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城证券研究所整理 

3. 行业动态 

3.1 行业动态 

（1） 北京鼓励医疗机构优先采购，促进仿制药替代。（北京市人民政府办公厅）  

1 月 30 日，北京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发布《关于改革完善仿制药供应保障及使用政策的实

施意见》。  

点评：《通知》明确，建立完善药物综合性评价体系，鼓励医疗机构优先采购和使用疗

效明确、价格合理的仿制药。严格落实按药品通用名开具处方的要求，除特殊情形外，

处方上不得出现商品名。同时，落实处方点评制度，加强医疗机构药品合理使用情况考

核，对不合理用药的处方医生进行公示，并建立约谈制度。强化药师在处方审核和药品

调配中的作用。 

此次《通知》的发布，将加速仿制药对于过期原研药的替代。此前，北京医药集中采购

信息网发布通知称，北京市药品阳光采购数据库将实行动态调整，产品有进有出，将按

照合规产品纳入、休眠产品下架、双方按需激活原则建立相应目录，在此基础上实施采

购。这也就意味着，大批仿制药将面临清退的尴尬境地。 

根据国家医保局的部署，未来原研药、通过一致性评价仿制药至少将占据各省 70%的市

场。而对已形成“1+3”格局的品种，根据此前规定，原则上不再采购未通过执行一致性

评价品种，因此，原研药、通过一致性评价仿制药在理论上将占据全部市场。同时，获

得 70%市场份额的原研药和仿制药，还要面临医保支付标准的“筛选”。与原研药相比，

仿制药的价格往往更低，以其中的最低价作为医保支付价，结合总额预付下的医保支付

方式改革，以及医疗机构的控费压力，将成为医疗机构、临床医生的首选，真正在临床

上替代原研药。 

《通知》要求，将加大科研和产业支持力度。对重点仿制药产品按照最高不超过研发投

入 50%的额度给予资金支持。利用本市高精尖产业发展资金，加大对仿制药生产工艺改

造等环节的支持力度。将医药健康产业作为主导产业的相关区要研究出台政策措施，对

重大创新品种国内首先获批上市和通过一致性评价的仿制药企业予以激励。 

《通知》指出，仿制药企业为开发新技术、新产品、新工艺产生的研发费用，符合条件

的按照有关规定在企业所得税税前加计扣除。仿制药企业经认定为高新技术企业的，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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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 15%的税率征收企业所得税。另外，实行主要由市场形成药品价格的机制，做好与药

