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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业观点：处方外流持续推进，关注零售药店机会。甘肃全面启用全国首

个省级电子处方信息共享平台，计划 2019 年在 8 家省级三级公立医院、

各市州三级公立医院、部分二级公立医院以及全省区域综合医改试点县

（区）医院开展试点，2020 年全省推广应用。此前，广东、甘肃、广西、

四川、辽宁、江西、贵州等地区均提出了搭建处方外流平台，甘肃是第一

个正式上线省级处方共享平台的省份。电子处方信息共享平台的上线意味

正式放开处方外流，零售药店作为外流处方的重要承接单位，将优先获益，

建议关注零售药店投资机会。 

 投资策略：关注创新药领域以及零售药店相关标的。一年一度的全国临床

肿瘤学大会将于 9 月 18-9 月 22 日召开。届时一年以来的重要临床研究结

果都将在会议上公布，利好相关创新药标的，推荐创新项目储备丰富的科

伦药业、海辰药业，建议关注恒瑞医药、贝达药业。此外，该会议的召开

将提高创新药领域的热度，推荐创新产业链上游服务商、分子砌块龙头药

石科技、CDMO 龙头凯莱英，关注药明康德。上周我们发布《零售药店行

业全景图》，在处方外流持续推进的背景下，建议关注短期滞涨的一心堂，

公司由于执业药师不足，影响了处方药销售及新店的增加。目前正在积极

试行采用远程药师审方的方式解决该问题，后续有望恢复正常增速。 

 行业要闻荟萃：医保局着手修订相关政策，完善全国异地就医直接结算流

程；甘肃全面启用全国首个省级电子处方信息共享平台；广东省将开展药

品零售企业药品线上交易；国务院常务会议：城乡居民医保的高血压、糖

尿病用药可报销 50%以上。 

 行情回顾： 上周医药板块上涨 0.51%，同期沪深 300 指数上涨 0.60%；

申万一级行业中 23 个板块上涨，5 个板块下跌，医药行业在 28 个行业中

排名第 21 位；医药子行业各有涨跌，其中涨幅最大的是中药，上涨 1.63%，

跌幅最大的是化学制剂，下跌 0.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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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方外流持续推进，关注零售药店机会。甘肃全面启用全国首个省级电子处方信息共享

平台，计划 2019 年在 8 家省级三级公立医院、各市州三级公立医院、部分二级公立医院以及全省

区域综合医改试点县（区）医院开展试点，2020 年全省推广应用。此前，广东、甘肃、广西、四川、

辽宁、江西、贵州等地区均提出了搭建处方外流平台，而甘肃是第一个正式上线省级处方共享平台

的省份。电子处方信息共享平台的上线意味正式放开处方外流，零售药店作为外流处方的重要承接

单位，将优先获益。 

投资策略：关注创新领域以及零售药店相关标的。一年一度的全国临床肿瘤学大会将于 9 月 18-9 月

22 日召开。届时一年以来的重要临床研究结果都将在会议上公布，利好相关创新药标的，推荐创新

项目储备丰富的科伦药业、海辰药业，建议关注恒瑞医药、贝达药业。此外，该会议的召开将提高

创新药领域的热度，推荐创新产业链上游服务商、分子砌块龙头药石科技、CDMO 龙头凯莱英，关

注药明康德。上周我们发布《零售药店行业全景图》，在处方外流持续推进的背景下，建议关注短期

滞涨的一心堂，公司由于执业药师不足，影响了处方药销售及新店的增加。目前正在积极试行采用

远程药师审方的方式解决该问题，后续有望恢复正常增速。 

 

二、 行业要闻荟萃 

2.1 医保局着手修订相关政策，完善全国异地就医直接结算流程 

近日，国家医保局挂出该局对人大代表就异地就医医保结算提案的答复函。答复函显示，为了统一

目录，国家医保局目前正在研究修订《国家基本医疗保险用药范围管理办法》，建立完善医保目录动

态调整机制，同时还将修订《国家基本医疗保险诊疗项目和医疗服务设施范围管理办法》，建立符合

国情、基金可承受的基本医疗保险诊疗项目和医疗服务设施标准，以及其他相关工作。 

点评：我国跨省异地就医直接结算工作已在全国全面开展，截至 2019 年 6 月底，跨省异地就医定

点医疗机构数量为 18962 家，累计实现跨省异地就医直接结算 268 万人次，医疗费用 644.1 亿元，

基金支付 377.7 亿元，基金支付比例 58.6%。但当前跨省异地就医直接结算主要解决参保群众的住

院医疗费直接结算，跨省门诊异地就医直接结算尚未在全国开展；且由于全国医保目录不一致，存

在“参保地待遇，就医地目录”导致的待遇差问题。医保局答复函显示政府正在积极解决这些问题，

为未来异地就医医保结算铺平道路。全国统一医保目录也意味着省级目录的失效，需警惕之前在省

级目录而未在国家医保目录的品种。 

 

