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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保控费政策进入常态化运行阶段，短期建

议关注政策免疫板块 

增持（维持） 

 
投资要点 

 周观点：医保控费政策进入常态化运行阶段，短期建议关注政策免疫板
块  

本周生物医药指数受政策影响出现调整，下跌 6.84%，板块表现弱于沪深
300 1.79%的跌幅。截至 6 月 6 日，医药指数市盈率为 29.86，环比上周下
降 2.16 个单位，低于历史均值 11.20 个单位。 

本周国务院办公厅发布《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 2019 年重点工作任务》，
政策基本延续既定的政策框架，和前期政策相比该文件主要新增以下重点
工作任务：1）制定以药品集中采购和使用为突破口进一步深化医改的政
策文件（国务院医改领导小组秘书处负责，2019 年 9 月底前完成）；2）制
定医疗器械唯一标识系统规则；3）制定改进职工医保个人账户政策文件
（国家医保局负责，2019 年 12 月底前完成）；4）制定公立医院薪酬制度
改革的指导性文件（人社部负责，2019 年 12 月底前完成）；5）制定二级
及以下公立医疗机构绩效考核办法（国家卫健委负责，2019 年 11 月底前
完成）；6）制定互联网诊疗收费和医保支付的政策文件（国家医保局负责，
2019 年 9 月底前完成）。 

我们认为，从目前政策推进情况看，带量采购、按病种付费、医生薪酬体
系改革等医保控费措施将在未来几年呈现常态化运行。行业经历两票制、
带量采购等一系列政策推行后，对负面政策的预期逐渐充分，行业进入新
常态的运行模式。随着 2019 年政策的不断落地，我们认为长周期内医药
迎来底部配置的机会，但是考虑到短期的情绪扰动，业绩确定性最高的政
策免疫板块依旧是首选。建议积极关注业绩确定性高的公司，近期我们继
续重点推荐三条主线：1）科创板概念且业绩维持快速增长的 CRO 产业，
建议关注泰格医药（2019 年 44X）。2）政策免疫的医药消费板块，建议关
注非医保的药品&疫苗&医疗服务：美年健康（2019 年 35X）、长春高新
（2019 年 35X）、片仔癀（2019 年 41X）、智飞生物（2019 年 21X）、康泰
生物（2019 年 54X）、我武生物（2019 年 51X）、欧普康视（2019 年 47X）
等。3）渠道库存出清，行业起底回升的血制品板块，关注华兰生物（2019

年 24X）、天坛生物（2019 年 36X）。 

 月度观点：科创板助力，带动医药板块估值回升 

科创板的推出将利好创新药及创新供应商企业，有望带来新的估值体系。
美国 NASDAQ 生物医药指数 NBI 显著跑赢 NASDAQ 综合指数，2014 年
最高超额收益超过 1200%。创新药长期依赖于前期的高额资本投入，美国
市场早期介入投资的机构，后续可以通过纳斯达克退出。然而在中国，A

股的估值体系过度关注业绩使得大批优质的创新药企没有完善的融资体
系。目前中国的医药创新发展迅猛，生物医药园区、生物医药人才、生物
医药 VC/PE 均已经具备数十年的积淀，在多个病种特别是癌症领域的生物
医药技术已经具备国际弯道超车的可能性。目前不管是港股的 Biotech 板
块还是科创板的推出，都将带来新的估值体系，有望分享中国创新药的成
果。 

6 月 5 日上交所召开第一次审议会议对微芯生物、安集微电子、天准科技
等 3 家企业发行上市申请。其中，微芯生物有望成为第一支登陆科创板的
生物医药领域公司。目前微芯生物具有 14 个在研项目储备，其中 8 个为
新分子实体。公司 2018 年收入和利润分别为 1.48 亿元和 3127.62 万元，
收入全部来自于西达苯胺的销售收入。 

 

 风险提示：药品降价幅度继续超预期，医保控费超预期，消费数据下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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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核心观点：医保控费政策进入常态化运行阶段，短期建议关注

政策免疫板块 

1.1.   周观点：医保控费政策进入常态化运行阶段，短期建议关注政策免疫板

块 

本周生物医药指数受政策影响出现调整，下跌 6.84%，板块表现弱于沪深 300 1.79%

的跌幅。截至 6 月 6 日，医药指数市盈率为 29.86，环比上周下降 2.16 个单位，低于历

史均值 11.20 个单位。 

本周国务院办公厅发布《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 2019 年重点工作任务》，政策基本