品采购、医保支付等改革政策的衔接。 

（2） 国务院办公厅发布新的三级公立医院绩效考核指标。（国务院办公厅）  

1 月 30 日，国务院办公厅发布新的三级公立医院绩效考核指标，包括医疗质量、运营效

率、持续发展、满意度评价 4 个方面共 55 个具体指标。 

点评：药占比取消，但增加了辅助用药收入占比和医疗服务收入占比。可以预计，大批

安全无用销量却畸高的“神药”将彻底失去市场。根据国办给出的指标说明，辅助用药

收入占比的计算方法是辅助用药收入/药品总收入×100%。这一数据将直接反映出公立医

院辅助用药使用情况，倒逼公立医院主动减少辅助用药使用。2016 年在我国城市医院销

量排名前 20 的药品中，有近一半为各地辅助用药和重点监控品种，包括：注射用血栓通、

丹红注射液、喜炎平注射液等。 

新的考核指标中，又增加了医疗服务收入(不含药品、耗材、检查检验收入)占医疗收入比

例，是医疗服务收入/医疗收入×100%，其中，挂号收入、床位收入、诊察收入、治疗收

入、手术收入、药事服务收入、护理收入等，都是医疗服务收入范畴。而这一指标也被

认为是变相药占比。 

此外，考核指标中还有 6 项是有关合理用药的内容，包括：点评处方占处方总数的比例、

抗菌药物使用强度(DDDs)、门诊患者基本药物处方占比、住院患者基本药物使用率、基

本药物采购品种数占比、国家组织药品集中采购中标药品使用比例。 

粗放的管理就变成了精细化、高质量管理，未来三级公立医院药品总用量必须减少，而

所用药品将高度集中在性价比高的基药、国家带量采购药品上。集采通过试点逐渐挤干

药价水分，改善用药结构，降低医疗机构的药占比，为公立医院改革腾出空间。25 个中

选产品的降价幅度在 52%，最大降幅在 90%多，大量的中间公关费用和“带金销售”费

用被挤压出来，有利于促进我国医药产业的高质量发展，促进医药机构优化，实现医保

基金的绩效提高，为临床刚需的治疗性创新药的发展挪腾空间，有利于提高创新药企业

的积极性，推荐关注恒瑞医药、复星医药、海普瑞、康弘药业等，以及创新产业链上的

服务型企业昭衍新药、凯莱英。 

（3） 动态调整医保支付比例，国家放宽奥司他韦等药品报销范围。（健识局）  

1 月 30 日，国家医保局发布通知称，临时放宽奥司他韦、帕拉米韦氯化钠医保支付限定

范围，将其由“限有明确甲型流感诊断且为重症患者的治疗”调整为“限重症流感高危

人群及重症患者的抗流感病毒治疗”。 

点评：《通知》要求，各地根据实际情况和救治的需要，可在入院标准、定点医院选择

等方面适当放宽条件，保证参保患者获得及时救治。《通知》显示，按照《国家基本医

疗保险、工伤保险和生育保险药品目录(2017 年版)》，奥司他韦、帕拉米韦氯化钠(注射

剂)此前的医保限定支付范围均为“限有明确甲型流感诊断且为重症患者的治疗”，此次

之所以临时调整其医保限定支付范围，据国家医保局相关负责人介绍，主要是因为近期

甲型流感较严重，奥司他韦的用量较大。 

 

3.2 行业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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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FDA 批准首个纳米抗体治疗获得性血栓性血小板减少性紫癜。（医药魔方） 

2 月 6 日，FDA 批准赛诺菲子公司 Ablynx 开发的 Cablivi (caplacizumab-yhdp) 注射液上

市，联合血浆臵换和免疫抑制疗法用于成人获得性血栓性血小板减少性紫癜（aTTP）。 

点评：2018 年 9 月 3 日，欧盟已经针对该适应症批准了 Cablivi 的上市申请。Cablivi 是

FDA 针对该适应症批准的首个新药，也是全球首个上市的纳米抗体新药。caplacizumab

是 Ablynx 公司开发的一种抗血管性血友病因子（vWF）纳米抗体，可抑制超大 vWF 多

聚体和血小板间的相互作用，避免血小板和凝聚和凝血块的出现。纳米抗体是只有重链

可变区的单域抗体，含有最小功能的抗原结合片段，与普通抗体相比具有分子量小、结

构简单易改造、稳定性好等优点。 

caplacizumab 的疗效在一项涉及 145 例 aTTP 患者的随机研究中得到证实。患者接受现有

的标准治疗、血浆臵换和免疫抑制药物，在此基础上随机分组并分别给予 caplacizumab

或安慰剂。结果显示，接受 caplacizumab 治疗的患者相比安慰剂组可以快速改善血小板

计数，并且 aTTP 相关死亡患者的数量、治疗期间 aTTP 复发的次数、至少 1 次治疗相关

重大血栓事件的患者数量均低于安慰剂组，在整个研究期间（给药期+停药后 28 天随访

期）发生 aTTP 复发的患者比例显著低于安慰机组（13% vs 38%）。caplacizumab 常见的

不良反应包括鼻子或牙龈出血、头痛。 

（2） 我国首个 PCSK9 抑制剂依洛尤单抗获批扩大。（医药魔方） 

1月28日，安进中国宣布，根据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审批结果，瑞百安®（英文名Repatha®，

通用名依洛尤单抗 evolocumab）注射液已获批更广泛适应症，成为中国首个获批用于降

低心血管事件风险的 PCSK9 抑制剂。 

点评：瑞百安®（英文名 Repatha®，通用名依洛尤单抗 evolocumab）是一种人单克隆免

疫球蛋白 G2（IgG2），针对人前蛋白转化酶枯草溶菌素 kexin 9 型（PCSK9）。依洛尤

单抗与 PCSK9 结合，抑制循环 PCSK9 与低密度脂蛋白（LDL）受体（LDLR）的结合，

从而阻止 PCSK9 介导的 LDLR 降解，使得 LDLR 可重新循环回至肝细胞表面。通过抑制

PCSK9 与 LDLR 的结合，依洛尤单抗增加了能够清除血液中的 LDL 的 LDLR 的数量，

从而降低 LDL-C 水平。依洛尤单抗已在超过 60 个国家和地区获批，包括美国、日本、

加拿大以及欧盟所有 28 个成员国。在其他国家的申请目前正在进行中。 

此前，依洛尤单抗已于 2018 年 7 月 31 日获得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批准，用于成人或 12

