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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_IndustryData] 

行业数据（Y20M03） 

累计产品销售收入（亿元） 5,018.7 

 累计产品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8.9% 

 累计利润总额（亿元） 614.1 

 累计利润总额同比增长 -15.7% 

 

[Table_QuotePic] 近 6 个月行业指数与沪深 300 比较 

-15.00%

-10.00%

-5.00%

0.00%

5.00%

10.00%

15.00%

20.00%

19-11 19-12 20-01 20-02 20-03 20-04 20-05

医药生物(申万) 沪深300

 

 

 

[Table_Author] 分析师：  魏赟 

Tel:  021-53686159 

E-mail:  weiyun@shzq.com 

SAC 证书编号：S0870513090001 

 研究助理：  黄施齐 

Tel： 021-53686139 

E-mail： huangshiqi@shzq.com 

SAC 证书编号：S0870119030007 
 

[Table_Summary] 

 主要观点 

行业要闻： 

1）李克强主持召开领导小组会议要求落实核酸和抗体检测措施，

吸纳第三方检测机构参与；2）9 省市跨省医用耗材带量采购结果，价

格最高降 84%；3）福建省将对 5 类医用耗材进行带量采购。 

上市公司公告： 

1）华大基因：新型冠状病毒核酸检测产品被列入为世界卫生组织

应急使用清单；2）恒瑞医药：子宫内膜异位症治疗药物获批临床试验；

3）以岭药业：连花清瘟胶囊获得新加坡注册批文。 

最新观点： 

上周医药生物行业指数上涨 2.97%，跑赢沪深 300 指数 1.67 个百

分点，涨幅最大的是化学制剂板块（+4.14%），涨幅最小的是医药商

业板块（+1.55%）。近日，多省市发布了医用耗材带量采购文件，意

味着耗材带量采购工作陆续在全国推进。借鉴药品集采经验，短期内

降价会对企业业绩构成压制，但从长期来看，行业集中度将提升，具

备成本优势和丰富产品管线的企业有望受益于行业整合，并推动企业

转型高端器械发展。此外，疫情暴露了我国高端医疗器械生产能力不

足的问题，因此，除控费政策落地外，还将有望推进“医药新基建”

政策，其中具备研发能力及相关产品储备的医疗器械企业将有望受益

于政策红利，包括迈瑞医疗等。此外，伴随我国疫情进入防控常态化

阶段，各级医院需做好核酸检测能力建设，然而由于基层医疗机构在

相关设备和人才储备较为短缺，需要引入第三方检测机构落实政策，

因此，在市场认可度提升及与医疗机构合作进一步紧密的环境下，我

们认为相关第三方检测行业有望得到快速发展，已具备一定品牌知名

度的连锁企业将受益于行业景气度提升，包括金域医学、迪安诊断等。 

 风险提示 

政策推进不及预期风险；药品质量风险；疫情加剧风险等。 

 数据预测与估值 
  

重点关注股票业绩预测和市盈率 

公司名称 股票代码 股价 
EPS PE 

PBR 投资评级 
19A 20E 21E 19A 20E 21E 

康龙化成 300759 64.40 0.69  0.89  1.20  93.49  72.13  53.89  17.08  增持 

爱尔眼科 300015 46.80 0.45  0.57  0.76  105.14  82.26  61.41  22.49  增持 

健友股份 603707 60.33 0.83  1.15  1.52  72.97  52.63  39.70  15.46  谨慎增持 

迈瑞医疗 300760 266.21 3.85 4.68 5.63 69.14  56.92  47.31  18.38  谨慎增持 

资料来源：上海证券研究所 股价数据为 2020 年 5 月 08 日 

  

 
增持 ——维持 

证券研究报告/行业研究/行业动态 

 日期：2020 年 05 月 12 日 

耗材带量采购逐步落地 

龙头企业受益于整合红利 

         ——医药生物行业周报 

 行业：医药生物 

  



行业动态                                                       

请务必阅读尾页重要声明                                 2 
 

 

