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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业观点：近期行业政策密集出台，核心在提高医保资金使用效率。近期，

行业政策延续密集落地趋势，本周卫健委又陆续发布《医疗机构医用耗材

管理办法（试行）》和《关于第一批鼓励仿制药品目录建议清单的公示》，

主要围绕医用耗材管理以及加快仿制药进口替代两个方面。从政策逻辑角

度判断，近期一系列行业政策均是围绕提高医保资金使用效率来展开，比

如耗材集采挤出价格水分，以及加速采用更具性价比的国产仿制药替代高

价原研药的使用。 

 投资策略：短期建议紧抓政策免疫细分领域龙头。虽说市场对政策的快速

推进有所预期，但短期内政策对市场情绪的影响仍应引起重视，因此整体

而言，当前医药行业投资仍应首先关注安全性。行业配置角度，建议紧抓

政策免疫的细分领域龙头：1）影像诊断产业链，包括影像设备、示踪药

物、影像服务产业，其中核医学受政策红利放量，建议关注东诚药业，以

及碘造影剂原料龙头司太立；2）口腔医疗及相关耗材受益于消费升级，

建议关注通策医疗、正海生物；3）科创板推出，微芯生物成为第一支登

陆科创板的医药企业，建议关注创新储备丰富，或具备分拆上科创板条件

的企业，如科伦药业、海辰药业、复星医药、北陆药业、丽珠集团等。 

 行业要闻荟萃：卫健委发布耗材管理办法；卫健委发文：基层医院设备配

置标准出炉；第一批鼓励仿制药品目录建议清单发布；国家卫健委：辅助

用药目录近期公布。 

 行情回顾：上周医药板块上涨 5.00%，同期沪深 300 指数上涨 4.90%；申

万一级行业中 27 个板块上涨，1 个板块下跌，医药行业在 28 个行业中排

名第 9 位；医药子行业中，所有板块均上涨，其中涨幅最大的是化学制剂，

上涨 6.50%，涨幅最小的是医疗服务，上涨 2.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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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行业政策密集出台，核心在提高医保资金使用效率。近期，行业政策延续密集落地

趋势，本周卫健委又陆续发布《医疗机构医用耗材管理办法（试行）》和《关于第一批鼓励仿制药品

目录建议清单的公示》，主要围绕医用耗材管理以及加快仿制药进口替代两个方面。从政策逻辑角度

判断，近期一系列行业政策均是围绕提高医保资金使用效率来展开，比如耗材集采挤出价格水分，

以及加速采用更具性价比的国产仿制药替代高价原研药的使用。 

投资策略：短期建议紧抓政策免疫细分领域龙头。虽说市场政策的快速推进有所预期，但短期对市

场情绪的影响仍应引起重视，因此整体而言，当前医药行业投资仍应首先关注安全性。行业配置角

度，建议紧抓政策免疫的细分领域龙头：1）影像诊断产业链，包括影像设备、示踪药物、影像服务

产业，其中核医学受政策红利放量，建议关注东诚药业，以及碘造影剂原料龙头司太立；2）口腔医

疗及相关耗材受益于消费升级，建议关注通策医疗、正海生物；3）科创板推出，微芯生物成为第一

支登陆科创板的医药企业，建议关注创新储备丰富，或具备分拆上科创板条件的企业，如科伦药业、

海辰药业、复星医药、北陆药业、丽珠集团等。 

 

二、 行业要闻荟萃 

2.1 卫健委发布耗材管理办法 

6 月 18 日下午，国家卫健委官网公布了《关于印发医疗机构医用耗材管理办法（试行）的通知》，

对管理对象、管理内容、耗材采购和管理制度等方面做了相关要求。文件明确了医用耗材的定义和

分类，明确对医用耗材的遴选、采购、验收、存储、发放、临床使用、监测、评价等工作进行全流

程管理。 

点评：该文件是医药耗材方面较为全面的管理文件，针对市场所关心的耗材采购问题，文件提出多

项限制措施，包括限定采购目录、限定供应商数量、限定采购部门、采用适当的采购方式等。《深化

医药卫生体制改革 2019 年重点工作任务》中就提出制定医疗器械唯一标识系统规则，我们认为是为

耗材集采做准备，目前市场对耗材领域集采已有较为充足预期。预计耗材集采或从容易统一标准的

高值耗材开始，如心血管介入器械（支架）。 

 