延续既定的政策框架，和前期政策相比该文件主要新增以下重点工作任务：1）制定以

药品集中采购和使用为突破口进一步深化医改的政策文件（国务院医改领导小组秘书处

负责，2019 年 9 月底前完成）；2）制定医疗器械唯一标识系统规则；3）制定改进职工

医保个人账户政策文件（国家医保局负责，2019 年 12 月底前完成）；4）制定公立医院

薪酬制度改革的指导性文件（人社部负责，2019 年 12 月底前完成）；5）制定二级及以

下公立医疗机构绩效考核办法（国家卫健委负责，2019 年 11 月底前完成）；6）制定互

联网诊疗收费和医保支付的政策文件（国家医保局负责，2019 年 9 月底前完成）。 

我们认为，从目前政策推进情况看，带量采购、按病种付费、医生薪酬体系改革等

医保控费措施将在未来几年呈现常态化运行。行业经历两票制、带量采购等一系列政策

推行后，对负面政策的预期逐渐充分，行业进入新常态的运行模式。随着 2019 年政策

的不断落地，我们认为长周期内医药迎来底部配置的机会，但是考虑到短期的情绪扰动，

业绩确定性最高的政策免疫板块依旧是首选。建议积极关注业绩确定性高的公司，近期

我们继续重点推荐三条主线：1）科创板概念且业绩维持快速增长的 CRO 产业，建议关

注泰格医药（2019 年 44X）。2）政策免疫的医药消费板块，建议关注非医保的药品&疫

苗&医疗服务：美年健康（2019 年 35X）、长春高新（2019 年 35X）、片仔癀（2019 年

41X）、智飞生物（2019 年 21X）、康泰生物（2019 年 54X）、我武生物（2019 年 51X）、

欧普康视（2019 年 47X）等。3）渠道库存出清，行业起底回升的血制品板块，关注华

兰生物（2019 年 24X）、天坛生物（2019 年 36X）。 

1.2.   月度观点：科创板助力，带动医药板块估值回升 

近期，证监会发布《科创板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注册管理办法（试行）》，上交所发布

《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发行上市规则》。科创板细则落地，顶层设计高度前所未

有。细则中对企业在科创板发行上市提出了详细规定。科创板上市将试行注册制，上交

所负责发行上市审核，证监会决定注册准予。 

1）行业范围—优先支持符合国家战略、拥有关键核心技术、科技创新能力突出，

具有较强成长性的企业，重点聚焦新一代信息技术、高端装备、新材料、新能源、节能

环保、生物环保等关键重要领域； 

2）盈利要求：市值指标与收入、现金流、净利润、研发投入等足额，设置五套差

异化上市指标，准许存在未弥补亏损、未盈利的企业上市。 

科创板的推出将利好创新药及创新供应商企业，有望带来新的估值体系。美国

NASDAQ 生物医药指数 NBI 显著跑赢 NASDAQ 综合指数，2014 年最高超额收益超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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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00%。创新药长期依赖于前期的高额资本投入，美国市场早期介入投资的机构，后续

