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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2018年6月长生生物疫苗事件爆发，疫苗行业批签发出现下滑 ：2018年上半年，随着“山东疫

苗事件”不良影响的褪去及重磅新品种的相继上市，疫苗行业进入春天，整体批签发同比出现增

长。但随着年中长生生物疫苗事件的爆发，行业受到较大的不良影响，整体批签发急转直下，出

现同比下滑。 

我们认为疫苗行业目前迎来如下机遇： 

1. 由于疫苗事件的爆发，批签发进度有所放缓且行业内一些企业在制定今年生产目标时较为保守。基于

此原因，疫苗行业整体批签发数量下滑较为明显。根据我们草根调研，发现终端市场很多疫苗产品出

现供不应求现象。未来《疫苗法》的出台将使得批签发更加有法可依，进度有望加快。而疫苗企业产

能的提高亦为下半年的市场带来增量，考虑去年下半年疫苗行业销售的低基数，今年下半年疫苗行业

有望实现高增长。 

2. 随着监管的趋严和政策导向，我们认为疫苗行业的市场集中度有望进一步提升。除北京所、上海所、

武汉所等国企承担一类苗的生产及基础研究外，疫苗行业的民企或将留存不超过6家。因此我们认为，

产品较为丰富、有独特产品或重磅产品、有渠道优势的疫苗企业将从中获益。 

3. 重磅产品的相继放量和上市为疫苗中期增长奠定基础。目前我国市场2017年和2018年相继上市的4价

HPV和9价HPV疫苗仍在快速放量期；EV71疫苗仍有望实现快速增长；未来即将上市的13价肺炎球菌

多糖结合疫苗有望快速放量。这些产品的上市放量，将促使我国疫苗行业进入发展的黄金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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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疫苗整体批签发量出现下滑，行业迎来市场
集中度提升的关键时期 



一、疫苗情况总括：批签发量下降，不良影响退却后整体将增速提升 

数据来源：中检所，东吴证券研究所 

2018年6月长生生物疫苗事件爆发，疫苗行业批签发出现下滑 。2018年上半年，随着“山东疫苗事件”不良

影响的褪去及重磅新品种的相继上市，疫苗行业进入春天，整体批签发同比出现增长。但随着年中长生生物疫

苗事件的爆发，行业受到较大的不良影响，整体批签发急转直下，出现同比下滑。 

我们认为2019年疫苗行业批签发量将在需求的驱动下恢复上升： 

 随着不良事件影响的消退，消费者对疫苗的信任度已经恢复，终端市场疫苗产品供不应求明显； 

 目前批签发进度仍然较慢，我们认为随着未来《疫苗法》的出台，疫苗的研发、生产、批签发、销售

将有更明确的法律依据，批签发进度有望加快； 

 HPV疫苗、流感疫苗等重磅疫苗品种持续推广，产量及采购量大幅度提升，有望在2019年提振疫苗行

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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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优质新品疫苗相继放量，行业事件影响中仍
实现快速增长 



2.1、HPV疫苗行业前景广阔：9价疫苗2019年将进入爆发期 

数据来源：中检所，东吴证券研究所 

 九价人乳头瘤病毒疫苗需求量大，2019年将实现快速增长： 

 9价HPV疫苗需求量大，我们认为2019年将进入爆发期：该产品自2018年获批之后，由于需求较大，市场供不应求明显。

根据草根调研，我们发现目前终端市场缺货严重。截至目前，2019年共实现批签发117.94万支，与2018年全年的批签发数

量相差无几，我们认为9价今年将实现快速增长。 

目前9价HPV疫苗占所有HPV疫苗的市场比重为26%，提升空间广阔：相较于去年17%的市占率，9价HPV以较快的速度

占据我国HPV市场。根据智飞生物与默沙东签订的采购协议，我们认为2019年9价HPV的批签发数量有望实现大幅度提升。

根据采购协议，2019年公司将采购HPV疫苗产品共55.07亿元。若HPV疫苗毛利率达到45%，则公司2019年HPV的销售收

入将达百亿。若其中450万支为4价HPV疫苗（中标价格798元/支），则9价HPV疫苗（中标价格1298元/支）的销售量约为

500万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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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HPV疫苗行业前景广阔：4价HPV疫苗与9价苗形成互补，潜在
空间广阔 