2.2 甘肃全面启用全国首个省级电子处方信息共享平台 

9 月 6 日，甘肃省电子处方信息共享平台启动暨培训会在兰召开。计划到 12 月底，该系统将完成与

全省所有医疗机构以及各大信息平台的对接，实现数据互联互通，有效破解“因药就医”难题，全

面提升居民健康管理诊后服务水平。甘肃省电子处方信息共享平台 2019 年在 8 家省级三级公立医

院、各市州三级公立医院、部分二级公立医院以及全省区域综合医改试点县（区）医院开展试点，

2020 年全省推广应用。 

点评：自 2018 年国务院发布《关于促进“互联网+医疗健康”发展的意见》，搭建处方流转平台成

为各地推动医药分家、处方外流的主流做法。广东、甘肃、广西、四川、辽宁、江西、贵州等地区

均提出了搭建处方外流平台，而甘肃是第一个正式上线省级处方共享平台的省份。电子处方信息共

享平台的上线，将推动处方外流进程，利好连零售药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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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广东省将开展药品零售企业药品线上交易 

近日，广东省药品采购中心下发《关于做好我省药品零售企业药品交易报名工作的通知》，通知显示，

广东省将开展药品零售企业药品线上交易，要求药品零售企业于 10 月 31 日前进行网上维护提交相

关资质报名。 

点评：将药店纳入集采可有效降低药店医保药品价格，避免造成医院和药店一种药品、两个价格的

现象，同时也能节省医保费用。此前，上海、山东、浙江均发文对药店的医保药品实施集采。广东

省是我国最大的药品零售市场，在广东的带领下，预计更多的省份将会跟随。 

 

2.4 国务院常务会议：城乡居民医保的高血压、糖尿病用药可报销 50%以上 

近日，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会议决定，对参加城乡居民基本医保的 3 亿多

高血压、糖尿病患者，将其在国家基本医保用药目录范围内的门诊用药统一纳入医保支付，报销比

例提高至 50%以上。 

点评：尽管我国医保的参保率达到 95%以上，但其中城乡居民医保占比达到 77%。城乡居民医保

对门诊用药报销有限，大部分还是得居民自付。该次常务会议提出医保将对 3 亿多的高血压、糖尿

病患者的报销比例提高到 50%以上，将提高这类患者的用药依从性，对高血压糖尿病用药市场产生

积极影响。 

 

三、 行情回顾 

上周医药板块上涨 0.51%，同期沪深 300 指数上涨 0.60%；申万一级行业中 23 个板块上涨，5 个板

块下跌，医药行业在 28 个行业中排名第 21 位；医药子行业各有涨跌，其中涨幅最大的是中药，上

涨 1.63%，跌幅最大的是化学制剂，下跌 0.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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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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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止 2019 年 9 月 12 日，医药板块估值为 33.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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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9.77%，略高于历史均值 55.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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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2750.SZ   龙津药业 26.58  1 300158.SZ   振东制药 -12.60  

2 000150.SZ   宜华健康 23.42  2 600781.SH   辅仁药业 -11.43  

3 600090.SH   同济堂 17.90  3 002653.SZ   海思科 -10.74  

4 002118.SZ   紫鑫药业 17.41  4 603456.SH   九洲药业 -7.18  

5 000503.SZ   海虹控股 16.97  5 603883.SH   老百姓 -6.21  

6 300194.SZ   福安药业 16.55  6 603669.SH   灵康药业 -5.79  

7 603998.SH   方盛制药 15.77  7 002773.SZ   康弘药业 -5.28  

8 600129.SH   太极集团 13.87  8 300584.SZ   海辰药业 -4.81  

9 300705.SZ   九典制药 13.68  9 300404.SZ   博济医药 -4.40  

10 300298.SZ   三诺生物 12.46  10 600196.SH   复星医药 -4.36  

11 300463.SZ   迈克生物 11.64  11 603079.SH   圣达生物 -4.29  

12 300723.SZ   一品红 11.46  12 300436.SZ   广生堂 -4.20  

13 300204.SZ   舒泰神 10.34  13 603127.SH   昭衍新药 -4.12  

14 000566.SZ   海南海药 10.13  14 300294.SZ   博雅生物 -4.11  

15 002864.SZ   盘龙药业 9.36  15 002411.SZ   必康股份 -3.90  

资料来源：WIND、平安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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