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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业观点：60%的医药上市公司发布业绩预告，净利润增长与下降公司数

量占比与往年一致。截止 2 月 23 日，A 股一共有 194 家医药公司发布业

绩预告，占所有医药上市公司数量的 60%。其中 30 家公司亏损，与 2018

年亏损公司数量持平。194 家公司里，净利润同比增长的有 124 家，其中

24 家为扭亏；同比下降的有 58 家，其中 24 家为首亏；业绩不确定的有 2

家。净利润增长和下降的公司占比与往年趋势一致。 

 疫情跟踪：多个省份单日新增 0 病例，疫情持续好转。截止 2020 年 2 月

22 日，我国现存确诊新冠病毒患者 51606 例，现存疑似患者 4148 例，累

计出院 22888 例，累计死亡 2442 例。随着越来越多的病例治愈，过去一

周里，现存病例数量呈加速下降的趋势。近一周，全国每日新增的确诊/

疑似病例数量呈现下降趋势。其中湖北省外每日新增病例数量持续下降，

2 月 22 日，省外新增确诊病例数量下降到 18 例。在湖北省外，各地政策

指引也从防控疫情为首要任务逐渐转向防控疫情的同时兼顾复工，预计从

下周开始，疫情控制良好的省份，复功率将有明显上升。 

 投资策略：兼顾业绩与未来，建议关注景气细分领域高增长标的。纵观医

药行业各领域，受政策影响的负面影响小，并且业绩增速较高的细分领域

包括：CXO、疫苗、IVD、细分领域医疗器械、部分特色原料药企业、龙

头医疗服务企业、药店等。年报即将发布，估值切换后这些标的性价比也

相应提高，建议积极关注。 

我们认为接下来，市场将进入理性期。受疫情影响，大多数行业一季度业

绩预计并不理想。医药是少数业绩受影响较小的行业，预计将成为追求相

对收益公募基金的避险板块。目前医药在公募基金中的持仓占比为历史中

位水平，并未显著超配，尚有提升空间。因此我们仍然建议积极关注医药

板块。具体的标的选择上，我们仍然延续创新产业链、影像诊断产业链和

消费型专科连锁医疗三条主线的选股思路。创新产业链标的，建议关注药

石科技、凯莱英、科伦药业、药明康德、海辰药业；医学影像产业链建议

关注核医学龙头东诚药业和碘造影剂龙头司太立、北陆药业；医疗消费升

级赛道，建议关注口腔产业链企业通策医疗、正海生物、美亚光电，以及

玻尿酸龙头企业华熙生物。 

 行情回顾：上周医药板块上涨 1.64%，同期沪深 300 指数上涨 4.06%；申

万一级行业所有板块均上涨，医药行业在 28 个行业中排名第 26 位；医药

子行业有涨有跌，其中涨幅最大的是化学原料药，上涨 5.49%，跌幅最大

的是生物制品，下跌 0.59%。 

 风险提示：1）政策风险：医保控费、药品降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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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风险：公司经营情况不达预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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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投资策略 