一、行业观点 

上周医药生物行业指数上涨 2.97%，跑赢沪深 300 指数 1.67 个

百分点，较上周末绝对估值和估值溢价率均有所上升，细分板块中，

涨幅最大的是化学制剂板块（+4.14%），涨幅最小的是医药商业板

块（+1.55%）。近日，多省市发布了医用耗材带量采购的相关文件，

意味着耗材带量采购工作正式落地，未来将陆续在全国范围推进，

伴随带量采购进入医用耗材领域，借鉴药品集采经验，我们认为，

短期内降价会对企业业绩构成压制，但从长期来看，行业整体集中

度将持续提升，具备成本优势和丰富产品管线的优质企业将有望受

益于行业整合，包括。同时，为提升业绩表现，耗材的带量采购将

有望推动具备研发能力的企业对中高端医疗器械发展进行转型，带

动我国医疗器械行业的创新发展。此外，此次疫情中暴露了我国在

隔离病房、ICU 病房以及高端医疗器械生产能力不足的问题，引起

了人们的关注。此前习近平主席在考察新冠肺炎防控科研攻关工作

时指出，要加快提高疫病防控和公共卫生领域战略科技力量和战略

储备能力。要加快补齐我国高端医疗装备短板，加快关键核心技术

攻关，突破技术装备瓶颈，实现高端医疗装备自主可控。我们认为，

除了医保控费政策落地外，今年开始还将有望对医药行业推进“新

基建”政策，加大对中高端医疗器械设备的开发投入以及医院应对

公共卫生紧急事件的能力。因此，在后疫情环境下，具备研发能力

的相关医疗器械生产企业将有望受益于政策红利，利好其业绩表

现，包括迈瑞医疗等。虽然医疗器械板块近期已表现出相对较好的

收益，但由于目前疫情仍在全球范围内持续加剧，防控产品的需求

仍然持续提升然而国外产能尚未恢复，因此，相关医疗器械企业（包

括设备生产以及核酸检测）业绩将有望持续增长，支撑其估值，行

业景气度仍将提升。此外，伴随企业学校复工复课，我国疫情进入

防控常态化阶段，为降低由无症状感染者和境外输入患者引发的聚

集性感染等风险，要求各级医院做好核酸检测能力建设，然而由于

目前基层医疗机构在相关设备和人才储备上较为短缺，因此需要引

入第三方检测机构落实“四早”政策，在市场的认可度提升及与医

疗机构合作进一步紧密的环境下，我们认为相关第三方检测行业将

有望得到快速发展，其中已具备一定品牌知名度的连锁企业将更受

益于行业景气度提升，有望进入发展快车道，包括金域医学、迪安

诊断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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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一周行情回顾 

板块行情 

上周医药生物行业指数上涨 2.97%，跑赢沪深 300 指数 1.67 个

百分点。各子行业中，化学制剂上涨 4.14%，医疗器械上涨 3.76%，

医疗服务上涨 2.76%，中药上涨 2.39%，生物制品上涨 2.23%，化

学原料药上涨 1.87%，医药商业上涨 1.55%，从市场资金流向来看，

8 个板块呈资金净流入，20 个板块呈资金净流出，其中资金净流入

较大的有食品饮料、家用电器和国防军工板块，资金净流出较大的

有房地产、建筑装饰和银行等板块。 

 

图 1 行业指数周涨跌幅排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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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Wind 上海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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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医药生物指数周涨跌幅 图 3 医药生物子板块周涨跌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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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Wind 上海证券研究所 数据来源：Wind 上海证券研究所 

 

上周医药生物绝对估值为 60.74 倍（历史 TTM_整体法），相对

于沪深 300 的估值溢价率为 396.62%，较上周末绝对估值和估值溢

价率均有所上升，估值溢价率仍处于近十年的历史高位水平。 

 