可以通过纳斯达克退出。然而在中国，A 股的估值体系过度关注业绩使得大批优质的创

新药企没有完善的融资体系。目前中国的医药创新发展迅猛，生物医药园区、生物医药

人才、生物医药 VC/PE 均已经具备数十年的积淀，在多个病种特别是癌症领域的生物

医药技术已经具备国际弯道超车的可能性。目前不管是港股的 Biotech 板块还是科创板

的推出，都将带来新的估值体系，有望分享中国创新药的成果。 

6 月 5 日上交所召开第一次审议会议对微芯生物、安集微电子、天准科技等 3 家企

业发行上市申请。其中，微芯生物有望成为第一支登陆科创板的生物医药领域公司。目

前微芯生物具有 14 个在研项目储备，其中 8 个为新分子实体。公司 2018 年收入和利润

分别为 1.48 亿元和 3127.62 万元，收入全部来自于西达苯胺的销售收入。 

1.3.   重点推荐组合：一季报业绩强劲增长的细分行业龙头 

（1）创新药热潮助飞 CRO 龙头，业绩爆发式增长的临床试验龙头：泰格医药。 

（2）医保免疫板块，受益于消费升级的估值增速匹配细分龙头：长春高新、欧普

康视、我武生物、葵花药业、片仔癀、美年健康。 

（3）疫苗行业受益大品种产品上市以及需求旺盛，其中 HPV 疫苗存量空间广阔，

处于高速增长期：智飞生物。 

（4）顺应 ivd 行业发展趋势，技术布局全国领先的化学发光龙头：安图生物。 

（5）大输液及原料药盈利向好，创新药逐渐兑现成果的个股：科伦药业。 

表 1：月度组合 

证券简称 
本周涨

跌幅 

年初至今

涨跌幅 

市值 

（亿元） 

净利润

（2018） 

净利润增速

（2019E） 
PE(2019E） PE(2020E） 

泰格医药 -10.75% 38.9% 297 4.76 43.0% 43.6 32.7 

我武生物 -6.61% 40.4% 150 2.33 27.4% 50.6 38.2 

长春高新 -7.35% 67.7% 498 10.06 41.8% 34.9 27.1 

智飞生物 -7.14% -3.4% 599 14.51 94.1% 21.3 17.3 

片仔癀 -4.47% 18.5% 620 11.43 30.8% 41.4 31.9 

安图生物 -9.63% 22.2% 248 5.62 32.5% 33.3 26.4 

科伦药业 -11.74% 28.9% 381 12.13 31.7% 23.8 19.4 

葵花药业 -4.44% 4.7% 85 5.63 20.3% 12.6 10.2 

欧普康视 -3.56% 57.7% 137 2.16 35.1% 46.8 34.9 

美年健康 -3.82% -14.0% 401 8.21 41.7% 34.5 25.2 

数据来源：wind，东吴证券研究所 

2.   行情回顾： 本周生物医药指数受政策影响出现调整，下跌

6.84%，板块表现弱于沪深 300 1.79%的跌幅 

2.1.   医药指数涨幅：本周生物医药指数大幅调整，下跌 6.84%，板块表现弱

于沪深 300 1.79%的跌幅。 

本周生物医药指数下跌 6.84%，板块表现弱于沪深 300 1.79%的跌幅。截至本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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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药指数 2019 年至今表现略差于沪深 300 的 18.40%的涨幅，累计涨幅为 11.03%。2019

年至今，在经历了一月份延续 2018 年底的调整之后，2 月春节前后开始快速反弹，目前

形成底部稳定波动后的反弹趋势。我们判断随着政策的逐渐出清，2019 年 Q1 医药指数

有望走出向上趋势，直至 4 月中旬医药指数随沪深 300 指数下行调整。我们重点推荐布

局业绩突出的民营医疗服务、OTC 品牌药、创新药以及自主消费升级等细分板块和相关

主题标的。 

图 1：医药行业 2019 年初以来市场表现 

 

数据来源：wind，东吴证券研究所 

2.2.   医药市盈率追踪：医药指数市盈率为 29.86，低于历史均值 11.20 个单位 

截至 6 月 6 日，医药指数市盈率为 29.86，环比上周下降 2.16 个单位，低于历史均

值 11.20 个单位；沪深 300 指数市盈率为 11.60，医药指数的估值溢价率为 157.4%，环

比下降 15.1%，低于历史均值 32.9 个百分点。 

图 2：2017 年 7 月至今期医药板块绝对估值水平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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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wind，东吴证券研究所 

2.3.   医药子板块追踪：本周医疗服务子板块跌幅 5.44%居各板块榜首 

本周生物医药指数下跌 6.84%，板块表现弱于沪深 300 的 1.79%的跌幅；子板块中，

表现最佳的医疗服务子板块跌幅为 5.44%，最弱势的生物制品子板块跌幅 7.73%。2019

年至今，表现最佳的子板块为化学制药，涨幅为 19.43%，优于医药指数 11.03%的涨幅，

好于沪深 300 指数 18.40%的涨幅。 

表 2：子版块表现 

行业代码代码 行业 周涨跌幅 年初至今 

000300.SH 沪深 300 -1.79  18.40  

801156.SI 医疗服务 -5.44  17.35  

851511.SI 原料药 -5.70  16.06  

801153.SI 医疗器械 -6.63  13.11  

801151.SI 化学制药 -6.76  19.43  

801150.SI 生物医药 -6.84  11.03  

801154.SI 医药商业 -6.88  4.84  

801155.SI 中药 -6.96  -0.24  

801152.SI 生物制品 -7.73  11.36  

数据来源：wind，东吴证券研究所 

图 3：医药板块估值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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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wind，东吴证券研究所 

