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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要点： 

 本周行情 

本周，申万医药生物板块上涨 2.68%，沪深 300 指数上涨 2.60%，医药

生物板块整体跑赢沪深 300 指数 0.08%，涨跌幅在申万 28 个一级子行业

中排名 12 位。六个子板块全部上涨，其中中药板块和生物制品板块涨幅

居前，分别上涨 3.53%和 3.25%，医疗服务和医疗器械板块涨幅较小，分

别上涨 0.41%和 2.25%。截止 2019 年 12 月 31 日，申万医药生物板块剔

除负值情况下，整体 TTM 估值为 34.89 倍，相对于剔除银行股后全部 A

股的估值溢价率为 69.87%。个股涨跌方面，南卫股份、众生药业和华北

制药涨幅居前，国新健康、宝莱特和正川股份跌幅居前。  

 行业要闻 

12 月 26 日，北京市医保目录增加 297 种药品，对部分药品报销范围进行

了规范；12 月 28 日，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五次会议表决通过了《中

华人民共和国基本医疗卫生与健康促进法》；本周，5 款大品种新药获国

家药监局批准上市；12 月 29 日，新一轮国家集采品种正式公布，二甲双

胍被删；12 月 31 日，武汉发现不明原因肺炎，国家卫健委专家组已抵达。 

投资策略 

本周，医药行业涨幅居行业中游，由于之前市场已经对第二批带量采购品

种有充分的预期，所以本次 33 个品种的公布对医药行业影响不大。结合

当下我们认为依旧关注长期逻辑：仿制药行情已经较为充分的呈现了市场

预期，大浪淘沙下具备产品集群效应以及成本控制能力的企业或将出现价

值洼地，建议投资者逢低配置，中长期来看，顺应政策走势且具有基本面

支撑的医药核心资产依然是市场追逐的热点，建议投资者继续关注以创新

药为主的专科制药龙头恒瑞医药（600276）、健友股份（603707）以及

产业链外溢的外包领域优质企业凯莱英（002821）、泰格医药（300347），

同时看好进口替代下的优质国产高端器械龙头安图生物（603658）、乐

普医疗（300003）以及不受医保约束的消费类服务商安科生物（300009）。 

风险提示：药品降价幅度超预期；创新药热潮消退；医疗器械进口替代缓

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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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本周市场行情回顾 

本周，申万医药生物板块上涨 2.68%，沪深 300 指数上涨 2.60%，医药生物板块

整体跑赢沪深 300 指数 0.08%，涨跌幅在申万 28 个一级子行业中排名 12 位。六

个子板块全部上涨，其中中药板块和生物制品板块涨幅居前，分别上涨 3.53%和

3.25%，医疗服务和医疗器械板块涨幅较小，分别上涨 0.41%和 2.25%。截止 2019

年 12 月 31 日，申万医药生物板块剔除负值情况下，整体 TTM 估值为 34.89 倍，

相对于剔除银行股后全部 A 股的估值溢价率为 69.87%。个股涨跌方面，南卫股

份、众生药业和华北制药涨幅居前，国新健康、宝莱特和正川股份跌幅居前。  

图 1：本周申万一级行业涨跌情况 

 
资料来源：wind，渤海证券研究所 

图 2：本周申万医药生物子板块涨跌情况 

 
资料来源：wind，渤海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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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本周申万医药生物板块个股涨跌幅排名 

涨幅前 10 名  跌幅前 10 名  

南卫股份 21.90% 国新健康 -7.51% 

众生药业 20.27% 宝莱特 -7.30% 

华北制药 14.42% 正川股份 -7.28% 

济民制药 12.41% 乐心医疗 -6.95% 

莱茵生物 12.19% 司太立 -6.45% 

海王生物 12.01% 阳普医疗 -6.43% 

东阳光 11.30% 亚太药业 -6.27% 

珍宝岛 11.17% 博雅生物 -4.99% 

广誉远 11.14% 迪瑞医疗 -4.83% 

联环药业 11.13% 佰仁医疗 -4.53% 

资料来源：wind，渤海证券研究所 

2.行业要闻 

2.1 北京市医保目录增加 297 种药品，对部分药品报销范

围进行了规范 

12 月 26 日，北京市医保局官网发布通知，对接国家新版药品目录和国家谈判药

品，对北京市医保药品目录进行了有进有出的调整，对部分药品报销范围进行了

规范，共增加 297 种药品。并将于 2020 年 1 月 1 日起正式实施。国家谈判成功

的 70 种药品全部纳入北京市医保药品目录。通知显示，此次调整，将国家增加

的 227 种常规准入品种全部纳入北京市医保药品目录，主要是国家基本药物、癌

症及罕见病等重大疾病治疗用药、慢性病用药、儿童用药等药品。此外，阿胶、

鹿茸等 45 种饮片单味或复方使用时不予支付费用，谈判药品直接挂网，不得以

药占比、品规数等为由影响新增及谈判药品的采用。 

资料来源：赛柏蓝 

2.2 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五次会议表决通过了《中

华人民共和国基本医疗卫生与健康促进法》 

12 月 28 日上午，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五次会议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闭