行业观点：60%的医药上市公司发布业绩预告，净利润增长与下降公司数量占比与往年一致。截止

2 月 23 日，A 股一共有 194 家医药公司发布业绩预告，占所有医药上市公司数量的 60%。其中 30

家公司亏损，与 2018 年亏损公司数量持平。194 家公司里，净利润同比增长的有 124 家，其中 24

家为扭亏；同比下降的有 58 家，其中 24 家为首亏；业绩不确定的有 2 家。净利润增长和下降的公

司占比与往年趋势一致。 

疫情跟踪：多个省份单日新增 0 病例，疫情持续好转。截止 2020 年 2 月 22 日，我国现存确诊新冠

病毒患者 51606 例，现存疑似患者 4148 例，累计出院 22888 例，累计死亡 2442 例。随着越来越

多的病例治愈，过去一周里，现存病例数量呈加速下降的趋势。近一周，全国每日新增的确诊/疑似

病例数量呈现下降趋势。其中湖北省外每日新增病例数量持续下降，2 月 22 日，省外新增确诊病例

数量下降到 18 例。在湖北省外，各地政策指引也从防控疫情为首要任务逐渐转向防控疫情的同时兼

顾复工，预计从下周开始，疫情控制良好的省份，复功率将有明显上升。 

投资策略：兼顾业绩与未来，建议关注景气细分领域高增长标的。纵观医药行业各领域，受政策影

响的负面影响小，并且业绩增速较高的细分领域包括：CXO、疫苗、IVD、细分领域医疗器械、部

分特色原料药企业、龙头医疗服务企业、药店等。年报即将发布，估值切换后这些标的性价比也相

应提高，建议积极关注。 

我们认为接下来，市场将进入理性期。受疫情影响，大多数行业一季度业绩预计并不理想。医药是

少数业绩受影响较小的行业，预计将成为追求相对收益公募基金的避险板块。目前医药在公募基金

中的持仓占比为历史中位水平，并未显著超配，尚有提升空间。因此我们仍然建议积极关注医药板

块。具体的标的选择上，我们仍然延续创新产业链、影像诊断产业链和消费型专科连锁医疗三条主

线的选股思路。创新产业链标的，建议关注药石科技、凯莱英、科伦药业、药明康德、海辰药业；

医学影像产业链建议关注核医学龙头东诚药业和碘造影剂龙头司太立、北陆药业；医疗消费升级赛

道，建议关注口腔产业链企业通策医疗、正海生物、美亚光电，以及玻尿酸龙头企业华熙生物。 

 

二、 行业要闻荟萃 

2.1 60%的医药上市公司发布业绩预告，净利润增长与下降公司数量占比与往
年一致 

截止 2 月 23 日，A 股一共有 194 家医药公司发布业绩预告，占所有医药上市公司数量的 60%。其

中 30 家公司亏损，与 2018 年亏损公司数量持平。194 家公司里，净利润同比增长的有 124 家，其

中 24 家为扭亏；同比下降的有 58 家，其中 24 家为首亏；业绩不确定的有 2 家。净利润增长和下

降的公司占比与往年趋势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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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1 历年盈利和亏损的 A 股医药上市公司数量及占比 图表2 归属母公司净利润同比增长和下降的医药上市公
司数量占比 

  

资料来源：WIND，平安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WIND，平安证券研究所 

 

2.2 新型冠状病毒疫情进展：多个省份单日新增 0 病例，疫情持续好转 

截止 2020 年 2 月 22 日，我国现存确诊新冠病毒患者 51606 例，现存疑似患者 4148 例，累计出院

22888 例，累计死亡 2442 例。随着越来越多的病例治愈，过去一周里，现存病例数量呈加速下降的

趋势。 

图表3 全国疫情确诊/疑似病例数量趋势图 图表4 全国疫情累计治愈/死亡病例数量 

  

资料来源：卫健委，平安证券研究所 

注：2月9日之前是累计病例数量，2月9日及之后为现存病例数量 

资料来源：卫健委，平安证券研究所 

近一周，全国每日新增的确诊/疑似病例数量呈现下降趋势。其中湖北省外每日新增病例数量持续下

降，2 月 22 日，省外新增确诊病例数量下降到 18 例。 



 

 

 

 

生物医药·行业周报 

请务必阅读正文后免责条款  4 / 7 

 

图表5 全国疫情每日新增确诊/疑似病例数量 图表6 全国疫情每日新增确诊病例数量 

  

资料来源：卫健委，平安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卫健委，平安证券研究所 

点评：过去一周里，湖北省外单日新增病例数量仅有 2 日超过 100 例，多个省份出现单日新增 0 病

例，37 个城市现存确诊患者归零，说明我国疫情发展持续好转。在湖北省外，各地政策指引也从防

控疫情为首要任务逐渐转向防控疫情的同时兼顾复工，预计从下周开始，疫情控制良好的省份，复

功率将有明显上升。 

 

