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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业观点：科创板助推行业创新升级，肝素原料涨价箭在弦上。从科创板

细则来看，生物医药为优先推荐领域，若预计市值不低于 40 亿元，要求

至少有一项核心产品获准开展二期临床试验，对当期收入和利润没有要

求，体现出非常强的鼓励创新的价值导向，有望充分激活企业创新活力，

在生物医药、高端医疗设备等尖端领域，产业升级步伐有望加快。受猪瘟

疫情影响，生猪出栏量预计将出现明显下滑，猪小肠作为抗凝血肝素类药

物的唯一来源，将面临供不应求局面，肝素原料药涨价箭在弦上。 

 投资策略：医药行业攻守兼备，具有较高配置性价比。近期大盘波动加剧，

医药行业前期整体涨幅不大，估值仍处于低位（2019 预测 PE 为 23 倍），

在政策缓和及 2019Q1 业绩预期向好的背景下，属于攻守兼备的配置方向。

近期建议重点关注以下领域投资机会：①核医学领域受益于配置证政策红

利，预计 2019Q1 业绩较好，建议关注东诚药业、中国同辐；②特色原料

药具备较强升级转型潜力，建议关注司太立、富祥股份，另外，肝素原料

药受益猪瘟疫情涨价预期强烈，建议关注健友股份、千红制药、海普瑞、

常山药业、东诚药业；③短期也建议关注研发能力强、具备分拆上科创板

条件的上市公司，如北陆药业、安科生物、海辰药业、复星医药等。 

 行业要闻荟萃：“4+7”医保配套措施落地；国务院：取消国产药注册省级

初审，直接由国家药监局受理；三大 OTC 消化类品种转处方药，数亿市

场调整销售布局；2018 年药品终端销售额实现 17131 亿元。 

 行情回顾：上周医药板块上涨 0.74%，同期沪深 300 指数下跌 2.46%；申

万一级行业中 15 个板块上涨，13 个板块下跌，医药行业在 28 个行业中

排名第 15 位；医药子行业中，化学制剂、医药生物、中药、生物制品、

化学原料药板块上涨，涨幅最大的是化学原料药，上涨 4.47%；医疗器械、

医疗服务、医药商业均下跌，跌幅最大的是医疗器械，下跌 1.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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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创板助推行业创新升级，肝素原料涨价箭在弦上。从科创板细则来看，生物医药为优

先推荐领域，若预计市值不低于 40 亿元，要求至少有一项核心产品获准开展二期临床试验，对当期

收入和利润没有要求，体现出非常强的鼓励创新的价值导向，有望充分激活企业创新活力，在生物

医药、高端医疗设备等尖端领域，产业升级步伐有望加快。受猪瘟疫情影响，生猪出栏量预计将出

现明显下滑，猪小肠作为抗凝血肝素类药物的唯一来源，将面临供不应求局面，肝素原料药涨价箭

在弦上。 

投资策略：医药行业攻守兼备，具有较高配置性价比。近期大盘波动加剧，医药行业前期整体涨幅

不大，估值仍处于低位（2019 预测 PE 为 23 倍），在政策缓和及 2019Q1 业绩预期向好的背景下，

属于攻守兼备的配置方向。近期建议重点关注以下领域投资机会：①核医学领域受益于配置证政策

红利，预计 2019Q1 业绩较好，建议关注东诚药业、中国同辐；②特色原料药具备较强升级转型潜

力，建议关注司太立、富祥股份，另外，肝素原料药受益猪瘟疫情涨价预期强烈，建议关注健友股

份、千红制药、海普瑞、常山药业、东诚药业；③短期也建议关注研发能力强、具备分拆上科创板

条件的上市公司，如北陆药业、安科生物、海辰药业、复星医药等。 

 

二、 行业要闻荟萃 

2.1“4+7”医保配套措施落地 

3 月 5 日，国家医保局发布《关于国家组织药品集中采购和使用试点医保配套措施的意见》，明确以

中选价格作为医保支付标准，与中选品种差别较大的药品要渐进调整支付标准，在 2—3 年内调整到

中选价格标准。 

点评：以中标价格为支付标准，旨在调整个人支付比例引导患者使用中选品种，将加速国内仿制药

市场集中度的提高。 

 