2.4.   个股表现 

表 3：周涨跌幅前十         

公司 涨跌幅 事件 公司 涨跌幅 事件 

奇正藏药 7.1% 
 

冠昊生物 -28.0% 
 

圣达生物 3.6% 
 

ST 康美 -22.7% 
 

花园生物 3.2% 
 

诚益通 -21.5% 
 

中牧股份 2.1% 
 

交大昂立 -20.9% 
 

济民制药 1.7% 
 

仁和药业 -17.9% 
 

安科生物 1.6% 

 

天康生物 -17.9% 

 中元股份 1.1% 

 

辅仁药业 -17.7% 

 普利制药 0.9% 

 

誉衡药业 -17.5% 

 迈克生物 0.7% 

 

瑞普生物 -16.7% 

 黄山胶囊 0.7%   ST 银河 -16.6%   

数据来源：Wind，东吴证券研究所 

表 4：2019 年初至今涨跌幅前十 

公司 涨跌幅 事件 公司 涨跌幅 事件 

兴齐眼药 193.9% 
 

ST 康美 -63.0% 
 

济民制药 171.6% 

 

*ST 华业 -61.8% 
 

龙津药业 115.4% 
 

*ST 长生 -61.7% 

 博济医药 115.4% 
 

宜华健康 -48.9% 

 冠昊生物 107.4% 
 

ST 银河 -48.2% 
 

天康生物 93.6% 

 

*ST 荣联 -36.6% 

 维力医疗 85.9% 

 

*ST 天圣 -35.2% 

 复旦复华 80.8% 

 

天目药业 -28.4% 

 福安药业 80.7% 

 

新日恒力 -25.1% 

 圣达生物 75.9%   广誉远 -22.5%   

数据来源：Wind，东吴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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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港股医药指数跟踪：恒生医疗保健指数下跌 6.25%，弱于恒生指数 0.29%

的涨幅。 

本周恒生医疗保健指数表现弱于恒生指数。本周恒生医疗保健指数下跌 6.25%，弱

于恒生指数 0.29%的涨幅；其中普华和顺以 2.70%的涨幅位居周涨幅榜首位，而微创医

疗厂以-15.50%的跌幅排在末尾，表现最差。 

图 4：恒生医疗保健指数 

 

数据来源：wind，东吴证券研究所 

 

表 5：恒生医药涨跌榜 

公司 涨跌幅 公司 涨跌幅 

普华和顺 2.70% 微创医疗 -15.50% 

神威药业 1.07% 中国生物制药 -12.77% 

威高股份 0.44% 石药集团 -8.86% 

和美医疗 0.00% 先健科技 -8.07% 

和美医疗 0.00% 复星医药 -7.38% 

数据来源：wind，东吴证券研究所 

3.   政策动态：国务院办公厅发布《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 2019

年重点工作任务》  

3.1.   6 月 4 日国务院办公厅发布《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 2019 年重点工作任

务》 

6 月 4 日，国务院办公厅发布《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 2019 年重点工作任务》，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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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要出大政策。共 36 项，其中有几项与近期重大政策相关。 

1）.制定关于实施健康中国行动的意见、健康中国行动（2019—2030 年）、健康中

国行动组织实施和考核方案。（国家卫生健康委负责，2019 年 6 月底前完成）。 

2）制定促进社会办医持续健康规范发展的政策文件。（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发展

改革委共同负责，2019 年 6 月底前完成）。 

3）发布鼓励仿制的药品目录。（国家卫生健康委负责，2019 年 6 月底前完成）。 

4）制定进一步规范医用耗材使用的政策文件。（国家卫生健康委负责，2019 年 8

月底前完成。 

5）制定以药品集中采购和使用为突破口进一步深化医改的政策文件。（国务院医改

领导小组秘书处负责，2019 年 9 月底前完成）。 

6）制定医疗机构用药管理办法。（国家卫生健康委负责，2019 年 9 月底前完成）。 

10）制定二级及以下公立医疗机构绩效考核办法。（国家卫生健康委负责，2019 年

11 月底前完成）。 

13）制定公立医院薪酬制度改革的指导性文件。（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负责，2019

