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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射剂一致性评价正式拉开序幕，近 6000 亿市场迎来变局。5月 14日，

国家药监局发布《关于开展化学药品注射剂仿制药质量和疗效一致性评价

工作的公告》。CDE官网同步发布了《化学药品注射剂仿制药质量和疗效

一致性评价技术要求》、《化学药品注射剂仿制药质量和疗效一致性评价技

术要求》、《化学药品注射剂（特殊注射剂）仿制药质量和疗效一致性评价

技术要求》三份技术文件正式稿。标志我国注射剂一致性评价正式拉开序

幕。注射剂一致性评价强调安全性评价，评价重点在辅料、包材、工艺等

方面，除了脂质体、纳米粒等特殊剂型以外，大多数注射剂均无需进行

BE 试验，因此总体成本低于口服制剂的一致性评价。处方升级涉及到辅

料升级、包材（玻璃瓶）升级、过滤耗材及器械升级。据米内网数据，注

射剂在我国样本城市公立医院用药的份额超过 60%，2018 年公立医疗机

构终端化药注射剂销售规模达 5882 亿元，参考口服制剂，这部分市场将

迎来终端格局剧变。2019 年，PDB 样本医院注射剂市场规模为 1561 亿

元，2012-2019年，复合增速为 6.3%。2019年销售规模前十的注射剂为：

人血白蛋白、氯化钠、紫杉醇、地佐辛、美罗培南、曲妥珠单抗、头孢哌

酮舒巴坦、人免疫球蛋白、聚乙二醇化重组人粒细胞集落刺激因子、哌拉

西林他唑巴坦。2019 年注射剂产品销售规模前十的企业为：恒瑞医药、

罗氏、辉瑞、扬子江、齐鲁、赛诺菲、正大天晴、豪森、默沙东、拜耳。

目前 CDE发布的参比制剂中涉及的注射剂品种超过 600个，已有 153个

注射剂品种递交一致性评价补充申请，其中 33 个品种过评，除普利制药

的阿奇霉素外，其余均为视同通过（新 4 类）。申报注射剂一致性评价的

企业中，按照申报数量排名前五企业包括：科伦药业、扬子江药业、齐鲁

制药、中国生物制药、恒瑞医药。关于注射剂一致性评价，建议关注的公

司包括相关辅料公司、CRO公司、以及申报品种较多的注射剂公司。 

 投资策略：聚焦创新产业链和医疗服务领域。随着疫情过去，生产生活回

归正轨，近期进入政策频出时期。注射剂一致性评价正式开始，第三轮带

量采购即将启动，医保支付标准预计也将出台。本月底即将召开两会，会

上医疗卫生领域的建设将可能成为热点话题，同时国家也可能趁此机会出

台鼓励医疗卫生领域建设的重磅政策。建议遵循医药中长期创新逻辑选

股，具体包括：1）创新药产业链，CRO/CMO/CDMO领域的标的包括凯

莱英、药石科技、泰格医药；加大创新药平台投入的科伦药业、丽珠集团

等。2）高端医学影像产业链，受益于大型设备配置证松绑，尤其是相关

显影剂耗材将持续充分受益，重点推荐核医学龙头东诚药业和碘造影剂龙

头司太立；3）医疗消费升级赛道，包括口腔医疗、眼科、医美、体检等

医疗服务及相关设备耗材领域，关注通策医疗、爱尔眼科、美年健康、正

海生物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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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业要闻荟萃：1）国家药监局发布注射剂一致性评价新规；2）第三轮国家集采即将开始；3）医保

局发文规范政务服务流程；4）医保局将公开全国最低中标价。 

 行情回顾： 

A股：上周 A股医药板块上涨 0.51%，同期沪深 300指数下跌 1.28%；申万一级行业中 8个板块上

涨，20 个板块下跌，医药行业在 28个行业中排名第 6位；医药子行业有涨有跌，其中涨幅最大的

是医疗服务，上涨 2.28%，跌幅最大的是医药商业，下跌 2.43%。 

港股：上周港股医药板块上涨 4.80%，同期恒生指数下跌 1.79%；WIND一级行业中 4个板块上涨，

7个板块下跌，医药行业在 11个行业中排名第 1位；医药子行业有涨有跌，其中涨幅最大的是香港

医疗保健技术，上涨 12.30%，跌幅最大的是香港医疗保健提供商与服务，下跌 3.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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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业观点与投资策略 