幕会。会议表决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基本医疗卫生与健康促进法》。该法将

自 2020 年 6 月 1 日起施行。这部法律凸显“保基本、强基层、促健康”理念，

及时出台有利于巩固医改成果、发展医疗卫生与健康事业、提升公民全生命周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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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水平，对于推进健康中国建设具有重要意义。本部法律主要涉及以下几个方

面：中医药事业坚持传承创新；遏制药企超低价竞标；动态调整基药目录；维护

药品价格秩序；促进三医联动；鼓励社会办医；处罚违法竞标行为；加大对医院

违法处理力度 

资料来源：赛柏蓝 

2.3 5 款大品种新药获国家药监局批准上市 

本周，新药上市，接二连三、热闹非凡，共有 5 个药品获得 NMPA 的批准上市：

百济神州抗 PD-1 抗体药物百泽安®（通用名：替雷利珠单抗注射液）批准用于

治疗至少经过二线系统化疗的复发或难治性经典型霍奇金淋巴瘤（R/R cHL）患

者；附条件批准再鼎医药多聚 ADP 核糖聚合酶（PARP）抑制剂甲苯磺酸尼拉帕

利胶囊（商品名：则乐），用于复发性上皮性卵巢癌、输卵管癌或原发性腹膜癌

成人患者在含铂化疗达到完全缓解或部分缓解后的维持治疗；赛诺菲 PCSK9 抑

制剂类降脂药阿利西尤单抗注射液（波立达，英文商品名：Praluent）；江苏恒

瑞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1 类创新药注射用甲苯磺酸瑞马唑仑（商品名：瑞倍宁）上

市，用于常规胃镜检查的镇静；Janssen-Cilag International NV 的古塞奇尤单抗

注射液（商品名：特诺雅）获得进口注册批准,用于适合系统性治疗的中重度斑块

状银屑病成人患者。 

资料来源：医药云端工作室 

2.4 新一轮国家集采品种正式公布，二甲双胍被删 

12 月 29 日，上海阳光医药采购网发布文件，为全面深化药品集中采购和使用改

革，建立规范化、常态化的药品集中带量采购模式，进一步降低群众用药负担，

现开展第二批国家组织药品集中采购和使用工作。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新

疆生产建设兵团委派代表组成国家组织药品集中采购和使用联合采购办公室（以

下简称联合采购办公室），代表各地区公立医疗机构、部分军队及社会办医药机

构等实施部分药品集中带量采购，由上海市医药集中招标采购事务管理所承担日

常工作并具体实施。 文件公布了第二批国家集采的品种目录，共 33 个品种，比

网传的 35 个品种少了两个，赛柏蓝经过对比后发现，少了二甲双胍缓释剂型和

二甲双胍口服常释剂型。某种程度上，二甲双胍进全国集采无望。此前，35 个品

种流出时，曾有分析表示均是通过一致性评价的企业达到 3 家及以上的。从这些

品种涉及的 60 个品规看，有 37 个品规是过评满三家的，有 16 个品规是独家过



                                      医药行业周报 

请务必阅读正文之后的免责声明                                                           7 of 14 

 

评。其中，二甲双胍缓释剂型和口服常释剂型的竞争最为激烈，此次二甲双胍在

最终版本中被删除，与其相关的上百家企业，松了一口气了。 

资料来源：医药云端工作室 

2.5 武汉发现不明原因肺炎，国家卫健委专家组已抵达 

据央视新闻报道，昨日，武汉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医政医管处发布《关于做好不明

原因肺炎救治工作的紧急通知》。通知称，武汉市部分医疗机构陆续出现不明原

因肺炎病人，要求各医疗机构及时追踪统计救治情况，并按要求及时上报。目前

国家卫健委专家组已抵达武汉，正展开相关检测核实工作。具体是何种病毒仍在

等待最终的检测结果。不明原因肺炎患者已做好隔离治疗的工作，不影响其他患

者到医疗机构正常就医，病毒检测结果一经查出将第一时间向公众对外公布。据

新京报报道，武汉市疾控中心回应，目前发病人数尚在统计中。关于肺炎的具体

情况，我们仍需等待官方公布调查结果。 

资料来源：医药云端工作室 

3.公司公告 

【利德曼】糖化血红蛋白 （HbA1c）测定 试剂盒（胶乳免 疫比浊法），上述产

品医疗器械注册证的取得，进一步丰富了公司体外诊断试剂产品线，有助于提升

公司核心竞争力，对公司未来发展具有正面影响，但对近期的生产经营和业绩不

会产生重大影响，敬请投资者注意风险。 

【透景生命】2019 年 12 月 29 日分别召开了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和第二