年 12 月底前完成）。 

二、推动落实的重点工作 

20）扎实推进国家组织药品集中采购和使用试点，加强对中标药品质量、试点地区

公立医疗机构优先使用和药款结算、中标药品及原料药生产的监测，做好保证使用、确

保质量、稳定供应、及时回款等工作。开展试点评估，认真总结试点经验，及时全面推

开。（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医保局、国家药监局分别负责，分别负

责为各部门按职责分别牵头，下同）。 

22）持续深化公立医院综合改革，继续开展示范和效果评价工作。在部分医院推进

建立健全现代医院管理制度试点。（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发展改革委、教育部、财政

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国家医保局、国家中医药局负责）完善公立医院政府投入政

策。根据公立医院综合改革评价结果等因素分配中央财政相关补助资金。（财政部、国

家卫生健康委、国家中医药局负责）。 

25）完善短缺药品监测预警机制，对临床必需、易短缺、替代性差等药品，采取强

化储备、统一采购、定点生产等方式保障供应。总结评估地方体现药事服务价值的探索

和做法。（国家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医保局、国家中

医药局分别负责，国家药监局等参与）。 

26）巩固完善国家基本药物制度，以省为单位明确各级各类公立医疗机构基本药物

使用比例，建立优先使用激励和约束机制。（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医保局等负责）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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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医保药品目录动态调整机制，将基本药物目录内符合条件的治疗性药品按程序优先纳

入医保目录范围。把高血压、糖尿病等门诊用药纳入医保报销。（国家医保局负责）。 

27）加快推进医保支付方式改革，开展按疾病诊断相关分组付费试点，继续推进按

病种为主的多元复合式医保支付方式改革。扩大长期护理保险制度试点。（国家医保局、

财政部、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中医药局等负责）加快发展商业健康保险，完善商业健

康保险监管制度。（银保监会负责）抓紧落实和完善跨省异地就医直接结算政策，尽快

使异地就医患者在所有定点医院能持卡看病、即时结算，切实便利流动人口和随迁老人。

（国家医保局、财政部负责）。 

【点评】 

2019 年深化医改重点工作任务基本延续既定的政策框架，和前期政策相比该文件主

要新增以下重点工作任务：1）制定以药品集中采购和使用为突破口进一步深化医改的

政策文件（国务院医改领导小组秘书处负责，2019 年 9 月底前完成）；2）制定医疗器

械唯一标识系统规则；3）制定改进职工医保个人账户政策文件（国家医保局负责，2019

年 12 月底前完成）；4）制定公立医院薪酬制度改革的指导性文件（人社部负责，2019

年 12 月底前完成）；5）制定二级及以下公立医疗机构绩效考核办法（国家卫健委负责，

2019 年 11 月底前完成）；6）制定互联网诊疗收费和医保支付的政策文件（国家医保局

负责，2019 年 9 月底前完成）。 

药品方面，强调药品集中采购的重要性，计划 6 月底发布鼓励仿制的药品目录。新

增重点工作主要是制定以药品集中采购和使用为突破口进一步深化医改的政策文件，再

次强调药品集中采购的重要性，预计与 4+7 药品带量采购试点相结合共同推进医疗医保

医药联动改革，同时体现了国家对于推进药品集中采购的决心。另外，鼓励仿制的药品

目录预计于 6 月底前发布，用于引导企业研发、注册和生产。预计 2020 年起每年年底

前常态发布该药品目录。 

医用耗材方面，制定医疗器械唯一标识系统规则，开展高值医用耗材治理。在医用

耗材方面，新增重点工作主要是制定进一步规范医用耗材使用的政策文件；制定医疗器

械唯一标识系统规则，逐步统一全国医保高值医用耗材分类与编码；对单价和资源消耗

占比相对较高的高值医用耗材开展重点治理；改革完善医用耗材采购政策。 

医保支付方面，制定改进职工医保个人账户政策文件，深化医保支付方式改革。在

医保支付方面，新增重点工作主要是制定改进职工医保个人账户政策文件，预计于 12

月底前完成。前期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已提出“改进个人账户，开展门诊费用统筹”的决