注射剂一致性评价正式拉开序幕，近 6000 亿市场迎来变局。5月 14日，国家药监局发布《关于开

展化学药品注射剂仿制药质量和疗效一致性评价工作的公告》。CDE 官网同步发布了《化学药品注

射剂仿制药质量和疗效一致性评价技术要求》、《化学药品注射剂仿制药质量和疗效一致性评价技术

要求》、《化学药品注射剂（特殊注射剂）仿制药质量和疗效一致性评价技术要求》三份技术文件正

式稿。标志我国注射剂一致性评价正式拉开序幕。注射剂一致性评价强调安全性评价，评价重点在

辅料、包材、工艺等方面，除了脂质体、纳米粒等特殊剂型以外，大多数注射剂均无需进行 BE 试

验，因此总体成本低于口服制剂的一致性评价。处方升级涉及到辅料升级、包材（玻璃瓶）升级、

过滤耗材及器械升级。据米内网数据，注射剂在我国样本城市公立医院用药的份额超过 60%，2018

年公立医疗机构终端化药注射剂销售规模达 5882亿元，参考口服制剂，这部分市场将迎来终端格局

剧变。2019年，PDB样本医院注射剂市场规模为 1561亿元，2012-2019年，复合增速为 6.3%。

2019年销售规模前十的注射剂为：人血白蛋白、氯化钠、紫杉醇、地佐辛、美罗培南、曲妥珠单抗、

头孢哌酮舒巴坦、人免疫球蛋白、聚乙二醇化重组人粒细胞集落刺激因子、哌拉西林他唑巴坦。2019

年注射剂产品销售规模前十的企业为：恒瑞医药、罗氏、辉瑞、扬子江、齐鲁、赛诺菲、正大天晴、

豪森、默沙东、拜耳。目前 CDE 发布的参比制剂中涉及的注射剂品种超过 600 个，已有 153 个注

射剂品种递交一致性评价补充申请，其中 33个品种过评，除普利制药的阿奇霉素外，其余均为视同

通过（新 4类）。申报注射剂一致性评价的企业中，按照申报数量排名前五企业包括：科伦药业、扬

子江药业、齐鲁制药、中国生物制药、恒瑞医药。关于注射剂一致性评价，建议关注的公司包括相

关辅料公司、CRO公司、以及申报品种较多的注射剂公司。 

投资策略：聚焦创新产业链和医疗服务领域。随着疫情过去，生产生活回归正轨，近期进入政策频

出时期。注射剂一致性评价正式开始，第三轮带量采购即将启动，医保支付标准预计也将出台。本

月底即将召开两会，会上医疗卫生领域的建设将可能成为热点话题，同时国家也可能趁此机会出台

鼓励医疗卫生领域建设的重磅政策。建议遵循医药中长期创新逻辑选股，具体包括：1）创新药产业

链，CRO/CMO/CDMO领域的标的包括凯莱英、药石科技、泰格医药；加大创新药平台投入的科伦

药业、丽珠集团等。2）高端医学影像产业链，受益于大型设备配置证松绑，尤其是相关显影剂耗材

将持续充分受益，重点推荐核医学龙头东诚药业和碘造影剂龙头司太立；3）医疗消费升级赛道，包

括口腔医疗、眼科、医美、体检等医疗服务及相关设备耗材领域，关注通策医疗、爱尔眼科、美年

健康、正海生物等。 

 

 

 

 

 

 

 

 

 

 

 



 

 

 

 

生物医药·行业周报 

请务必阅读正文后免责条款  4 / 6 

 

