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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业观点：第一张处方开出，4+7 带量采购进入落地阶段。3 月 18 日，

厦门开出了 4+7 带量采购的第一张处方，厦大附属中山医院开出了恩替卡

韦的 8.68 元/盒（14 片）的价格，降幅超 90%，患者从此可以享受到优质

价廉的中标药品。本周厦门和上海两地均有带量采购处方开出，这意味着

带量采购政策顺利落地，落地时间与之前预期基本一致，后续医药行业政

策预期更加清晰平稳。 

 投资策略：医药行业当前仍具较高性价比。市场对负面预期消化充分，行

业政策推进按部就班，对于政策预期可预见性加强，医药行业的投资性价

比在不断提升。行业配置角度，继续维持我们看好的三大主线：①核医学

领域受益于配置证政策红利，预计 2019 年会是业绩释放年，建议关注东

诚药业、中国同辐；②在带量采购政策背景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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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创业板迫在眉睫，引发市场广

泛关注，具备分拆上科创板条件的上市公司也会取得较高的短期收益，建

议关注北陆药业、安科生物、天士力、复星医药等。 

 行业要闻荟萃：国家医保目录调整专家遴选已经开始；多部委联动，整治

药师、医师“挂证”；国家医保局发布“4+7”监测方案；江西将 20 个品

种纳入重点监控目录。 

 行情回顾：上周医药板块上涨 4.72%，同期沪深 300 指数上涨 2.37%；申

万一级行业所有板块均上涨，医药行业在 28 个行业中排名第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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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疗器

械、医疗服务、医药商业板块均上涨，其中医药商业涨幅最大，上涨 6.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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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张处方开出，4+7 带量采购进入落地阶段。3 月 18 日，厦门开出了 4+7 带量采购的

第一张处方，厦大附属中山医院开出了恩替卡韦的 8.68 元/盒（14 片）的价格，降幅超 90%，患者

从此可以享受到优质价廉的中标药品。本周厦门和上海两地均有带量采购处方开出，这意味着带量

采购政策顺利落地，落地时间与之前预期基本一致，后续医药行业政策预期更加清晰平稳。 

投资策略：医药行业当前仍具较高性价比。市场对负面预期消化充分，行业政策推进按部就班，对

于政策预期可预见性加强，医药行业的投资性价比在不断提升。行业配置角度，继续维持我们看好

的三大主线：①核医学领域受益于配置证政策红利，预计 2019 年会是业绩释放年，建议关注东诚药

业、中国同辐；②在带量采购政策背景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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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创业板迫在眉睫，引发市场广泛关注，具备分拆上科创板条件的上市公司也会取得较

高的短期收益，建议关注北陆药业、安科生物、天士力、复星医药等。 

 

二、 行业要闻荟萃 

2.1 国家医保目录调整专家遴选已经开始  

本周，一份名为《关于请推荐 2019 年国家基本医疗保险药品目录调整遴选专家的函》流出，根据文

件要求，所推荐的专家主要为目前从事临床工作的医药学专家和医疗保险管理、药物经济学等方面

的专家，而在组织专家时，要求应兼顾不同的地区、不同类别、不同所有制、不同级别的医疗及不

同临床专业类别，其中，来自基层医疗机构（二级及以下医疗机构）的专家不得少于推荐专家总数

的 30%。 

点评：专家遴选的开始标志着新版国家医保目录调整已经进入快速车道，本次医保目录调整时隔仅 2

年，较上一次的 8 年大大缩短，体现出医保局对我国用药结构调整的决心很大。根据医保调整注重

临床价值的原则，我们认为《国家基本药物目录（2018 版）》的 11 个未纳入医保的品种、抗癌药中

的 PD-1 单抗等有望准入。 

2.2 多部委联动，整治药师、医师“挂证” 