数据来源：中检所，东吴证券研究所 

 4价HPV疫苗适应接种人群与9价形成互补，成长空间依然广阔： 

  4价HPV与9价HPV疫苗的受众人群不同，4价HPV主要针对20-25岁的女性，9价则主要瞄准16-25岁女性市场。获批适应人群

年龄重合度较低，叠加9价HPV疫苗供不应求明显，因此4价HPV疫苗市场前景仍然广阔。  

智飞生物与默沙东新签订的采购协议，2019年批签发量有望达到450万支：在2017年11月4价HPV疫苗获批进入我国市场后实

现快速增长，2018年我国4价HPV批签发量为380.0万，同比增长992.0%。截止目前其批签发数量为308万支，2019年全年有望

超过450万支，仍然维持较高的增速。 

 2价HPV疫苗竞争压力加剧：随着4价和9价HPV疫苗的获批，2价HPV疫苗行业竞争显著加剧。2018年我国批签

发数量为211.2万，同比增长90.8%，截止目前2019年批签发33万支，二季度及7月均未见批签发，下滑明显。我

们认为随着4价和9价批签发的相继放量，双价HPV疫苗的市场份额将被继续压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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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13价肺炎球菌多糖结合疫苗市场空间广阔，国产产品上市可期 

数据来源：中检所，药智网，Wind，东吴证券研究所 

 13价肺炎球菌多糖结合疫苗供不应求，市场空间广阔，未来有望

保持快速增长。 

 辉瑞13价肺炎球菌疫苗2016年底在国内上市，推荐接种程序为2、4、

6个月进行3次基础免疫，在大约第12-15个月进行1次加强免疫，总

共需要4次接种。该疫苗在2018年及2019年分别实现批签发385和217

万支，我们认为今年将实现快速增长。 

 国内企业13价肺炎球菌多糖结合疫苗研发进入结果期，有望在

2020年带来惊喜。 

  目前我国上市的此类疫苗均来自于辉瑞，但国产产品已经进入临床

的最后阶段，有望快速进入市场，填补空缺。沃森生物的 13 价肺炎

球菌结合疫苗处于现场核查阶段，预计2019年下半年获批；康泰生

物旗下民海生物的 13 价肺炎球菌结合疫苗准备申报上市。 

 如表内测算，我们认为13价肺炎球菌疫苗的市场空间在200亿以上，

市场广阔。随着国内产品相继上市，将带动疫苗行业快速增长。 

 

表：国内13价肺炎疫苗研发进展 

药品名称 企业名称 办理状态 最新进展 

13价肺炎球菌结
合疫苗 

武汉博沃生物 在审评审批中   

13价肺炎球菌多
糖结合疫苗 

玉溪沃森生物 在审评审批中 
优先审评，预计

2019年下半年获批 

13价肺炎球菌结
合疫苗(多价结

合体) 

成都安特金生
物 

制证完毕－已发
批件 

获批临床 

13价肺炎球菌结
合疫苗 

兰州生物制品
研究所 

制证完毕－已发
批件 

Ⅱ期临床 

13价肺炎球菌结
合疫苗 

北京科兴中维
生物 

制证完毕－已发
批件 

  