策部署，预计推动从个人账户保障向门诊共济保障转型，提升个人账户的使用效率，深

化医保支付方式改革。 

4.   国际动态：诺和诺德口服版 semaglutide 降糖疗效优于礼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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磅 SGLT2 抑制剂 Jardiance 

4.1.   2 型糖尿病新药，诺和诺德口服版 semaglutide 降糖疗效优于礼来重磅

SGLT2 抑制剂 Jardiance 

诺和诺德（Novo Nordisk）近日在美国糖尿病协会（ADA）第 79 届科学会议上公

布了口服版 semaglutide（索马鲁肽）治疗 2 型糖尿病的 IIIa 期临床研究 PIONEER 2 的

数据。目前，口服版 semaglutide 治疗 2 型糖尿病的监管申请在美国和欧盟已进入审查。 

结果显示：当采用主要统计方法时，14mg 剂量口服 semaglutide 组与 25mg 剂量

Jardiance 组相比在治疗第 26 周主要终点 HbA1c 方面表现出统计学意义的显著优越性

（HbA1c 相对基线降低：1.3% vs 0.9%，p＜0.0001）、在第 52 周次要终点 HbA1c 方面

也表现出统计学意义的显著降低。此外，在降低体重方面，口服 semaglutide 与 Jardiance

相比在第 26 周和第 52 周均无统计学差异（semaglutide 组均降低 3.8 公斤，Jardiance 组

分别降低 3.7 公斤和 3.6 公斤）。 

4.2.   卵巢癌新药！阿斯利康 Lynparza(利普卓)治疗复发性种系 BRCA 突变晚

期卵巢癌总缓解率达 72% 

阿斯利康（AstraZeneca）与合作伙伴默沙东（Merck & Co）近日公布了靶向抗癌药

Lynparza（中文品牌名：利普卓，通用名：olaparib，奥拉帕尼片）卵巢癌 III 期临床研

究 SOLO3 的全部结果。值得一提的是，该研究是 Lynparza 横跨多线治疗晚期卵巢癌取

得阳性结果的第 4 个 II/III 期研究。Lynparza 是首个也是唯一一个被证实在已接受二线

或多线化疗的复发性 BRCA 突变晚期卵巢癌中疗效显著高于化疗的 PARP 抑制剂。 

结果显示，与化疗组相比，Lynparza 治疗组在客观缓解率（ORR）具有统计学意义

和临床意义的改善（72.2% vs 51.4% [95%CI:1.40-4.58]，p=0.002）。此外，该研究还达到

了无进展生存期（PFS）的关键次要终点：与化疗组相比，Lynparza 治疗组疾病无进展

生存时间具有统计学意义和临床意义的改善（中位 PFS：13.4 个月 vs 9.2 个月[HR=0.62]，

p=0.013]）。该研究中，Lynparza 的安全性和耐受性与之前的研究一致。 

4.3.   黑色素瘤“靶向+免疫”治疗！诺华三药方案一线治疗 BRAF 突变黑色

素瘤总缓解率达 78% 

诺华（Novartis）近日在芝加哥举行的 2019 年美国临床肿瘤学会（ASCO）年会上

公布了黑色素瘤“靶向+免疫”治疗的关键性 III 期研究 COMBI-i（NCT02967692）的强

劲疗效结果。 

来自安全导入队列（第一部分）和生物标志物队列（第二部分）的 36 例入组患者

结果显示，客观缓解率为 78%（n=28）、完全缓解率为 42%（n=15）。所有患者至少出

现一次不良事件，28 例出现 3 级以上不良事件，6 例出现不良事件导致三种研究药物全

部停药。最常见的不良事件（≥20%）包括发热、咳嗽、关节痛、皮疹、寒战和疲劳。

一例患者因心脏停搏而死亡，这与研究药物无关。 

4.4.   肾移植新药！诺华公布首份组织学数据，显示抗 CD40 单抗 iscalimab 可

能延长移植肾脏的存活 

诺华（Novartis）近日公布了肾脏移植方面新的早期组织学数据，表明实验性化合

物 iscalimab（CFZ533）可能能够延长移植肾脏的持久性、并可能改善肾移植患者的长

期预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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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美国移植大会（ATC）上公布的数据检验了采用 iscalimab 进行无钙调磷酸酶