3 月 19 日，国家药监局官网发布《国家药监局综合司关于开展药品零售企业执业药师“挂证”行为

整治工作的通知》，将开启为期半年的“挂证”行为整治。若发现药店“挂证”，将视情况取消药店

的 GSP 证书；若发现药师“挂证”，将撤销其《执业药师注册证》，在全国执业药师注册管理信息系

统进行记录，并予以公示，在上述不良信息记录撤销前，不能再次注册执业。3 月 21 日，国家卫健

委发布《关于开展医疗乱象专项整治行动的通知》，将联合公安局、市监局、医保局、药监局等 7 个

机构严惩医师挂证行为，开展为期 1 年的医疗乱象专项整治行动。 

点评：今年 3·15 晚会，医师、药师挂证行为被曝光，一时之间在医药圈引发轩然大波，同时也引

起相关部门高度重视。各部门希望通过开展专项整治行动，严厉打击损害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违法

违规行为，整顿和规范医疗秩序，指导医疗机构健康有序发展，探索建立健全医疗机构监管长效机

制，切实保障人民群众健康权益。 

2.3 国家医保局发布“4+7”监测方案 

据悉，国家医保局印发《国家组织药品集中采购和使用试点工作监测方案》，监测内容包括：1、保

障供应（回款）：对生产环节及流通环节设置检测指标；2、确保使用（采购）：监测中选品种及其可

替代品种月度采购额、采购量等；3、确保质量：对药品稳定性、安全性、有效性分别设置指标；4、

空置费用：监测使用中选品种带来的费用节省和用药结构变化情况。4 月 1 日起试运行，5 月 1 日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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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启动对试点地区执行情况的监测情况。 

点评：“4+7”集中采购目前已在各地陆续落地，如何保障执行时各方关注的焦点。本次医保局印发

的监测方案拟从供应、使用、质量、费用等多个角度对带量采购实施情况进行全面的监测。其中值

得注意的是仿制药替代情况被列入监控范围，以防止通过集采目录外的同类药品对目录品种的替代。 

2.4 江西将 20 个品种纳入重点监控目录 

江西省卫健委发布通知，根据全省医疗机构 2018 年 7-12 月非基药药品采购金额和规范使用情况，

对省级重点药品监控目录进行动态调整。首批省级重点药品监控目录涉及 20 个药品，均为粉针、注

射剂，中药注射剂较少。此次被纳入监控目录的是，哌拉西林他唑巴坦、人血白蛋白、单唾液酸四

己糖神经节苷脂、头孢米诺、拉氧头孢、紫杉醇脂质体、兰索拉唑、泮托拉唑等 20 个在医院的销量

名列前茅的品种。 

点评：2018 年 12 月，国家卫生健康委发布《关于做好辅助用药临床应用管理有关工作的通知》，目

前国家版辅助用药目录预计在制定过程中。辅助用药监控是国家医保控费的重要手段之一，目前包

括在江西在内的多个省市都已出台相关目录，主要为临床用量大、临床效果不突出的大品种。我们

认为限制辅助用药将为创新药等临床效果突出的品种腾出医保空间，促进创新药、高品质仿制药的

发展。 

三、 行情回顾 

上周医药板块上涨 4.72%，同期沪深 300 指数上涨 2.37%；申万一级行业所有板块均上涨，医药行

业在 28 个行业中排名第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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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疗器械、医疗服务、医药商业板块均上涨，其中医药商业涨幅最大，上涨 6.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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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 日，医药板块估值为 32.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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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3.9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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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医药板块各子行业 2016 年初以来市场表现 图表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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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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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0788.SZ 北大医药 41.74 1 000150.SZ 宜华健康 -14.20 

2 300171.SZ 东富龙 41.46 2 300016.SZ 北陆药业 -8.92 

3 000503.SZ 海虹控股 37.28 3 300158.SZ 振东制药 -8.03 

4 603896.SH 寿仙谷 30.38 4 603079.SH 圣达生物 -5.37 

5 600422.SH 昆药集团 30.17 5 002411.SZ 必康股份 -4.78 

6 000590.SZ 启迪古汉 29.42 6 600613.SH 神奇制药 -3.77 

7 002118.SZ 紫鑫药业 24.56 7 603883.SH 老百姓 -3.34 

8 600867.SH 通化东宝 23.77 8 002727.SZ 一心堂 -2.74 

9 300238.SZ 冠昊生物 23.62 9 603222.SH 济民制药 -2.71 

10 603387.SH 基蛋生物 23.58 10 600721.SH 百花村 -2.62 

11 002370.SZ 亚太药业 22.40 11 002001.SZ 新和成 -2.45 

12 000915.SZ 山大华特 22.10 12 603520.SH 司太立 -2.28 

13 603716.SH 塞力斯 21.25 13 300584.SZ 海辰药业 -2.16 

14 601607.SH 上海医药 20.67 14 600763.SH 通策医疗 -2.14 

15 002198.SZ 嘉应制药 20.54 15 002007.SZ 华兰生物 -2.04 

资料来源：WIND、平安证券研究所 

 