15价肺炎球菌结
合疫苗 

北京智飞绿竹
生物 

制证完毕－已发
批件 

I期临床 

13价肺炎球菌多

糖结合疫苗
（CRM197，

TT载体） 

康希诺生物 
获批临床

（20190330） 
Ⅰ期临床 

13价肺炎球菌结
合疫苗 

北京民海生物 
制证完毕－已发

批件 
准备申报上市 

表：13价肺炎疫苗销售预测 

年龄段 
人口数量
（万） 

接种针数 渗透率 单价（元）
对应市场
（亿） 

  增量市场 

2月龄-6月龄 750 4 50% 600 90 

7月龄-11月龄 750 3 50% 600 67.5 

合计         157.5 

  存量市场 

12月龄-23月龄 1500 2 30% 600 54 

24-71月龄 3000 1 20% 600 36 

合计         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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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13价肺炎球菌多糖结合疫苗供不应求，23价肺炎球菌多糖疫苗
回暖增速提升 

数据来源：中检所，东吴证券研究所 

 2018年受到“长生生物”疫苗事件影响， 23价肺炎球菌多糖疫苗的季度批签发量出现下滑，但在需求的带动下，行业已经回

暖进入快速提升期。 

 2018年我国23价肺炎球菌多糖疫苗的批签发数量为704.7万支，同比上升34%。 23价肺炎球菌多糖疫苗疫苗批签发数量的

增加得益于各地政府的推广接种政策（老年人免费/优惠接种），因此产品需求端良好。2019年截至目前实现批签发350万

支，是去年全年批签发水平的1/2。 

随着2018年7月康泰生物23价肺炎球菌多糖疫苗获批生产，行业竞争未来将有所加剧。未来随着13价肺炎球菌疫苗的上市，

整体市场或将出现萎缩。 

竞争格局上，2019年23价肺炎球菌多糖疫苗市占率最大的公司为沃森生物，占比达51%；其次为成都所，占比为32%；第

三则为默沙东，占比达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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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流感病毒疫苗空缺明显，连续两年流感爆发带来旺盛需求 

数据来源：中检所，东吴证券研究所 

 2017-2018年和2018-2019年流感连续两年爆发，推动流感疫苗需求增长。 

 国产华兰生物四价流感疫苗2018年6月获批上市，2018年实现批签发512.2万支。但2018年整体流感疫苗批签发数量为1615.1万

支，同比下降39.5%。我们认为批签发下滑的主要原因为长生生物疫苗事件带来的行业批签发放缓。由于2018年流感疫苗批签

发速度较慢，2019年一季度罕见的出现批签发共214万支，但相较于2017年整体2811万支的批签发，仍然杯水车薪。 

 根据历史数据以及更加频繁的流感爆发趋势，我们认为，流感疫苗的年需求在2600万支以上，2018年产品供不应求明显。 

 流感疫苗市占率最高的公司为华兰生物，2018-2019年占比58.3%，长生生物和大连雅立峰，分别为22.2%和8.9%。随着未来四

价流感疫苗全面取代三价苗，接种率的持续提升，同时伴随着长生生物流感疫苗产品的退市，四价流感疫苗的市场空间将进一

步扩大，华兰生物将继续巩固其龙头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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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EV71上半年批签发有所下滑，随着企业生产计划调整及批签发
加速，未来将继续迎来增长 

数据来源：中检所，东吴证券研究所 

 手足口病家长重视程度高，疫苗事件前行业批签发增长良好。 

 2015年至2018年，EV71疫苗一直维持较快的增长态势。2018年全年

实现批签发3005万支，同比增速达101%，2017年增速亦在70%，增

长态势良好。 

 疫苗事件爆发带来批签发数量下滑明显：随着疫苗事件的爆发、

企业自发下调产能叠加批签发进度放缓，2019年1-7月批签发

同比下滑44%。根据草根调研我们认为EV71供不应求明显，

市场缺口较大，未来仍有较大增长空间。 

 竞争格局上，2019年市占率最大的公司为中国医学科学院，占

比达47%；其次为武汉所，占比为32%；第三则为北京科兴，

占比达2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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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联苗市场需求旺盛，有望实现加速增长 