2.2 卫健委发文：基层医院设备配置标准出炉 

6 月 17 日，国家卫健委在其官方微信上发布最新消息《国家卫生健康委办公厅关于印发社区医院基

本标准和医疗质量安全核心制度要点（试行）的通知》。文件指出，社区医院设置应当符合区域医疗

卫生服务体系规划和医疗机构设置规划，在现有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有条件的乡镇卫生院的基础上，

医疗服务能力达到一定水平，加挂社区医院牌子。 

点评：将基层医院划入区域医疗卫生服务体系规划和医疗机构设置规划，将大大提高基层医院的医

疗可靠性和专业性。在科室设置上，文件强调影像诊断、临床检验、消毒供应室等科室可由第三方

机构或者医联体上级医疗机构提供服务。 

 

2.3 第一批鼓励仿制药品目录建议清单发布 

6 月 20 日，国家卫健委发布消息，国家卫健委联合科技部、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药监局、知识产

权局等部门组织专家对国内专利到期和专利即将到期尚没有提出注册申请、临床供应短缺（竞争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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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分）以及企业主动申报的药品进行遴选论证，提出了《第一批鼓励仿制药品目录建议清单》。根据

公示的清单，第一批清单共有 34 个品种纳入。 

点评：2018 年底《关于加快落实仿制药供应保障及使用政策工作方案》就提出，2019 年 6 月底前，

发布第一批鼓励仿制的药品目录，引导企业研发、注册和生产。在鼓励仿制的药品目录发布后，方

案要求及时将目录内重点化学药品、生物药品关键共性技术研究列入国家相关科技计划。此外还要

将“重大仿制药物”列为中央预算内增强制造业核心竞争力和技术改造专项重点支持方向，并制定

相关行动计划。 

 

2.4 国家卫健委：辅助用药目录近期公布 

6 月 18 日，国家卫健委发布了“三级公立医院绩效考核操作热点问答”，在热点问答中，国家卫健

委表示，国家版辅助用药目录拟于近期下发。 

点评：2019 年 5 月 31 日，国家卫健委发布《国家卫生健康委办公厅关于印发国家三级公立医院绩

效考核操作手册（2019 版）的通知》，表示国家相关部门还是会建立统一规定的品目。不到一个月

两次表态，说明国家版辅助用药目录发布已箭在弦上，应重点关注可能会被纳入大品种，如中药注

射液、质子泵抑制剂、维生素类、抗菌药物等。 

 

三、 行情回顾 

上周医药板块上涨 5.00%，同期沪深 300 指数上涨 4.90%；申万一级行业中 27 个板块上涨，1 个板

块下跌，医药行业在 28 个行业中排名第 9 位；医药子行业中，所有板块均上涨，其中涨幅最大的是

化学制剂，上涨 6.50%，涨幅最小的是医疗服务，上涨 2.36%。 

图表 1 医药行业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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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月 21 日，医药板块估值为 3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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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3.71%，接近于历史均值 55.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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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3 医药板块各子行业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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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00422.SH 昆药集团 51.85 1 600518.SH 康美药业 -11.15 

2 002923.SZ 润都股份 50.78 2 300357.SZ 我武生物 -5.24 

3 300573.SZ 兴齐眼药 21.44 3 300725.SZ 药石科技 -4.29 

4 300406.SZ 九强生物 20.62 4 300630.SZ 普利制药 -4.16 

5 603998.SH 方盛制药 18.67 5 002044.SZ 美年健康 -4.04 

6 002107.SZ 沃华医药 18.48 6 002102.SZ 冠福股份 -4.03 

7 300584.SZ 海辰药业 16.32 7 000004.SZ 国农科技 -3.70 

8 300453.SZ 三鑫医疗 15.11 8 603108.SH 润达医疗 -2.86 

9 600572.SH 康恩贝 14.93 9 002411.SZ 必康股份 -1.22 

10 300030.SZ 阳普医疗 14.73 10 300633.SZ 开立医疗 -1.14 

11 300534.SZ 陇神戎发 14.53 11 300723.SZ 一品红 -1.09 

12 600267.SH 海正药业 14.33 12 002412.SZ 汉森制药 -0.08 

13 002019.SZ 亿帆医药 12.78 13 600998.SH 九州通 -0.08 

14 603963.SH 大理药业 12.65 14 300294.SZ 博雅生物 0.00 

15 300171.SZ 东富龙 12.55 15 002680.SZ 长生生物 0.00 

资料来源：WIND、平安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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