岁以上青少年的纯合子型家族性高胆固醇血症。这是首个在华获批的 PCSK9 抑制剂。依

洛尤单抗可用于已有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血管疾病成人患者来预防心肌梗死、卒中和冠状

动脉血运重建的适应症已获得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FDA)和欧盟委员会（EC）批准。 

重磅原研单抗药物的专利陆续到期，为生物类似药的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目前我国已

有 6 家企业提交了生物类似药的上市申请，如百奥泰、海正药业、信达生物、复宏汉霖

均递交了阿达木单抗的上市申请，复宏汉霖、三生制药、齐鲁制药分别递交了利妥昔单

抗、曲妥珠单抗、贝伐珠单抗的上市申请。预计到 2019 年，将会有多款国产重磅单抗药

物上市，国内单抗市场有望全面爆发。 

我们重点看好三类企业：首先是已有品种上市、并初步形成产业化规模销售的企业，如

康弘药业、中信国健、百泰生物，因为公司已经突破了单抗药物研发和生产的核心关键

技术，易于丰富产品线。其次是研发进度靠前的企业，易于形成先发优势，迅速占领占

市场，如 PD-1 抑制剂已获批的企业君实生物、已报产的企业恒瑞医药、信达生物、百济

神州，以及生物类似药报产企业：百奥泰、海正药业、复宏汉霖、三生制药、齐鲁制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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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次，考虑到未来联合用药治疗恶性肿瘤的趋势，研发管线丰富的企业将有望通过“组

合拳”充分获益，如安科生物、百奥泰、复宏汉霖、海正药业、天广实、嘉和生物、信

达生物等。 

 

4. 上市公司重要公告 

重大事项 

【海思科】：HSK7653 片进入 IIa 期临床研究。 

【广誉远】：获得政府补助 21,972,133 元。 

【奇正藏药】：2018 年实现营收 12.13 亿元（+15.2%），归母净利润 3.18 亿元（+5.68%）。 

【大博医疗】：2018 年实现营收 7.57 亿元（+27.47%），归母净利润 3.86 亿元（+30.51%）。 

【寿仙谷】：2018 年实现营收 5.11 亿元（+38.24%），归母净利润 1.07 亿元（+20.77%）。 

【鱼跃医疗】：2018 年实现营收 41.84 亿元（+18.15%），归母净利润 7.21 亿元（+21.82%）。 

【润都股份】：2018 年实现营收 10.38 亿元（+33.19%），归母净利润 1.07 亿元（+18.82%）。 

【沃华医药】：2018 年实现营收 7.74 亿元（+6.57%），归母净利润 0.46 亿元（-19.95%）；

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0.50 元（含税）。 

【东城药业】：2018 年实现营收 23.32 亿元（+46.2%），归母净利润 2.8 亿元（+62.44%）；

每 10 股派发现金股利人民币 0.48 元 

【新天药业】：出资 50 万元，设立北京全资子公司。 

【益丰药房】：投资设立控股子公司恒修堂药业有限公司。 

【江中药业】：华润医药控股间接受让江中药业股份获得国务院国资委批复。 

【开立医疗】：拟参与南山区联合竞买及合作建设留仙洞二街坊 T501-0096 地块 

【新天药业】：申报中药配方颗粒研究试点单位；控股股东新天生物质押 320 万股；已

累计回购公司股份 1,410,300 股。 

 