图 4 医药生物近期绝对估值（历史 TTM_整体法） 图 5 医药生物板块近期估值溢价率（历史 TTM_

整体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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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Wind 上海证券研究所 数据来源：Wind 上海证券研究所 

 

个股行情 

上周医药生物板块有 242 只股票上涨，48 只股票下跌。涨幅较

大的有安科生物、丰原药业和众生药业等，跌幅较大的有 ST 恒康、

博济医药和 ST 交昂等。 

 

表 1 个股涨跌幅排行 

跌幅榜 5 日涨跌幅（%） 涨幅榜 5 日涨跌幅（%） 

*ST 恒康 -14.04  安科生物 17.30  

博济医药 -8.89  丰原药业 14.99  

*ST 交昂 -8.45  众生药业 14.04  

亚太药业 -7.39  以岭药业 12.75  

赛升药业 -6.11  人福医药 11.21  

英科医疗 -5.08  美诺华 1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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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腾股份 -3.69  九安医疗 10.71  

圣济堂 -2.60  山东药玻 10.28  

宜华健康 -2.59  透景生命 9.44  

*ST 生物 -2.51  迪瑞医疗 9.32  

数据来源：Wind 上海证券研究所 

*剔除部分新股和次新股 

 

三、一周新闻回顾及上市公司重要公告摘要 

行业要闻： 

李克强主持召开领导小组会议要求落实核酸和抗体检测措施，

吸纳第三方检测机构参与 

5 月 07 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中央应对新冠

肺炎疫情工作领导小组组长李克强主持召开领导小组会议。会议指

出，目前全国许多省份中小学已有序复学复课，部分高校学生开始

返校。要压实地方和学校责任，做好中小学复学后疫情防控，强化

学校相关人员防疫知识培训，加大对条件相对薄弱学校改善卫生基

础设施和防疫物资配备支持力度。各高校要针对学生跨区域返校、

集中住宿、教室和食堂等场所人员密集等情况，制定细化防控方案，

做好防疫物资保障。建立健全各类学校教职工和学生健康状况监测

报告制度，按要求落实核酸和抗体检测、隔离观察等措施，切实做

到“四早”。以科学精准防控推动复学复课。要进一步集中力量重

点攻关，加快提高核酸检测能力，尤其是推进检测时间短、且无需

实验室的核酸快速检测设备生产扩能，加大政策、审评审批等支持，

协调帮助重点企业解决生产扩能中的困难。加快组织移动方舱实验

室生产，吸纳更多具备条件的第三方检测机构参与核酸检测。伴随

核酸检测常态化，相关生产企业业绩将有望持续受益。此外，通过

吸纳第三方检测机构参与，有望提高第三方实验室的市场认可度，

从而进一步推动行业的发展，利好相关企业的渠道完善和市场布

局，对其未来业绩造成积极影响。 

 

9 省市跨省医用耗材带量采购结果，价格最高降 84% 

5 月 10 日，为切实减轻患者的负担，降低医用耗材价格，京津

冀在内的 9 省市医保部门组成了采购联盟，通过带量采购的方式，

对人工晶体、心脏支架等在手术中使用量较大、价格相对昂贵的医

用耗材实现以量换价。今日（9 日）首批人工晶体类眼科耗材集中

带量采购会在天津举行。在九地的共同努力下，25 家人工晶体竞价

企业的 172 个产品，1.4 万个规格的产品通过资质审核。这些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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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北京同仁医院、天津市眼科医院等京津冀三地 9 所医疗机构权威

临床专家的指导下完成了产品分组和采购标。本次晶体带量采购达

31.39 万片，年采购金额达 9.34 亿元。最终，13 个竞争组中，有 25

个产品确定为拟中选产品，与联合采购地区医疗机构原采购价相

比，平均降幅达 54.21%，最高降幅为 84.73%，据初步测算，执行

新的中选结果后，联合采购地区医疗机构可节约采购费用 3.85 亿

元，降价效果明显。此外，后期心脏支架等医用耗材陆续采取集中

带量采购方式，惠及百姓。此次意味着高值耗材联合带量采购工作

正式落地，未来将有望在全国范围推进，伴随带量采购进入高值耗

材领域，借鉴药品集采经验，我们认为，短期内降价会对企业业绩

构成压制，但从长期来看，行业整体集中度将持续提升，具备成本

优势及产品丰富的优质企业将有望受益。 

 