2.2 国务院：取消国产药注册省级初审，直接由国家药监局受理 

3 月 6 日，国务院发布《国务院关于取消和下放一批行政许可事项的决定》，决定取消 25 项行政许

可事项，其中有一项是取消国产药品注册初审，未来国产药品在进行注册申报时将由国家药监局直

接受理，这是审评审批流程继续提速的信号。 

点评：改为由国家药监局直接受理药品注册初审后，不仅全国的审评尺度实现了统一，节约了药品

的审评时间，国家药品监管部门采取的是基于审评需要的注册现场检查，也一定程度上减轻了企业

的负担。 

 

2.3 三大 OTC 消化类品种转处方药，数亿市场调整销售布局 

3 月 4 日，国家药监局官网发布公告，为保障公众用药安全，根据《处方药与非处方药分类管理办

法（试行）》的规定，经国家药监局组织论证和审定，将胃痛宁片、化痔栓及消栓通络制剂（片剂、

胶囊剂、颗粒剂）调出非处方药目录，按处方药管理，同时对上述药品说明书进行修订。 

点评：这三类药品是由非处方药转为处方药，对于消费者来说选药渠道从药店变为遵医嘱，且适用

人群受限制；对于药企来说销售布局将面临大调整，从对 C 端的广告推广、对终端店员的推荐，转

为对更为专业的医院、医生群体进行推广。这就要求企业一方面做好销售团队和营销策略的及时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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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定位，另一方面巩固药品疗效，获得专业医师认可。 

 

2.4 2018 年药品终端销售额实现 17131 亿元 

据米内网数据，2018 年我国三大终端六大市场药品销售额实现 17131 亿元，同比增长 6.3%。从实

现药品销售的三大终端的销售额分布来看，公立医院终端市场份额最大，2018 年占比为 67.4%，零

售药店终端市场份额 2018 年占比为 22.9%，公立基层医疗终端市场份额近年有所上升，2018 年占

比为 9.7%。如果加入未统计的“民营医院、私人诊所、村卫生室”，则中国药品终端总销售额约 20000

亿元。 

点评：公立医院终端销售额保持增长，但增速持续降低，占比相比去年也有所下降，其中县级公立

医院增速历年皆高于城市公立医院，可见县级市场依然存在着巨大的潜在市场需求，分级诊疗等政

策持续加码县级医疗市场。零售药店终端包括实体和网络药店，其中网络药店增速达 41%，随着药

品电商渠道的进一步成熟和规范，未来预计势头依然迅猛，启示药企加大网络渠道布局。 

 

三、 行情回顾 

上周医药板块上涨 0.74%，同期沪深 300 指数下跌 2.46%；申万一级行业中 15 个板块上涨，13 个

板块下跌，医药行业在 28 个行业中排名第 15 位；医药子行业中，化学制剂、医药生物、中药、生

物制品、化学原料药板块上涨，涨幅最大的是化学原料药，上涨 4.47%；医疗器械、医疗服务、医

药商业均下跌，跌幅最大的是医疗器械，下跌 1.37%。 

图表 1 医药行业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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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月 8 日，医药板块估值为 29.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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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9.11%。虽然目前估值溢价率趋近于历史均值 55.45%，但医药股仍存在估

值提升的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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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3 医药板块各子行业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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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1.07 1 300633.SZ 开立医疗 -10.63 

2 600613.SH 神奇制药 46.20 2 300314.SZ 戴维医疗 -9.29 

3 002437.SZ 誉衡药业 38.86 3 300630.SZ 普利制药 -8.76 

4 300255.SZ 常山药业 37.07 4 600518.SH 康美药业 -8.29 

5 600572.SH 康恩贝 23.91 5 300015.SZ 爱尔眼科 -7.39 

6 603222.SH 济民制药 23.35 6 603079.SH 圣达生物 -6.69 

7 300108.SZ 吉药控股 22.75 7 300676.SZ 华大基因 -6.58 

8 600422.SH 昆药集团 22.63 8 000963.SZ 华东医药 -6.23 

9 603707.SH 健友股份 21.17 9 600436.SH 片仔癀 -6.05 

10 000661.SZ 长春高新 21.00 10 300452.SZ 山河药辅 -5.90 

11 002118.SZ 紫鑫药业 18.69 11 300003.SZ 乐普医疗 -5.90 

12 600351.SH 亚宝药业 18.11 12 002758.SZ 华通医药 -5.84 

13 002550.SZ 千红制药 15.60 13 603976.SH 正川股份 -5.72 

14 002693.SZ 双成药业 14.67 14 000739.SZ 普洛药业 -5.43 

15 600664.SH 哈药股份 14.22 15 300238.SZ 冠昊生物 -5.40 

资料来源：WIND、平安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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