-100%

-80%

-60%

-40%

-20%

0%

20%

40%

60%

生物医药 化学原料药 化学制剂
中药 生物制品 医药商业
医疗器械 医疗服务

6.74%

5.66%

5.48%

4.93%

4.72%

4.28%

3.19%

2.65%

2.37%

0% 2% 4% 6% 8%

医药商业

医疗服务

中药

生物制品

医药生物

化学制剂

医疗器械

化学原料药

沪深300



 

 

平安证券综合研究所投资评级： 

股票投资评级: 

强烈推荐 （预计 6 个月内，股价表现强于沪深 300 指数 20%以上） 

推    荐 （预计 6 个月内，股价表现强于沪深 300 指数 10%至 20%之间） 

中    性 （预计 6 个月内，股价表现相对沪深 300 指数在±10%之间） 

回    避 （预计 6 个月内，股价表现弱于沪深 300 指数 10%以上） 

行业投资评级: 

强于大市 （预计 6 个月内，行业指数表现强于沪深 300 指数 5%以上） 

中    性 （预计 6 个月内，行业指数表现相对沪深 300 指数在±5%之间） 

弱于大市 （预计 6 个月内，行业指数表现弱于沪深 300 指数 5%以上） 

公司声明及风险提示： 

负责撰写此报告的分析师（一人或多人）就本研究报告确认：本人具有中国证券业协会授予的证券投资咨询执业资格。 

平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具备证券投资咨询业务资格。本公司研究报告是针对与公司签署服务协议的签约客户的专属研

究产品，为该类客户进行投资决策时提供辅助和参考，双方对权利与义务均有严格约定。本公司研究报告仅提供给上

述特定客户，并不面向公众发布。未经书面授权刊载或者转发的，本公司将采取维权措施追究其侵权责任。 

证券市场是一个风险无时不在的市场。您在进行证券交易时存在赢利的可能，也存在亏损的风险。请您务必对此有清

醒的认识，认真考虑是否进行证券交易。 

市场有风险，投资需谨慎。 

免责条款： 

此报告旨为发给平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平安证券”）的特定客户及其他专业人士。未经平安证券事先书面

明文批准，不得更改或以任何方式传送、复印或派发此报告的材料、内容及其复印本予任何其他人。 

此报告所载资料的来源及观点的出处皆被平安证券认为可靠，但平安证券不能担保其准确性或完整性，报告中的信息

或所表达观点不构成所述证券买卖的出价或询价，报告内容仅供参考。平安证券不对因使用此报告的材料而引致的损

失而负上任何责任，除非法律法规有明确规定。客户并不能仅依靠此报告而取代行使独立判断。 

平安证券可发出其它与本报告所载资料不一致及有不同结论的报告。本报告及该等报告反映编写分析员的不同设想、

见解及分析方法。报告所载资料、意见及推测仅反映分析员于发出此报告日期当日的判断，可随时更改。此报告所指

的证券价格、价值及收入可跌可升。为免生疑问，此报告所载观点并不代表平安证券的立场。 

平安证券在法律许可的情况下可能参与此报告所提及的发行商的投资银行业务或投资其发行的证券。 

平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19 版权所有。保留一切权利。 

 

平安证券综合研究所 电话：4008866338 
 
深圳 上海 北京 

深圳市福田区益田路 5033 号平安金

融中心 62 楼 

邮编：518033 

上海市陆家嘴环路 1333 号平安金融

大厦 25 楼 

邮编：200120 

传真：（021）33830395 

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甲 9号金融街

中心北楼 15 层 

邮编：10003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