增减持及股本变动 

【诚意药业】：中原九鼎累计减持 1,192,800 股。 

【健帆生物】：董事唐先敏等已累计减持 22.77 万股。 

【艾德生物】：持股 5%以上股东 OrbiMed 已累计减持 144 万股。 

【荣泰健康】：天胥湛卢九鼎和天盘湛卢九鼎计划合计减持公司股份不超过 8,400,000股；

副总经理徐益平先生计划减持不超过 225,000 股。 

【济川药业】：控股股东泰兴恒川减持计划实施完毕，已减持 12,216,486 股。 

【振东制药】：持股 5%以上股东李勋先生减持计划完成，已累计减持 3,168.21 万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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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王生物】：计划向 264 名激励对象授予 1.3146 亿份股票期权。 

【博济医药】：计划向 49 名激励对象授予 300 万份股票期权。 

【海普瑞】：第三期员工持股计划完成股票购买，共计购买本公司股票 3,886,264 股，成

交均价为 20.34 元/股。公司第三期员工持股计划通过二级市场买入公司股票 1,236,200 股，

购买均价 20.34 元/股。 

【健友股份】：Matrix、东方富海、JEF、Generic 和维梧（成都）计划减持不超过 22,549,285

股。 

【尔康制药】：股东帅佳投资持有的 231,851,004 股继续被司法冻结。签署《羟丙基淀粉

空心胶囊购销协议之终止协议》。 

【亚太药业】：董事何珍女士计划 1 个月内增持股份不低于 30 万股，不超过 60 万股。 

【太安堂】：董事等尚未完成增持计划，并将计划延期。 

【智飞生物】：减持计划时间已过半，持股 5%以上股东吴冠江先生及一致行动人尚未减

持公司股份。 

【泰格医药】：15,020,359 股限售股将于 2 月 11 日上市流通。 

【亚宝药业】：回购计划实施完毕，回购公司股份 17,041,438 股。 

【羚锐制药】：累计回购公司股份数量为 6,331,603 股。 

【哈三联】：已回购公司股份 731,467 股。 

【昆药集团】：已回购公司股份 450,000 股。 

【*ST 海投】：已回购公司股份 5,936,873 股。 

【云南白药】：已回购公司股份 65,300 股。 

【科伦药业】：已回购公司股份 1,342,097 股。 

【福瑞股份】：已回购公司股份 6,718,233 股。 

【桂林三金】：已回购公司股份 3,526,063 股。 

【众生药业】：已回购公司股份 8,247,207 股。 

【精华制药】：已回购公司股份 21,565,466 股。 

【金达威】：已回购公司股份 1,852,319 股。 

【信邦制药】：拟回购公司股份，数量不低于总股本的 5%，不高于 10%。 

【交大昂立】：拟回购公司股份，总金额不低于人民币 2,500 万元（含 2,500 万元）、

不超过人民币 5,000 万元（含 5,000 万元），价格不超过 6.91 元/股（含）。 

【信邦制药】安怀略先生及孔令忠女士合计增持 771000 股。 

【ST 运盛】：控股股东蓝润资产已累计增持公司股份 15,929,416 股。 

【金域医学】：持股 5%以上股东国开博裕计划 6 个月内减持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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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押与解押 

【贝达药业】：股东贝成投资解押 540 万股， MRX2843 片获得临床试验通知书。 

【圣达生物】：控股股东圣达集团解押 1,078 万股。 

【司太立】：控股股东胡锦先生解押 1,315 万股。 

【易明医药】：控股股东高帆先生解押 435 万股。 

【楚天科技】：控股股东楚天投资解押 4,507 万股。 

【海王生物】：控股股东海王集团解押 8,273.3 万股，再质押 8,273.3 万股。 

【博雅生物】：持股 5%以上股东解押 1,680 万股；回购公司股份 5,472,300 股。 

【泰格医药】：持股 5%以上股东曹晓春女士解押 236 万股；回购公司股份数量为 7,005,832

股。 

【贵州百灵】：持股 5%以上股东张锦芬女士延期购回 300 万股，持股 5%以上股东姜勇

先生延期购回 3,671.2 万股。 

【哈三联】：董事赵庆福等减持计划时间过半，已减持 22.45 万股。 

【三鑫医疗】：控股股东彭义兴先生质押 1,230 万股。 

【花园生物】：控股股东祥云科技质押 2,687 万股。 

【圣达生物】：控股股东圣达集团质押 450 万股。 

【华仁药业】：持股 5%以上股东华仁世纪集团质押 500 万股。 

【延安必康】：控股股东新沂必康质押 50 万股。 

【振东制药】：持股 5%以上股东京江博翔质押 500 万股；董事李细海先生计划 6 个月内

减持不超过 5,193,512 股。 

【易明医药】：大股东周战先生质押 40 万股。 

【汉森制药】：控股股东新疆汉森质押 20 万股。 

【信邦制药】：股东金域投资质押 297.44 万股。 

【广生堂】：控股股东奥华集团质押 70 万股。 

【仟源医药】：实际控制人翁占国先生延期购回 2,160.8 万股。 

 

