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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威定调放开网售处方药，互联网医疗

行业迎重要政策红利 
事件：根据每日经济新闻报道，8 月 26 日，第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二次会

议表决通过了新修订的药品管理法。新版药品管理法重新划定了网络禁售的药品

范围，此前争论较多的处方药，并未纳入禁售范围。在随后的发布会中，全国人

大常委会法工委行政法室主任袁杰称，法律就网络销售药品作了比较原则的规

定，即要求网络销售药品要遵守药品经营的有关规定，并授权国务院药品监督管

理部门会同国务院健康卫生主管部门等部门制定具体办法，同时规定了几类特殊

管理药品不能在网上销售。同时，国家药监局政策法规司司长刘沛称，关于药品

网络销售监督管理办法，也在起草过程中。 

  

点评： 

权威定调放开网售处方药，消除政策风险带来的行业不确定性。作为互联网医疗

重要的应用场景和商业业态之一，医药电商行的发展长期以来一直受到政策不确

定的影响，国内政策对于处方药是否可以网售始终处于摇摆的状态。一方面，在

此前多轮审议中，就有委员、专家、公众担心允许网售处方药可能导致药品滥用，

放大药品安全风险。此前二审稿就根据现行做法规定了禁止通过网络直接销售处

方药；另一方面，也有观点认为不要一刀切，是可以在加强监管的前提下允许网

络销售处方药。此次新修订的药品管理法做出了明确的定调，网售处方药将有条

件的放开，将消除政策风险带来的行业不确定性。 

  

医疗信息化是网售处方药的重要基础设施。国家药监局政策法规司司长刘沛明确

了网售处方药的监管原则，其中一条即：“药品销售网络必须和医疗机构信息系

统互联互通，要信息能共享，主要是确保处方的来源真实，保障患者的用药安全。”

由此可见，以处方流转平台为代表医疗信息化将成为网售处方药的重要基础设

施。 

  

互联网医疗行业迎重要政策红利。在前期发布的行业报告《医疗信息化：被低估

的持续性，被忽视的创新性》中，我们前瞻提示网售处方药政策、网络诊疗服务

纳入医保支付范围等行业利好政策有望出台，有望顺利激活医疗信息化行业公司

的创新业务。随着相关政策的陆续出台，前述报告的逻辑正在全面兑现。除了网

售处方药的政策之外，后续建议关注网络诊疗服务纳入医保支付范围的政策，根

据《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 2019 年重点工作任务的通知》要求，预计将在 2019

年 9 月底前完成。 

  

投资建议：我们在前期报告中反复强调医疗信息化板块的业绩的持续性以及创新

业务的弹性被市场所低估，相关政策利好出台有望激活上市公司的创新业务。重

点推荐创业慧康、久远银海、卫宁健康、思创医惠，建议关注东华软件、麦迪科

技、和仁科技、东软集团等。 

  

风险提示：政策落地不及预期；行业竞争加剧导致毛利率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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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业评级体系 

收益评级： 
领先大市 — 未来 6 个月的投资收益率领先沪深 300 指数 10%以上； 

同步大市 — 未来 6 个月的投资收益率与沪深 300 指数的变动幅度相差-10%至 10%； 

落后大市 — 未来 6 个月的投资收益率落后沪深 300 指数 10%以上； 

风险评级： 
A — 正常风险，未来 6 个月投资收益率的波动小于等于沪深 300 指数波动； 

B — 较高风险，未来 6 个月投资收益率的波动大于沪深 300 指数波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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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责、诚实守信。本人对本报告的内容和观点负责，保证信息来源合法合规、研究方法

专业审慎、研究观点独立公正、分析结论具有合理依据，特此声明。   
 

 本公司具备证券投资咨询业务资格的说明 

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核准，取得

证券投资咨询业务许可。本公司及其投资咨询人员可以为证券投资人或客户提供证券投

资分析、预测或者建议等直接或间接的有偿咨询服务。发布证券研究报告，是证券投资

咨询业务的一种基本形式，本公司可以对证券及证券相关产品的价值、市场走势或者相

关影响因素进行分析，形成证券估值、投资评级等投资分析意见，制作证券研究报告，

并向本公司的客户发布。 
 

 免责声明 

本报告仅供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的客户使用。本公司不会因

为任何机构或个人接收到本报告而视其为本公司的当然客户。 

本报告基于已公开的资料或信息撰写，但本公司不保证该等信息及资料的完整性、准确

性。本报告所载的信息、资料、建议及推测仅反映本公司于本报告发布当日的判断，本

报告中的证券或投资标的价格、价值及投资带来的收入可能会波动。在不同时期，本公

司可能撰写并发布与本报告所载资料、建议及推测不一致的报告。本公司不保证本报告

所含信息及资料保持在最新状态，本公司将随时补充、更新和修订有关信息及资料，但

不保证及时公开发布。同时，本公司有权对本报告所含信息在不发出通知的情形下做出

修改，投资者应当自行关注相应的更新或修改。任何有关本报告的摘要或节选都不代表

本报告正式完整的观点，一切须以本公司向客户发布的本报告完整版本为准，如有需要，

客户可以向本公司投资顾问进一步咨询。 

在法律许可的情况下，本公司及所属关联机构可能会持有报告中提到的公司所发行的证

券或期权并进行证券或期权交易，也可能为这些公司提供或者争取提供投资银行、财务

顾问或者金融产品等相关服务，提请客户充分注意。客户不应将本报告为作出其投资决

策的惟一参考因素，亦不应认为本报告可以取代客户自身的投资判断与决策。在任何情

况下，本报告中的信息或所表述的意见均不构成对任何人的投资建议，无论是否已经明

示或暗示，本报告不能作为道义的、责任的和法律的依据或者凭证。在任何情况下，本

公司亦不对任何人因使用本报告中的任何内容所引致的任何损失负任何责任。 

本报告版权仅为本公司所有，未经事先书面许可，任何机构和个人不得以任何形式翻版、

复制、发表、转发或引用本报告的任何部分。如征得本公司同意进行引用、刊发的，需

在允许的范围内使用，并注明出处为“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研究中心”，且不得对本

报告进行任何有悖原意的引用、删节和修改。 

本报告的估值结果和分析结论是基于所预定的假设，并采用适当的估值方法和模型得出

的，由于假设、估值方法和模型均存在一定的局限性，估值结果和分析结论也存在局限

性，请谨慎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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