（calcineurin-free）治疗是否能保持已移植的肾脏移植物的质量。在这项分析中，iscalimab

显示慢性移植物损伤指数（CADI）评分较他克莫司（tacrolimus，当前的护理标准）更

低。在 iscalimab 治疗的 5 例患者中，有 3 例（60%）观察到正常的肾脏组织学，而他克

莫司组 7 例患者中无一例观察到。低 CADI 评分与改善的长期预后相关。这些发现，尽

管来自于少数患者中，但将在一项正在进行的 IIb 期试验中进行验证（Cirrus I，

NCT0366335）。（注：他克莫司是一种钙调磷酸酶抑制剂，也是肾移植患者和部分肾

脏疾病患者常用的免疫抑制剂。 

4.5.   泽布替尼将成为中国首个向 FDA 递交上市申请的新分子实体 

百济神州两款重磅产品泽布替尼和替雷利珠单抗将迎来多个里程碑，其中，BTK 抑

制剂泽布替尼 (赞布替尼，BGB-3111) 将获批用于 r/r-慢性淋巴细胞白血病/小淋巴细胞

淋巴瘤以及 r/r 套细胞淋巴瘤，预计获批时间是 2019 年第 3 季度。 

泽布替尼是中国新一代创新药的典型代表，FDA 授予其快速通道资格和突破性疗法，

2019 年年底或 2020 年初，泽布替尼将向 FDA 递交 NDA，药物将会成为中国首个美国

递交上市申请的 NCE。目前，药物临床开发顺利，开发进展备受关注。 

4.6.   罗氏重磅新药达到 3 期主要终点 可将流感风险降至 2% 

罗氏宣布其重磅流感新药 Xofluza（baloxavir marboxil）在一项 3 期临床试验中抵达

了主要临床终点——在家人患有流感的情况下，这款重磅药物能将健康受试者的流感风

险降低到 1.9%！ 

Xofluza 于去年获批，是 20 年来首款具有全新作用机制的抗流感药物。具体来看，

它能够抑制流感病毒中的 cap-依赖型核酸内切酶（cap-dependent endonuclease），起到

抑制病毒复制的作用。与传统药物相比，它能够在更早阶段靶向病毒的复制周期。从疗

效上看，它有望一次使用，长期生效。 

4.7.   拜耳与 Arvinas 达成蛋白降解疗法研发合作 

拜耳（Bayer）公司与专注打造蛋白降解疗法的 Arvinas 宣布达成合作协议。拜耳公

司将利用 Arvinas 的 PROTAC 蛋白降解技术，打造全新的人类疗法，用于心血管疾病、

肿瘤疾病、以及妇科疾病的治疗。此外，拜耳也计划将这项技术用于农业领域。目前，

这项合作的先期付款超过了 1.1 亿美元。 

Arvinas 是一家专注 PROTAC 蛋白降解技术的新锐公司。简单来讲，这种技术使用

的是小分子药物。它的一头能靶向目标蛋白，另一头能让 E3 连接酶与目标蛋白接触，

促进它降解。通过这种方法，研究人员们能成功降解特定的蛋白质。 

5.   风险提示 

药品降价幅度继续超预期，消费数据下滑。 

6.   上市公司重要公告 



 

14 / 15 

 

 

 
 

 

东吴证券研究所 
请务必阅读正文之后的免责声明部分 

[Table_Yemei] 行业跟踪周报 
 

 

表 6：上市公司股东大会召开情况 

日期 公司名称 地址 

6/12/2019 同仁堂 北京市东城区东兴隆街 52号公司会议室 

6/14/2019 延安必康 陕西省西安市雁塔区锦业一路 6号永利国际金融中心 39楼会议室 

6/14/2019 同济堂 新疆乌鲁木齐经济技术开发区上海路 130号新疆同济堂健康产业股份有限公司会议室 

6/14/2019 哈药股份 公司 5楼 2号会议室 

数据来源：Wind、东吴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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