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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_Summary]  

投资要点： 

 本周行情 

本周，申万医药生物板块上涨 0.73%，沪深 300 指数下跌 2.28%，跑赢

沪深 300 指数 3.01%，涨跌幅在申万 28 个一级子行业中排名 4 位。六个

子板块有涨有跌，其中医药商业和化学制药板块涨幅较大，分别上涨

4.01%和 2.31%，医疗器械和医疗服务板块跌幅居前，分别下跌 0.72%和

1.63%。截止 2020 年 3 月 24 日，申万医药生物板块剔除负值情况下，

整体 TTM 估值为 36.30 倍，相对于剔除银行股后全部 A 股的估值溢价率

为 88.87%。个股涨跌方面，一心堂、仙琚制药和新诺威涨幅居前，振德

医疗、尚荣医疗和阳普医疗跌幅居前。 

 行业要闻 

3 月 18 日，康希诺新冠肺炎疫苗完成首例接种，几乎与国外疫苗研究同

步；3 月 18 日，豪森 1 类新药「甲磺酸阿美替尼片」正式获批上市；3

月 18 日，国家医保局宣布第二批国采 4 月份启动，企业不晚于 6 月份供

货；3 月 23 日，国务院新闻办公室表示连花清瘟、血必净等成为治疗新

冠肺炎的“三药三方”中国方案；国外疫情发展较为严重，我国严控境外

反向输入病例。 

 投资策略 

本周，医药行业涨幅居上游，国内疫情逐渐被控制，前期涨幅较多的防护

概念个股调整较大，正如我们之前所述，目前防护类标的多是博弈性机会，

建议谨慎把握。而伴随着海外疫情日趋严重，原料药市场可能因为供给不

足带来价格的攀升，建议投资者适当关注。短期来看，各个公司陆续发布

年报，建议关注基本面扎实、行业逻辑和业绩都优秀的个股；长期来看，

虽然疫情对大部分医药企业一季度需求有所影响，但因为医药是刚需，这

部分需求只是延后而不是消失，建议逢低关注优质龙头企业。结合当下我

们认为，在药品降价的大逻辑下，创新依旧是行业永恒的主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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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元

（60038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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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迈克生物（30046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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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部市场风险；一季报受影响较大；药物研发不达预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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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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73%，沪深 300 指数下跌 2.28%，跑赢沪深 300

指数 3.01%，涨跌幅在申万 28 个一级子行业中排名 4 位。六个子板块有涨有跌，

其中医药商业和化学制药板块涨幅较大，分别上涨 4.01%和 2.31%，医疗器械和

医疗服务板块跌幅落后，分别下跌 0.72%和 1.63%。截止 2020 年 3 月 24 日，

申万医药生物板块剔除负值情况下，整体 TTM 估值为 36.30 倍，相对于剔除银

行股后全部 A 股的估值溢价率为 88.87%。个股涨跌方面，一心堂、仙琚制药和

新诺威涨幅居前，振德医疗、尚荣医疗和阳普医疗跌幅居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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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心堂 23.19% 振德医疗 -25.47% 

仙琚制药 18.87% 尚荣医疗 -24.42% 

新诺威 16.75% 阳普医疗 -22.33% 

奥翔药业 16.51% 三鑫医疗 -22.21% 

花园生物 16.15% 海特生物 -19.76% 

以岭药业 13.66% 奥美医疗 -19.57% 

昂利康 13.66% 东方生物 -15.81% 

东北制药 13.27% 翰宇药业 -15.73% 

科华生物 13.26% 未名医药 -14.60% 

精华制药 12.76% 博腾股份 -14.27% 

资料来源：wind，渤海证券研究所 

2. 行业要闻 

2.1 国内外疫苗研究几乎同步,康希诺新冠肺炎疫苗完成

首例接种 

3 月 18 日，康希诺生物与军事科学院军事医学研究院生物工程研究所联合开发的

重组新型冠状病毒疫苗（腺病毒载体）「Ad5-nCoV」已经通过了临床研究注册

审评，获批进入临床试验。国内外新冠肺炎疫苗的研究几乎同步进行。3 月 16

日，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称，生物科技公司 Moderna 公司针对新型冠状病毒的试