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公司变更会计估计的议案》。本次

会计估计变更不会对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产生重大影响，无需提交股东大会

审议。 

【九强生物】公司取得乙醇测定试剂 盒（乙醇脱氢 酶法），氨测定试剂盒 (谷

氨酸脱氢 酶法)和不饱和铁结合 力测定试剂盒 （Ferene 法），上述产品医疗器

械注册证的取得，丰富了公司产品类别，有利于增强公司的核心竞争力，对公司

未来发展具有正面影响。 

【中源协和】经公司董事长审批同意注销下属子公司中源华泽（天津）科技有限

公司及其全资子公司中源赛尔（天津）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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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迈克生物】公司取得尿酸测定试剂盒（尿酸酶法）产品注册系公司解决药物干

扰性后的二代更新产品，使检测结果不受样本中的羟苯磺酸钙、酚磺乙胺等药物

干扰，提高了检测准确性，为患者精准治疗提供更有力的保障，也增强了公司在

生化诊断领域的竞争优势，同时，公司综合竞争力与市场拓展能力也将得到进一

步提升，对公司未来的经营将产生积极影响。 

【迈瑞医疗】与理邦仪器的争议中，在理邦仪器的请求下并经双方友好协商，公

司同意与理邦仪器达成全面和解，双方分别对涉及对方的争议案件予以撤诉。 

【长春高新】届董事会于 2019 年 12 月 30 日收到董事吴国萍女士递交的《辞职

报告》。吴国萍女士因个人原因，请求辞去其所担任的公司第九届董事会董事职

务。根据《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辞职报告》自送达董事会时

生效。 

【我武生物】浙江我武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收到国家卫

生健康委医药卫生科技发展研究中心下发的《关于重大新药创制科技重大专项

2019 年度实施计划立项课题的通知》（卫科专项函[2019]764 号）。公司申请的

专项课题《“黄花蒿粉滴剂”III 期临床及增加儿科适应症的临床研究》获得立项

支持。 

【老百姓】北京市竞天公诚律师事务所关于老百姓大药房连锁股份有限公司回购

并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相关事项的法律意见书。 

【博雅生物】司董事、董事会秘书范一沁女士拟自提示性公告披露之日起十五个

交易日后的六个月内（即 2019 年 12 月 9 日至 2020 年 6 月 8 日），通过集中竞

价等合法合规的方式减持公司股份不超过 447,127 股，占公司总股本 0.1050%，

现已减持过半。 

【天坛生物】公司研制的“注射用重组人凝血因子Ⅷ”已完成Ⅰ期临床试验入组、

中国医学科学院血液病医院伦理委员会Ⅲ期临床伦理审查、临床入组前准备等工

作，于近日正式开展Ⅲ期临床试验。 

【中国医药】旗下通用三洋收到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核准签发的三份注射用盐酸

头孢替安《药品注册批件》。 

【交大昂立】公司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首次回购公司股份数量为 1,884,000 股，

占公司目前总股本的比例为 0.2415%，成交的最低价格为 4.72 元/股，成交的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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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价格为 4.80 元/股，支付的总金额为人民币 8,961,667.42 元（不含印花税、佣

金等交易费用）。 

【云南白药】本公司第九届董事会 2019 年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认购万

隆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可换股债券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同意以 730,000,000 港币

为对价，认购万隆控股两年到期、年利率 3%的可换股债券。 

【北陆药业】董事会同意聘任李海兵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 

【金城药业】子公司蒙脱石散获得一致性评价。 

【白云山】公司控股子公司广州白云山星群（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公司全资子

公司广州白云山奇星药业有限公司和广州白云山中一药业有限公司于近日收到广

东省药品监督管理局核准签发的关于华佗再造丸、消渴丸和滋肾育胎丸等 36 个

药品的《药品再注册批件》。 

【贝达药业】根据公司经营管理的需要，经董事长丁列明先生提名，董事会提名

委员会资格审查通过，董事会同意聘任史赫娜女士担任公司副总裁兼肿瘤事业一

部总经理，同意聘任毛波先生担任公司副总裁兼肿瘤事业二部总经理，任期自公

司董事会通过之日起至第三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恒瑞医药】江苏恒瑞医药股份有限公司及子公司上海恒瑞医药有限公司、苏州