批件与证书 

【普利制药】：依替巴肽注射液获得美国 FDA 注册批件。获得药品 GMP 证书，认证范

围：冻干粉针剂（注射剂二车间）。 

【珍宝岛】：公司及子公司哈珍宝获得“三七定量提取的自动控制系统及方法”等 2 项

专利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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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德莱】：“一次性使用输液器带针”境内医疗器械注册申请获得受理。 

【天坛生物】：控股子公司成都蓉生“静注人免疫球蛋白（pH4、10%）”获得药品补充

申请受理号。 

【浙江医药】：获得“利奈唑胺葡萄糖注射液”药品注册批件。 

【双成药业】：“注射用比伐芦定”获得国家药监局批件。 

【海正药业】：控股子公司海正杭州制剂产品替格瑞洛片获得美国 FDA 批准。 

【复星医药】：控股子公司复星弘创新药 ORIN1001 获美国 FDA 药品临床试验批准。 

【华北制药】：子公司华民公司“注射用头孢硫脒”审批完毕。 

【佐力药业】：参股公司科济生物新药研发项目“靶向磷脂酰肌醇蛋白多糖-3 嵌合抗原

受体修饰的自体 T 细胞”获得药物临床试验默示许可。 

【美康生物】：N 末端脑利钠肽前体检测试剂（荧光免疫层析法）等 3 项取得医疗器械

注册证；实际控制人邹炳德先生解押 827 万股。全资子公司盛德生物被认定为高新技术

企业。 

【兴齐眼药】：硫酸阿托品滴眼液获得临床试验通知书；控股子公司兴齐眼科医院收到

制剂“硫酸阿托品滴眼液”医疗机构制剂注册批件。 

【卫信康】：全资子公司白医制药通过药品 GMP 认证，认证范围：冻干粉针剂（203 车

间）、小容量注射剂（非最终灭菌、502 车间）。 

【福安药业】：子公司人民制药收到药品 GMP 证书，认证范围：冻干粉针剂（1 车间）、

冻干粉针剂（激素类）。 

【现代制药】：全资子公司国药威奇达收到药品 GMP 证书，认证范围：1、原料药（克

拉维酸钾、克拉维酸钾二氧化硅（1:1）、克拉维酸钾微晶纤维素（1:1），克拉维酸口服

车间）。 

【鲁抗医药】：收到药品 GMP 证书，认证范围：无菌原料药（盐酸大观霉素， 707 车

间生产线）；原料药（乙酰螺旋霉素，708 车间生产线）。 

【开立医疗】：电子上消化道内窥镜等 4 项申报医疗器械注册获得批准。 

【维力医疗】：控股子公司维力健益取得医疗器械经营许可证。 

【翰宇药业】：获得依替巴肽注射液一致性评价受理通知书。 

【辰欣药业】：公司药品苯磺酸氨氯地平片通过仿制药一致性评价。 

【维力医疗】：全资子公司沙工医疗通过高新技术企业认定。 

【浙江医药】：下属生产企业新昌制药厂通过美国 FDA 现场检查。 

【福安药业】：子公司天衡制药收到药品 GMP 证书，认证范围：原料药（盐酸昂丹司琼、

巴氯芬、舒林酸）；控股股东汪天祥质押 600 万股；股东汪璐先生减持 1,700 万股。 

【华润双鹤】：获得药品 GMP 证书，认证范围：大容量注射剂(多层共挤膜输液袋 M 线)、

冲洗剂(B 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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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普康视】：医疗器械产品泪液分泌检测滤纸注册申请获得受理。持股 5%以上股东欧