3.1、百白破疫苗缺口较大，四联苗与五联苗或将收益 

数据来源：中检所，东吴证券研究所 

环比增速 

 百白破疫苗批签发下滑明显：由于“长生生物” 事件导致该厂产品

退出市场，同时考虑其它产品产能的限制及批签发进度的放缓，

2018年百白破联合疫苗的批签发量仅为6070万，同比下降8.9%。

2019年至今，批签发未见好转，同比下滑为6.1%。 

 终端市场需求未减，产品供不应求明显：根据草根调研我们发现，

一些终端接种点出现百白破疫苗供不应求的现象，终端市场需求仍

需满足。 

 终端市场缺货，为四联苗与五联苗提供空间：四联苗与五联苗作为

百白破最优的替代类疫苗，随着百白破的缺货，我们认为两类疫苗

的销量或将迎来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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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百白破疫苗缺口较大，四联苗与五联苗或将收益 

数据来源：中检所，东吴证券研究所 

 四联苗上半年批签发进度较缓慢，下半年或将加速增长： 2019年截至目前年四联苗实现批签发206万支，一季度未见批签发。

我们认为其批签发放缓的主要原因或与企业生产计划制定有关。我们认为，市场对四联苗及五联苗的需求旺盛，随着批签发

进度的加快及企业生产计划的调整，下半年有望实现快速放量，全年仍有望实现10%以上的增长。 

 五联疫苗市场缺口大，2019年将实现稳步增长：2018年Q1和Q2赛诺菲五联疫苗产品检测批签发未通过，批签发量为0，其Q3

快速放量达到151.6万支，同比增长174.6%，全年批签发量为203.0万支，低于2017年212.1万支的批签发量。2019年至今五联

苗共实现批签发276万支，已高于2017年的水平。我们认为2019年其销售与批签发均有望超过300万支，实现快速增长。 

 我们认为四联苗和五联苗受益于优异的产品竞争力及消费者持续上升的需求，两大产品在2019年均具备较大的成长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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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Hib三联疫苗：已进入快速放量期 

数据来源：中检所，东吴证券研究所 

 三联苗批签发维持稳定：2018年AC-Hib三联苗实现批签发644万支，考虑“疫苗事件”对国产二类疫苗的影响以及批签发周期，

我们认为实际销量将略低于批签发数量。2019年上半年三联苗共实现批签发428万支，批签发仍然稳定。 

 智飞生物4月2日公告，主要产品之一三联苗的再注册申请目前行政程序尚未完成，批文有效期至19年4月1日，在子公司未获得

再注册批件之前，将暂停AC-Hib疫苗的生产：我们认为此次事件对2019年三联苗整体的销售影响有限：公司三联苗目前库存

充足，考虑去年批签发且并未销售完毕的产品及上半年生产的产品，及2019年批签发的产品，存货在600万支。 

3.2、AC-Hib三联疫苗：上市以来需求驱动持续放量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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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传统疫苗需求稳定，受政策变化影响个别品
种实现快速增长 



4.1、传统的水痘疫苗和狂犬疫苗市场需求稳定，批签发增长平稳 

数据来源：中检所，东吴证券研究所 

 水痘疫苗一针改两针推动其快速放量：2018年我国水痘减毒疫

苗批签发量2044万，同比增长65.1%。水痘疫苗是目前预防水痘

的最有效手段，也是二类苗中接种率最高的疫苗之一，属于刚

需品种，同时水痘疫苗“一针改两针”的政策仍然在推广阶段，

未来将进一步带来需求的增长，水痘疫苗有望维持稳定增长。 

 疫苗事件或将推动其市场集中度提升，核心企业市场份额将扩

大：2019年截至目前共实现批签发903万支，同比下滑37%。我

们认为主要原因是长生生物产品退市。随着该产品的退市，市

场格局出现较大变化，上海所作为国企，市场占比升至第一，

成为第一。而百克生物降为第二，但市场占比有所上升。我们

认为未来市场集中度有望进一步向龙头企业集中，其它企业市

占率或将继续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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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水痘疫苗市场份额情况 