盛迪亚生物医药有限公司近日收到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核准签发的《临床试验通

知书》，SHR-1316 将于近期开展临床试验 

【华仁药业】公司高管、证券事务代表辞职。 

【信立泰】公司获得头孢呋辛酯片药品注册批件（规格：0.25g、0.125g）。 

【浙江医药】药品重组人源化抗 HER2 单抗-AS269 偶联注射液（ARX788）获得

许可进入 II/III 期临床试验。 

【海王生物】全资子公司获批建立广东省院士专家（企业）工作站。 

【普利制药】注射用比伐芦定获得荷兰药物评价委员会（CBG）上市许可。 

【仟源制药】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俞俊贤先生于 2019 年 12 月 17 日通过大

宗交易的方式减持公司股份 34.56 万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0.1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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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奇制药】公司实际控制人张芝庭、文邦英夫妇与本公司股东张娅女士是亲属

关系，均为本公司控股股东神奇投资的一致行动人，股东张娅女士拟通过大宗交

易方式向文邦英女士转让持股，合计不超过 10,000,000 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为 1.87%。 

【人福医药】公司为人福湖北提供担保的担保余额为 165,000.00 万元、为武汉

普克提供担保的担保余额为 15,000.00 万元、为人福康诚提供担保的担保余额为

10,000.00 万元，上述担保余额均包含尚未使用的额度。 

【海正药业】公司公开挂牌转让海正宣泰 51%股权挂牌期满。2019 年 12 月 26

日，台交所确认重庆恩创医疗管理有限公司为成功摘牌方，摘牌价格为 2,371.5

万元人民币，并且与公司完成《浙江海正宣泰医药有限公司 51%股权转让合同》

的签署。 

【泰格医药】公司于近日收到叶小平先生出具的《关于股份减持计划实施完毕告

知函》，其于 2019 年 7 月 3 日至 2019 年 12 月 27 日期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

集中竞价方式共减持公司股份 8,944,559 股，减持股份数量占公司总股本

1.1950%。 

【沃森生物】董事会同意公司在满足收购协议约定的先决条件的情况下收购苏州

金晟硕达投资中心与苏州金晟硕超投资中心合计持有的上海泽润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13.04%的股权。 

【智飞生物】近日接到公司全资子公司安徽智飞龙科马生物制药有限公司的上报，

获悉其研发的冻干重组结核疫苗（AEC/BC02）获得了Ⅰa 期临床人体耐受性临

床试验报告。 

【科伦药业】根据《关于回购股份的报告书》，在回购资金总额不超过人民币 2

亿元且不低于人民币 1 亿元、回购价格不超过人民币 25 元/股的条件下，按回购

金额上限测算，预计回购股份数量约为 800 万股，约占公司当前总股本的 0.56%；

按回购金额下限测算，预计回购股份数量约为 400 万股，约占公司当前总股本的

0.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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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投资策略 

本周，医药行业涨幅居行业中游，由于之前市场已经对第二批带量采购品种有充

分的预期，所以本次 33 个品种的公布对医药行业影响不大。结合当下我们认为

依旧关注长期逻辑：仿制药行情已经较为充分的呈现了市场预期，大浪淘沙下具

备产品集群效应以及成本控制能力的企业或将出现价值洼地，建议投资者逢低配

置，中长期来看，顺应政策走势且具有基本面支撑的医药核心资产依然是市场追

逐的热点，建议投资者继续关注以创新药为主的专科制药龙头恒瑞医药

（600276）、健友股份（603707）以及产业链外溢的外包领域优质企业凯莱英

（002821）、泰格医药（300347），同时看好进口替代下的优质国产高端器械

龙头安图生物（603658）、乐普医疗（300003）以及不受医保约束的消费类服

务商安科生物（300009）。 

风险提示：药品降价幅度超预期；创新药热潮消退；医疗器械进口替代缓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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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评级说明 

项目名称 投资评级 评级说明 

公司评级标准 

买入 未来 6 个月内相对沪深 300 指数涨幅超过 20% 

增持 未来 6 个月内相对沪深 300 指数涨幅介于 10%~20%之间 

中性 未来 6 个月内相对沪深 300 指数涨幅介于-10%~10%之间 

减持 未来 6 个月内相对沪深 300 指数跌幅超过 10% 

行业评级标准 

看好 未来 12 个月内相对于沪深 300 指数涨幅超过 10% 

中性 未来 12 个月内相对于沪深 300 指数涨幅介于-10%-10%之间 

看淡 未来 12 个月内相对于沪深 300 指数跌幅超过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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