普民生减持 1.5 万股。 

【华大基因】：全资子公司武汉生物科技申报医疗器械注册获得受理，产品名称：遗传

性耳聋基因检测试剂盒（联合探针锚定聚合测序法）。 

【白云山】：分公司白云山制药总厂收到药监局关于同意羧甲司坦片注册申请撤回的意

见通知件。 

【天圣制药】：取得药品 GMP 证书，认证范围：大容量注射剂[三层共挤输液用袋（3

线）、玻璃输液瓶（1 线）]。 

 

人事变动 

【和佳股份】：副总裁吴春安先生退休。 

【康芝药业】：执行总裁朱学庆先生辞职。 

 

表 4：2018 年度业绩预告 

证券代码 证券简称 预告净利润   

上限 

2018 （亿元） 

预告净利润    

下限 

2018 （亿元） 

预告净利润增速

上限 

2018 （%） 

预告净利润增速   

下限 

2018 （%） 

600645.SH 中源协和 0.7500 0.5000 506.2947 370.8631 

002102.SZ ST 冠福 -23.0000 -28.0000 -914.0034 -1,090.9606 

600781.SH 辅仁药业 9.4081 8.2321 140.0000 110.0000 

300583.SZ 赛托生物 1.2880 1.1040 40.0000 20.0000 

300676.SZ 华大基因 4.2000 4.0000 5.5000 0.4800 

300753.SZ 爱朋医疗 0.7530 0.6951 30.0000 20.0000 

300436.SZ 广生堂 0.1600 0.1350 -52.3300 -59.7800 

300239.SZ 东宝生物 0.3500 0.3100 56.1300 38.2900 

300485.SZ 赛升药业 3.3792 2.5344 20.0000 -10.0000 

300601.SZ 康泰生物 4.6500 4.2500 116.5800 97.9500 

300357.SZ 我武生物 2.4194 2.2332 30.0000 20.0000 

300396.SZ 迪瑞医疗 2.1761 1.8413 30.0000 10.0000 

002932.SZ 明德生物 0.6549 0.5894 0.0000 -10.0000 

603963.SH 大理药业 0.1200 0.1000 -73.0000 -78.0000 

002118.SZ 紫鑫药业 3.0000 2.8000 -19.2600 -24.6500 

000989.SZ 九芝堂 3.7000 3.2000 -48.7100 -55.6400 

000004.SZ 国农科技 -0.1700 -0.2550 -298.4400 -397.6600 

300110.SZ 华仁药业 0.4504 0.3754 20.0000 0.0000 

300015.SZ 爱尔眼科 10.3952 9.6527 40.0000 30.0000 

300108.SZ 吉药控股 2.4000 2.1000 18.5400 3.7200 

300244.SZ 迪安诊断 4.0203 3.4959 15.0000 0.0000 

000952.SZ 广济药业 1.7500 1.5500 66.3000 47.3000 

000788.SZ 北大医药 0.5139 0.4454 50.0000 3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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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 证券简称 预告净利润   