福建省将对 5 类医用耗材进行带量采购 

5 月 09 日，福建省医保局发布公开征求《福建省医用耗材集中

带量采购文件（征求意见稿）》意见的通知。通知提出，将对心脏

支架、人工关节、留置针、超声刀、镇痛泵等 5 类医用耗材进行带

量采购。其中，心脏支架预计采购 2.62 万个（永久涂层类型采购

1.46 万个，涂层可降解类型采购 1.16 万个）；人工关节预计采购

3.83 万个（人工全髋关节采购 2.63 万个，人工膝关节采购 1.2 万个）；

密闭式静脉留置针将采购 950.69 万个；超声刀采购 2.4 万个；镇痛

泵将采购 29.85 万个。 

 

行业公司公告： 

华大基因：新型冠状病毒核酸检测产品被列入为世界卫生组织

应急使用清单 

5 月 11 日，公司发布公告，宣布其新型冠状病毒核酸检测产品

于近日被列入为世界卫生组织应急使用清单。目前，全球共 5 家企

业的新型冠状病毒检测产品在 WHO 应急使用清单之列，公司的检

测试剂盒是率先入围 WHO EUL 的中国企业产品。截至目前，公司

该检测产品主要获得了中国、欧洲、美国、日本、澳大利亚、新加

坡、加拿大等国家的认证和准入。有利于进一步提升公司的国际竞

争力，在全球范围内助力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工作，

利好公司业绩成长。 

 

恒瑞医药：子宫内膜异位症治疗药物获批临床试验 

5 月 09 日，公司发布公告，宣布其 SHR7280 药品最近收到了

国家药监局核准签发的《临床试验通知书》，即将开展临床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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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R7280 是一种口服小分子 GnRH 受体拮抗剂，可以阻断内源性

GnRH 与 GnRH 受体的结合，抑制黄体生成素和卵泡刺激素等促性

腺激素的合成和释放，降低睾酮和雌二醇等性激素水平，治疗包括

子宫内膜异位症在内的激素依赖性疾病。目前，共有两款同类药物

已上市，其中艾伯维开发的同类产品恶拉戈利于 2018 年在美国获

批上市销售；日本武田和 Aska 制药以及 Myovant Science 共同开发

的瑞卢戈利于 2019 年在日本获批上市，经查询，Orilissa 和 Relumina

的 2019 年全球销售额约为 12,200 万美元。此外，ObsEva 公司开发

的 GnRH 受体拮抗剂 Linzagolix，正在开展治疗子宫内膜异位症和

子宫肌瘤的Ⅲ期临床研究。 

 

以岭药业：连花清瘟胶囊获得新加坡注册批文 

5 月 07 日，公司发布公告，宣布其连花清瘟胶囊获得新加坡注

册批文。公司的连花清瘟产品是国家基本药物目录和国家医保目录

（甲类）品种，主要用于感冒、流感相关疾病的治疗。连花清瘟产

品先后多次被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列入感冒、流感

相关疾病诊疗方案。2020 年连花清瘟胶囊/颗粒被列为国家卫生健

康委和国家中医药管理局联合发布的《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诊

疗方案》（试行第四/五/六/七版）推荐用药。2020 年 4 月 12 日，国

家药品监督管理局批准连花清瘟胶囊/颗粒在原批准适应症的基础

上，增加“新型冠状病毒肺炎轻型、普通型”的新适应症。2019 年

度，公司连花清瘟产品实现营业收入 17.03 亿元，占公司总营业收

入的 29.24%。2020 年一季度，连花清瘟产品实现营业收入 15.42 亿

元，占公司总营业收入的 66.07%。本次连花清瘟胶囊获得新加坡中

成药注册批文，标志着公司具备了在新加坡市场以药品身份销售该

产品的资格，对公司拓展海外市场带来积极影响。截止目前，连花

清瘟胶囊已在中国的香港地区、澳门地区和巴西、印度尼西亚、加

拿大、莫桑比克、罗马尼亚、泰国、厄瓜多尔分别以“中成药”、“药

品”、“植物药”、“天然健康产品”、“食品补充剂”、“现代植物药”、

“天然药物”等身份注册获得上市许可。 

 