数据来源：中检所，东吴证券研究所 

 2016年后狂犬疫苗批签发量逐渐恢复到 2015年水平。2018年狂

犬疫苗批签发数量为5883.7万支，同比减少1.5%，其中下半年同

比下滑29%，2019年截至目前共实现批签发3318万支，同比下滑

21%。由于“长生生物”疫苗事件，该厂下半年及今年狂犬疫苗

没有批签发，且疫苗批签发趋严，部分批次未能通过，由于狂犬

疫苗具备刚需性，我们认为在“疫苗事件”之后，整体批签发量

有望在规范后保持6500-7000万支/年。  

 长生生物事件后，狂犬疫苗集中度进一步提升：在生产狂犬疫苗

的企业中，占比最高的为辽宁成大，其次为广州诺诚，市占率分

别为72%和14%，头部效应更加明显。随着康泰生物未来二倍体

狂犬疫苗的上市，市场竞争格局将出现较大变化。 

4.2、传统的水痘疫苗和狂犬疫苗市场需求稳定，批签发增长平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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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狂犬疫苗市场份额情况 



4.4、IPV疫苗快速放量，OPV疫苗批签发量则连年下降 

数据来源：中检所，东吴证券研究所 

 IPV+3OPV的免疫疗程推进，推动IPV疫苗快速放量，而OPV疫苗则

由服用4次改为3次，致使批签放量逐渐下降： 

 2018年我国OPV实现批签发量1333.2万，同比下降17.5%；2019年未见批签

发。在免疫方式变化的主导下，OPV批签发量持续负增长。同时OPV为一

类疫苗，现在主要由北生研进行生产销售，其市占率达到100%。 

 IPV疫苗在IPV+3OPV政策的推动下，其2018年批签发量3301.1万支，同比

增长36.8%；2019年年初至今实现批签发2095万支，同比增长7.2%。由于采

用OPV+IPV 结合免疫方式，可以避免IPV和OPV自身的接种问题，更大程

度上预防脊髓灰质炎发生，因此IPV+3OPV的联合免疫成为推广重点。随着

该政策的进一步推行，IPV供不应求明显，该产品快速增长趋势初现。 

 IPV生产集中度较高，北京所占比为43%，赛诺菲占比为26%，北生研17%，

中国医学科学院为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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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推荐标的 