2.3 美国 FDA 发布《2019 年仿制药办公室年度报告》 

2019 年，FDA 批准或暂时批准了 ANDA1014 件，其中首仿药 107 件，复杂仿制药 110 件。仿制药

约占美国所有处方药购买量的 90％。2018 年，来自仿制药的市场竞争为医疗保健系统节省了约 2930

亿美元。最后，FDA 声明，将继续尽一切努力确保美国人能够获得负担得起的高质量仿制药。 

点评：由于大量专利药品到期，2019 年成为历史上 FDA 单年批准仿制药数量最多的年份。再加上

美国的政策鼓励企业申报仿制药，从而促进市场竞争，降低药品费用。我们国家对仿制药市场的改

革方向也是向着美国模式靠拢，未来通过一致性评价、带量采购等方式推动仿制药市场朝着低价高

质量的方向发展。 

 

2.4 FDA 批准新型降脂药 Nexletol 上市 

2 月 21 日，Esperion 公司宣布 FDA 批准其 Nexletol 片剂上市，辅助饮食和最大耐受剂量他汀用于

治疗成人杂合子型家族性高胆固醇血症患者，或者用于需要进一步降低 LDL-C 的动脉粥样硬化性心

血管疾病患者。Nexletol 是自 2002 年以来批准的首个每日 1 次口服非他汀类降 LDL-C 药物。 

点评：他汀类是目前最常用的降脂药，该药对大部分高血脂患者具有良好效果。但有部分患者即使

服用最大剂量他汀类药物，仍不能将血脂降到理想范围内；另一部分患者不能耐受他汀类药物的副

作用。美国大概存在以上两类患者 1800 万人，该药具有广阔的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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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行情回顾 

上周医药板块上涨 1.64%，同期沪深 300 指数上涨 4.06%；申万一级行业所有板块均上涨，医药行

业在 28 个行业中排名第 26 位；医药子行业有涨有跌，其中涨幅最大的是化学原料药，上涨 5.49%，

跌幅最大的是生物制品，下跌 0.59%。 

图表7 医药行业 2019 年下半年以来市场表现 图表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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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止 2020 年 2 月 21 日，医药板块估值为 38.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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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0.96%，高于历史均值 55.45%。 

图表9 医药板块各子行业 2019 年下半年以来市场表现 图表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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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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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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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0004.SZ 国农科技 61.01 1 688166.SH 博瑞医药 -19.64 

2 603079.SH 圣达生物 37.60 2 688068.SH 热景生物 -12.05 

3 300406.SZ 九强生物 21.42 3 688278.SH 特宝生物 -11.70 

4 002940.SZ 昂利康 19.80 4 300636.SZ 同和药业 -11.48 

5 300497.SZ 富祥股份 19.46 5 600721.SH *ST 百花 -11.13 

6 002349.SZ 精华制药 17.59 6 600521.SH 华海药业 -10.61 

7 300558.SZ 贝达药业 17.02 7 603229.SH 奥翔药业 -10.28 

8 603387.SH 基蛋生物 17.01 8 600161.SH 天坛生物 -10.19 

9 300573.SZ 兴齐眼药 15.99 9 002252.SZ 上海莱士 -10.12 

10 002821.SZ 凯莱英 15.66 10 600200.SH 江苏吴中 -9.21 

11 603987.SH 康德莱 15.52 11 688266.SH 泽璟制药 -8.05 

12 300725.SZ 药石科技 14.95 12 300294.SZ 博雅生物 -7.58 

13 300396.SZ 迪瑞医疗 12.71 13 688399.SH 硕世生物 -6.81 

14 300702.SZ 天宇股份 12.48 14 300204.SZ 舒泰神 -6.15 

15 300485.SZ 赛升药业 12.31 15 600796.SH 钱江生化 -5.96 

资料来源：WIND、平安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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