二、 行业要闻荟萃 

2.1国家药监局发布注射剂一致性评价新规 

5月 14日，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正式发布了《关于开展化学药品注射剂仿制药质量和疗效一致性评

价工作的公告》，明确提出注射剂需进行一致性评价。 

点评：本公告标明注射剂一致性评价正式拉开序幕。注射剂在我国样本城市公立医院用药的份额超

过 60%，大品种注射剂存在生产厂家众多，竞争激烈，质量参差不齐的情况。注射剂一致性评价启

动后，随之而来的将是相应药品的带量采购，将对我国注射剂仿制药市场的市场规模的竞争格局造

成重大影响。预计药品质量将明显提高，同时行业集中度也将进一步提高。 

 

2.2第三轮国家集采即将开始 

5 月 15 日，上海医药集中招标采购事务管理所召开会议，会议内容主要与国家集采相关工作有关，

此次会议的召开可能预示着新一轮集采已经进入筹备阶段。 

点评：除了部分省份和个别产品以外，第二批带量采购已于 4 月开始执行。原预期第三轮集采将在

上半年开始，受到疫情影响稍有推后，目前正式新一轮集采开始准备的时间。截止 5月 2日，共有

664个药品（840个受理号）通过一致性评价，前两轮合计集采不到 60个品种，尚有大量已通过一

致性评价但未集采的品种，为新一轮集采提供了充足的选择。  

 

2.3医保局发文规范政务服务流程 

5 月 12 日，国家医保局发布《关于印发全国医疗保障经办政务服务事项清单的通知》，对跟医保相

关的各项服务流程及办理时限进行规范，8月份开始实施。 

点评：根据改文件，办事时限有明显缩短，整体压缩比例超过 50%；逾 30%服务事项缩减量达 25

个工作日，近 40%服务事项缩减量达 15-20 个工作日，最大缩减量达 30 个工作日。即时办结的为

12项，占比达 46%；5-20个工作日办结事项为 9项，占比为 35%；30个工作日以内办结的为 5项，

占比为 19%。其中该明确定点医药机构（含医疗机构、零售药店）费用结算办理时限不超过 30 个

工作日。有望解决定点医药机构医保费用结算滞后问题，降低医疗机构和产业链的资金流压力。 

 

2.4 医保局将公开全国最低中标价 

近日，医保局发布关于征求《医疗保障信息平台药品和医用耗材招采管理业务流程规范》意见的函，

该文件明确构建全国统一的医保信息系统。 

点评：据国家医保局层面表示，各省医保信息系统一直存在三方面不足：标准不统一、数据不互认；

系统分割、难以共享；区域封闭、孤岛现象突出，不利于医保改革。将过去分散在多个部门下面的

医保信息工作接手过来，构建全国统一的医保信息系统势在必行。首当其冲的就是共享各省招标信

息，统一公布药品和耗材的中标价，便于其他省份在进行采购时参考，推进全国价格联动，为医保

节省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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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A股医药板块行情回顾 

上周 A股医药板块上涨 0.51%，同期沪深 300指数下跌 1.28%；申万一级行业中 8个板块上涨，20

个板块下跌，医药行业在 28个行业中排名第 6位；医药子行业有涨有跌，其中涨幅最大的是医疗服

务，上涨 2.28%，跌幅最大的是医药商业，下跌 2.43%。 

截止 2020年 5月 15日，医药板块估值为 42.9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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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1.22%，高于历史均值 56.22%。 

 

四、  港股医药板块行情回顾 

上周港股医药板块上涨 4.80%，同期恒生指数下跌 1.79%；WIND 一级行业中 4 个板块上涨，7个

板块下跌，医药行业在 11个行业中排名第 1位；医药子行业有涨有跌，其中涨幅最大的是香港医疗

保健技术，上涨 12.30%，跌幅最大的是香港医疗保健提供商与服务，下跌 3.40%。 

截止 2020年 5月 15日，医药板块估值为 32.76倍（TTM，整体法剔除负值），对于全部 H股的估

值溢价率为 165.00%，低于历史均值 176.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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