上限 

2018 （亿元） 

预告净利润    

下限 

2018 （亿元） 

预告净利润增速

上限 

2018 （%） 

预告净利润增速   

下限 

2018 （%） 

300233.SZ 金城医药 3.4356 2.5767 20.0000 -10.0000 

000597.SZ 东北制药 2.2000 1.8000 85.0000 51.0000 

300482.SZ 万孚生物 3.1604 2.9497 50.0000 40.0000 

300381.SZ 溢多利 1.2466 1.1259 55.0000 40.0000 

000710.SZ 贝瑞基因 3.4000 3.2000 39.0900 30.9100 

600767.SH ST 运盛 0.2500 0.1600 -42.4300 -63.1500 

000790.SZ 泰合健康 0.3200 0.2200 -81.3600 -87.1800 

300519.SZ 新光药业 0.9554 0.8493 -10.0000 -20.0000 

300204.SZ 舒泰神 1.5782 1.3151 -40.0000 -50.0000 

300412.SZ 迦南科技 0.4396 0.3077 0.0000 -30.0000 

000518.SZ 四环生物 -0.2000 -0.3000 -374.4100 -511.6100 

600079.SH 人福医药 -22.0000 -27.0000 -206.3460 -230.5155 

600796.SH 钱江生化 -0.3500 -0.4500 -185.3427 -209.7263 

603658.SH 安图生物 6.0286 5.3588 35.0000 20.0000 

603259.SH 药明康德 22.8239 20.8606 86.0000 70.0000 

002433.SZ 太安堂 2.9040 2.4684 0.0000 -15.0000 

600587.SH 新华医疗 0.3276 0.1966 -50.0000 -70.0000 

300439.SZ 美康生物 2.5703 2.3561 20.0000 10.0000 

300363.SZ 博腾股份 1.3967 1.1820 30.0000 10.0000 

300404.SZ 博济医药 0.1100 0.0600 144.9189 124.5012 

000566.SZ 海南海药 1.7325 1.2994 100.0000 50.0000 

300049.SZ 福瑞股份 0.6468 0.4312 -10.0000 -40.0000 

002626.SZ 金达威 7.0000 6.5000 47.6600 37.1200 

300705.SZ 九典制药 0.7800 0.7000 13.7500 2.0800 

002437.SZ 誉衡药业 2.0129 1.0839 -35.0000 -65.0000 

300633.SZ 开立医疗 2.5843 2.4323 36.0000 28.0000 

603127.SH 昭衍新药 1.1698 1.0170 53.0200 33.0200 

300003.SZ 乐普医疗 13.4863 11.6881 50.0000 30.0000 

300039.SZ 上海凯宝 2.7230 2.1784 0.0000 -20.0000 

300009.SZ 安科生物 3.2000 2.5000 15.2100 -9.9900 

300314.SZ 戴维医疗 0.4703 0.3998 0.0000 -15.0000 

300289.SZ 利德曼 0.5200 0.4384 -28.8300 -40.0000 

300294.SZ 博雅生物 4.8139 4.4574 35.0000 25.0000 

600521.SH 华海药业 1.7925 0.5925 -72.0000 -91.0000 

300086.SZ 康芝药业 0.3200 0.2000 -36.2500 -60.1600 

002589.SZ 瑞康医药 10.9895 8.7714 9.0000 -13.0000 

300181.SZ 佐力药业 0.2300 0.1800 -49.0500 -60.1200 

300143.SZ 星普医科 0.7600 0.4000 -37.9100 -67.3200 

300267.SZ 尔康制药 3.1347 2.0898 -40.0000 -60.0000 

300562.SZ 乐心医疗 0.2500 0.2200 40.1300 23.3100 

002173.SZ 创新医疗 0.5600 0.2800 -60.2100 -80.1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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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 证券简称 预告净利润   

上限 

2018 （亿元） 

预告净利润    

下限 

2018 （亿元） 

预告净利润增速

上限 

2018 （%） 

预告净利润增速   

下限 

2018 （%） 

002390.SZ 信邦制药 -12.3000 -13.5000 -485.1170 -522.6893 

603168.SH 莎普爱思 -1.1000 -1.3000 -175.1590 -188.8243 

600594.SH 益佰制药 -7.5000 -9.0000 -293.5335 -332.2402 

000590.SZ 启迪古汉 -0.3500 -0.3900 -282.5412 -303.4030 

002252.SZ 上海莱士 -12.7882 -15.2957 -253.0000 -283.0001 

600530.SH 交大昂立 -5.3000 -5.3000 -430.3591 -430.3591 

600538.SH 国发股份 -0.2000 -0.2000 -325.9723 -325.9723 

600267.SH 海正药业 -4.1000 -5.0000 -3,122.2110 -3,785.6232 

600671.SH 天目药业 -0.0700 -0.0950 -185.9800 -216.6900 

300030.SZ 阳普医疗 -1.2498 -1.2832 -1,220.0038 -1,250.0043 

300216.SZ 千山药机 -19.2740 -19.3240 -494.7100 -496.2600 

600721.SH 百花村 -7.9000 -9.7000 -40.0000 -71.9900 

300199.SZ 翰宇药业 3.2972 2.6378 0.0000 -20.0000 

300255.SZ 常山药业 2.3630 1.9692 20.0000 0.0000 

002038.SZ 双鹭药业 6.9365 5.3358 30.0000 0.0000 

002581.SZ 未名医药 -2.4957 -3.2088 -164.2500 -182.6100 

600645.SH 中源协和 0.7500 0.5000 506.2947 370.8631 

资料来源：Wind、长城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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