5.1、智飞生物 

数据来源：Wind，东吴证券研究所 

 公司三联苗及4价HPV疫苗上半年销量增速高，带来业绩弹性大：公司现

有产品中，对公司业绩贡献最大的产品主要为自主产品三联苗和4价HPV

疫苗。我们认为三联苗全年销量在400万-450万支。该产品中标价在215元/

支，带来营业收入达8亿元。4价HPV全年销量有望实现500万支，4价HPV

中标价为798元/支，收入有望达到40亿元。 

 9价HPV疫苗及5价轮状病毒疫苗推广顺利，未来将为公司带来业绩增量：

9价HPV疫苗已经在5个省级单位中标，五价轮状病毒疫苗已经在2个省级

单位中标，9价HPV中标价格在1298元/支左右，若今年销售500万支，带来

的收入为65亿元。 五价轮状病毒疫苗为智飞生物代理的又一产品，目前已

经签订的采购协议明确：2018-2021年采购额为2.47、6.5、9.49和13亿元。

若以毛利率45%估算，今年该产品将有望贡献收入增量达4.5亿元，该产品

国内中标价格为280元/支，今年将卖出160万支产品。产品采购额达顶峰的

2021年将突破23亿的销售额，销量突破800万支。 

 EC诊断试剂盒及微卡疫苗有望年内获批，为公司中长期业绩增长提供保障：

假设EC诊断试剂盒筛查一次的价格为40-50元，接种一人份微卡的价格为

2000元。考虑入学和入职体检有望将结核杆菌筛查列为常规检查项目，渗

透率将在较高水平。2017年小学、初中、高中和大学的新入学人数相加约

为7000万人，每年新入职员工人数大体测算在3000-4000万人，因此主要检

测人群在1亿1000万左右。根据推算，如果2020年EC诊断试剂盒的渗透率

为20%，则会有8.8-11亿的销售额。考虑筛查群体中阳性概率在15%-20%，

由于微卡对结核病预防效果较好，适用于筛查结果为阳性的带菌人群接种，

因此我们认为其渗透率较高。微卡一人的接种价格我们估算为2000元左右，

如果筛查后20%的人注射微卡疫苗，则其市场在13.2-17.6亿元左右。 

 风险提示：研发项目未达预期的风险、应收账款发生呆坏账的风险、疫苗

风险事件的不可测性 

盈利预测预估值 2018A 2019E 2020E 2021E 

营业收入（百万元） 5,228 12,198 17,226 23,293 

同比（%） 289.4% 133.3% 41.2% 35.2% 

归母净利润（百万元） 1,451 2,817 3,726 4,855 

同比（%） 235.8% 94.1% 32.3% 30.3% 

每股收益（元/股） 0.91 1.76 2.33 3.03 

P/E（倍） 49.05 25.27 19.10 14.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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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康泰生物 

数据来源： Wind，东吴证券研究所 

 短期看在售产品持续放量，业绩增长有保障。四联苗批签发恢复正常，2019年年

初至今批签发量达到206万支，联苗替代单苗已成为市场趋势，百白破供应紧张，

四联苗有望替代维持今明两年稳定增长。23价肺炎球菌多糖疫苗预计下半年开始

销售，中国老龄化提升市场空间。 

 中期关注13价肺炎苗、三代狂苗、IPV、EV71。重磅品种13价肺炎球菌结合疫苗

临床试验结束，预计未来1年左右上市，公司进度位于国内第二，涵盖年龄广泛，

预计产品进入成熟期后每年增量患者有望为公司带来47亿收入。狂犬疫苗（人二

倍体）国内领先，目前处于临床III期总结阶段，预计公司产品峰值销售将达到23

亿元。公司IPV疫苗即将进入临床III期，位居行业领先水平，OPV后遗症及II型脊

髓灰质炎病例出现，IPV需求大幅提升，多城市开展2IPV+2OPV的免疫接种计划将

进一步提升品种空间。EV71疫苗II期临床中，采用汉逊酵母工程菌种，在当前在

研企业中进度靠前，通过成本优势和产能优势有望获得较高市占率。 

 长期看多价多联疫苗市场空间广阔。联合疫苗是未来疫苗行业发展的方向，我国

多联疫苗种类数量占比仅为16.87％，替代空间广阔。公司作为国内联苗的领跑者，

具有较强的联苗研发和生产能力。除了在售的四联苗，公司百白破-IPV-Hib（新型

五联苗）、麻腮风水痘四联苗（全球仅默克、GSK有，但目前尚未进入中国市场）

均已处于临床前研究中。 

 风险提示：研发进度低于预期的风险；疫苗销售低于预期的风险；疫苗行业事件

风险 

 

盈利预测与估值 2018A 2019E 2020E 2021E 

营业收入（百万元） 2,017 2,273 2,581 3,773 

同比（%） 73.7% 12.7% 13.5% 46.2% 

归母净利润（百万元） 436 574 808 1,418 

同比（%） 102.9% 31.8% 40.7% 75.6% 

每股收益（元/股） 0.68 0.89 1.25 2.20 

P/E（倍） 98.33 74.60 53.04 3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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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风险提示 

 医药行业政策不确定性带来的风险。 

 新疫苗获批进度低于预期的风险。 

 行业事件风险：对于疫苗行业从获批到上市，国家对其进行严格把控，但如果出现行业性事件，将对整个行业的增长带来不利

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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