四、行业观点与投资建议 

我们对未来一段时期医药行业的增长仍然持乐观态度：1）国

内老龄化加速、医药消费具有刚需性质，医药行业的需求仍然旺盛，

人们对优质医疗资源的追求并没有改变，且对高端产品和服务的需

求持续增加；2）审评审批制度改革、仿制药一致性评价、“两票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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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一票制”、带量采购等近 5 年医药政策精准调控下的供给侧改

革，使医药行业在存量市场的结构调整和创新驱动的行业的增量发

展中稳步前行，行业集中度不断提升，龙头企业强者恒强，创新呈

现繁荣景象，产业环境越来越好。建议重点关注药品、生物药及医

疗器械领域创新及创新产业链、医疗服务和药品零售子版块。 

上周医药生物行业指数上涨 2.97%，跑赢沪深 300 指数 1.67 个

百分点，较上周末绝对估值和估值溢价率均有所上升，细分板块中，

涨幅最大的是化学制剂板块（+4.14%），涨幅最小的是医药商业板

块（+1.55%）。近日，多省市发布了医用耗材带量采购的相关文件，

意味着耗材带量采购工作正式落地，未来将陆续在全国范围推进，

伴随带量采购进入医用耗材领域，借鉴药品集采经验，我们认为，

短期内降价会对企业业绩构成压制，但从长期来看，行业整体集中

度将持续提升，具备成本优势和丰富产品管线的优质企业将有望受

益于行业整合。同时，为提升业绩表现，耗材的带量采购将有望推

动具备研发能力的企业对中高端医疗器械发展进行转型，带动我国

医疗器械行业的创新发展。此外，此次疫情中暴露了我国在隔离病

房、ICU 病房以及高端医疗器械生产能力不足的问题，引起了人们

的关注。此前习近平主席在考察新冠肺炎防控科研攻关工作时指

出，要加快提高疫病防控和公共卫生领域战略科技力量和战略储备

能力。要加快补齐我国高端医疗装备短板，加快关键核心技术攻关，

突破技术装备瓶颈，实现高端医疗装备自主可控。我们认为，除了

医保控费政策落地外，今年开始还将有望对医药行业推进“新基建”

政策，加大对中高端医疗器械设备的开发投入以及医院应对公共卫

生紧急事件的能力。因此，在后疫情环境下，具备研发能力的相关

医疗器械生产企业将有望受益于政策红利，利好其业绩表现，包括

迈瑞医疗等。虽然医疗器械板块近期已表现出相对较好的收益，但

由于目前疫情仍在全球范围内持续加剧，防控产品的需求仍然持续

提升然而国外产能尚未恢复，因此，相关医疗器械企业（包括设备

生产以及核酸检测）业绩将有望持续增长，支撑其估值，行业景气

度仍将提升。此外，伴随企业学校复工复课，我国疫情进入防控常

态化阶段，为降低由无症状感染者和境外输入患者引发的聚集性感

染等风险，要求各级医院做好核酸检测能力建设，然而由于目前基

层医疗机构在相关设备和人才储备上较为短缺，因此需要引入第三

方检测机构落实“四早”政策，在市场的认可度提升及与医疗机构

合作进一步紧密的环境下，我们认为相关第三方检测行业将有望得

到快速发展，其中已具备一定品牌知名度的连锁企业将更受益于行

业景气度提升，有望进入发展快车道，包括金域医学、迪安诊断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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