验性疫苗已开始首次人体测试，该实验是一项 I 期临床试验，预计在 6 周内招募

45 名 18 至 55 岁的健康的志愿者，第一位受试者于当天接种了疫苗。 

资料来源：Insight 数据库 

2.2 豪森 1 类新药「甲磺酸阿美替尼片」正式获批，全

球第 2 个三代 EGFR-TKI 创新药 

3 月 18 日，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NMPA）批准江苏豪森药业集团有限公司自主

研发 1 类创新药阿美乐®（甲磺酸阿美替尼片）上市，用于「既往经表皮生长因

子受体（EGFR）酪氨酸激酶抑制剂（TKI）治疗进展，且 T790M 突变阳性的局

部晚期或转移性非小细胞肺癌（NSCLC）成人患者」的治疗。阿美乐®（甲磺酸

阿美替尼片）是全球第二个三代 EGFR-TKI 创新药，也是全球首个中位无进展

生存期（mPFS）超过 1 年（二线使用）的三代 EGFR-TKI。阿美乐®的获批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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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给临床医生提供强效、安全和可及的新型选择，为更多晚期 NSCLC 患者带

来长期、高质量生存的希望。 

资料来源：Insight 数据库 

2.3 第二批国采 4 月份启动，企业不晚于 6 月份供货 

3 月 18 日，国家医保局发布《关于积极稳妥推进第二批国家组织药品集中采购结

果落地的函》，要求 4 月份全面启动集采中选结果，部分受疫情影响严重的省份

可推迟或分地区启动，影响严重企业不晚于 6 月份供货。同时要求做好“4+7”

城市试点期满后与全国扩围的衔接工作。9 月底前，综合医改试点省份要率先探

索对未纳入国家集采的药品和高值医用耗材开展带量采购，其他省份也要积极跟

进。 

资料来源：医药云端工作室 

2.4 连花清瘟、血必净等，成为治疗新冠肺炎的“三药三

方”中国方案 

3 月 23 日下午，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在武汉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中医药防治新冠

肺炎的重要作用及有效药物并答记者问。国家中医药局党组书记余艳红表示，此

次新冠肺炎疫情，在早期没有特效药、没有疫苗的情况下，总结中医药治疗病毒

性传染病规律和经验，深入发掘古代经典名方，结合临床实践，形成了中医药治

疗新冠肺炎的诊疗方案和中西医结合的“中国方案”，筛选出金花清感颗粒、连

花清瘟胶囊、血必净注射液和清肺排毒汤、化湿败毒方、宣肺败毒方等有明显疗

效的“三药三方”为代表的一批有效方药。 

资料来源:医药云端工作室 

2.5 国外疫情发展较为严重，我国严控境外反向输入病例 

截止 3 月 24 日 18 时，全球累计确诊 378743 例，现存确诊 261361 例。国外疫

情发展情况较为严重，意大利累计确诊 64378 例，现存确诊 50869 例，死亡 6077

例，现存确诊人数居全球第一。3 月 24 日，意大利贝加莫市长称，该市 75%的

患者未确诊已死在家中。美国累计确诊 46371 例，现存确诊 45583 例，死亡 6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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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现存确诊人数居全球第二。受疫情影响，泰国总理宣布 26 日起，全国进入

紧急状态。此外，由于境外疫情较为严重，众多华人纷纷回国，我国境外输入病

例达 427 例，对此要坚决做好疫情反向输入的防控工作。 

资料来源：渤海证券研究 

3.公司公告 

【杰特生物】李慧伦女士因工作调整的原因辞去监事职务，辞职后将继续在公司

任职。 

【泰合健康】公司聘任黄明良先生担任公司总裁。 

【爱朋医疗】公司全资子公司爱普科学仪器（江苏）有限公司获得医疗器械注册

证。 

【安科生物】公司新型冠状病毒检测产品获得欧盟 CE 认证。 

【华森制药】公司铝碳酸镁咀嚼片获得药品补充申请注册批件。 

【诚意药业】公司药品盐酸氨基葡萄糖胶囊通过仿制药一致性评价。 

【卫信康】全资子公司内蒙古白医制药股份有限公司获得多种微量元素注射液药

品注册批件。 

【英科医疗】新加坡子公司 Intco Medical Singapore PTE. LTD.完成注册登记。 

【京新药业】公司以自有资金出资 12000 万元人民币在山东省潍坊市投资设立全

资子公司“山东京新药业有限公司”。 

【以岭药业】公司全资子公司以岭万洲国际制药有限公司制剂产品获得美国 FDA

批准文号。 

【山大华特】任年峰先生因工作调动，辞去董事长、董事及在董事会担任的专业

委员会职务，其辞职后将不在公司担任任何职务。 

【白云山】公司全资子公司广州白云山奇星药业有限公司收到药品再注册批件。 

【中源协和】公司持股 5%以上股东嘉道成功于 2020 年 3 月 20 日将质押给北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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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信托股份有限公司的 1,300,000 股公司有限售条件流通股在中国证券登记结

算有限责任公司办理完成解除质押手续。 

【康恩贝】公司药品布洛芬颗粒通过仿制药一致性评价。 

【中国医药】全资子公司海南通用三洋药业有限公司药品瑞舒伐他汀钙胶囊通过

仿制药一致性评价。 

【博雅生物】全资孙公司江西博雅欣和制药有限公司获得高新技术企业证书。 

【*ST 百花】全资孙公司南京西默思博检测技术有限公司获得高新技术企业证书。 

【恒瑞医药】公司药品加巴喷丁胶囊通过仿制药通过仿制药一致性评价。 

【康辰药业】公司获得高新技术企业证书。 

【人民同泰】艾士武先生因退休原因申请辞去公司副总经理职务，辞职后其不再

担任公司的任何职务；张金维女士因个人原因申请辞去公司总会计师职务，辞职

后其不再担任公司的任何职务。 

【华森制药】公司同意聘任 Yuxun Wang 先生担任公司副总经理、首席科学官，

主管公司研发工作，主要负责公司创新药板块能力建设，快速形成符合公司发展

特色的创新药研发管线。该职务为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任期自公司董事会审议通

过之日起，至第二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 

【益佰制药】因个人原因，代远富先生申请辞去公司财务负责人职务，辞去该职

务后，不在公司担任其他职务。同意聘任蒋先洪先生为公司财务负责人。 

【白云山】公司分公司广州白云山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广州白云山化学制药厂

和广州白云山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白云山制药总厂收到药品再注册批件。 

【翰宇药业】公司药品依替巴肽注射液获得美国 FDA 注册批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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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投资策略 

本周，医药行业涨幅居上游，国内疫情逐渐被控制，前期涨幅较多的防护概念个

股调整较大，正如我们之前所述，目前防护类标的多是博弈性机会，建议谨慎把

握。而伴随着海外疫情日趋严重，原料药市场可能因为供给不足带来价格的攀升，

建议投资者适当关注。短期来看，各个公司陆续发布年报，建议关注基本面扎实、

行业逻辑和业绩都优秀的个股；长期来看，虽然疫情对大部分医药企业一季度需

求有所影响，但因为医药是刚需，这部分需求只是延后而不是消失，建议逢低关

注优质龙头企业。结合当下我们认为，在药品降价的大逻辑下，创新依旧是行业

永恒的主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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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元（60038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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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迈克生物（30046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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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部市场风险；一季报受影响较大；药物研发不达预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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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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