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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报告  

<<医药板块表现强劲，关注优质细分赛

道>> 2020-06-22 

<<疫情反复，建议关注检测、疫苗、防护

细分赛道>> 2020-06-15 

<<加大卫生建设投入，市场需求规模增

加>> 2020-06-08 
  

疫情和政策双重催化，医药行业高景气

持续 
——医药周报2020年第25期 

 

截至 2020 年 6 月 24 日，申万医药生物指数报收 10,935.35 点，累计上涨 1.09%，

涨跌幅排名第六名，跑赢沪深 300 指数 0.11 个百分点。 

6 月 23 日，湖北省医疗保障局公布了《关于报送第三批国家组织药品集中采

购品种范围相关采购数据的通知》，要求各医疗机构填报，并鼓励定点零售药

店和定点社会办医疗机构自愿填报。同时，还提出“医保资金结余留用”“医

保基金预付”等激励政策，提高医保基金使用效率。文件中还公布了第三批国

家组织药品集中采购数据清单，总共涉及 86 个品规。由此可见，第三批带量

采购即将实施，带量采购将是今年下半年医改的重点方向之一。 

对于整个医药行业，短期来看，全球疫情拐点尚未到来，国内进入常态化防控

阶段，海外疫情持续蔓延，医药刚需属性明显，疫情环境下比较优势持续，个

人防护、核酸检测、治疗药品等疫情相关需求持续。 

中期来看，首先，疫情充分暴露国内卫生应急体系不足，医疗资源仍有较大缺

口，疫情后周期公共卫生补短板已开启，国家及地方层面针对检测能力提升、

ICU 床位建设、医院建设等均出台各类规划，国内即将进入新一轮医疗设备采

购周期，医疗器械板块尤其医疗设备相关企业有望持续受益；其次，第三次全

国药品集采、国家层面高值耗材带量采购试点、新一轮医保目录谈判、首批注

射剂一致性评价获批及注射剂集采等政策大概率下半年先后落地，政策整体推

进速度未受到明显影响，建议关注产品竞争格局良好、存国产替代预期、市场

份额有望提升相关个股；第三，结合国企改革三年行动相关政策落地时间及疫

情下国企营收下滑、地方政府隐性债务化解压力上升等实际情况，国企改革存

提速预期，相关医药企业有望提升营运效率，改善盈利能力，迎来新一轮发展

机遇。 

长期来看，创新成驱动产业发展的核心动力，国内政策持续加码创新，科创板、

新三板精选层推出进一步拓宽创新企业融资渠道，在政策+资本支持下，国内

企业创新转型加速，创新持续高景气，长期看好创新产业链。 

 

 市场回顾：截至 2020 年 6 月 24 日，上证综指报收 2979.55 点，单周（2020
年 6 月 19 日至 2020 年 6 月 24 日）累计上涨 0.4%，中小板指数累计上涨

1.98%，创业板指数累计上涨 2.72%。申万一级行业中，电子涨幅最高，

单周涨幅达 3.15%。申万医药生物指数报收 10,935.35 点，累计上涨 1.09%，

涨跌幅排名第六名，跑赢沪深 300 指数 0.11 个百分点。申万一级医药生

物行业市盈率（TTM，整体法，剔除负值）为 50.64 倍，较上周有所上涨，

高于 2010 年以来的均值 37.29 倍。申万一级医药生物行业相对于沪深 300
的 12.38 倍 PE 的估值溢价率为 308.97%，与上周相比上涨 3.73 个百分点，

比 2010 年以来的均值 214.07%高 94.90 个百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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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业动态：（1）湖北省医疗保障局发布关于报送第三批国家组织药品集

中采购品种范围相关采购数据的通知（湖北省医疗保障局）（2）国药中

生北京所新冠灭活疫苗 I/II 期临床揭盲 

 公司公告：【海普瑞】：公司正在进行申请公开发行境外上市外资股（H
股），并申请在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主板挂牌上市的相关工作，公司

已在香港联交所网站刊登了本次发行聆讯后资料集。【九州通】：公司发

布员工持股计划（草案）摘要，本员工持股计划包括首期员工持股计划和

中长期员工持股计划（2021-2022）两部分，总规模不超过 4,336.45 万股，

约占本员工持股计划草案公告日公司股本总额的 2.31%。【天士力】：公

司拟分拆所属子公司天士力生物医药股份有限公司至科创板上市；公司及

其间接控制的天津善祺、天津致臻、天津瑞展、天津瑞臻、天津瑾祥和天

津晟隆等 6 家合伙企业 1 拟向重庆医药出售天士营销 99.9448%股权，交

易完成后，上市公司不再持有天士营销股权。 

 重点推荐标的：海普瑞（002399）、九州通（600998）、金域医学（603882）、
昭衍新药（603127）、正海生物（300653）、美诺华（603538）、凯普生

物（300639）、海尔生物（688139）、澳柯玛（600336）、中科美菱（835892）、
华北制药（600812）。 

 风险提示：政策风险、市场估值风险，研发失败风险、药品质量等突发事

件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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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主要观点 

1.1 周观点 

截至 2020 年 6 月 24 日，上证综指报收 2979.55 点，单周（2020 年 6 月 19 日至 2020 年 6
月 24 日）累计上涨 0.4%，中小板指数累计上涨 1.98%，创业板指数累计上涨 2.72%。申

万一级行业中，电子涨幅最高，单周涨幅达 3.15%。申万医药生物指数报收 10,935.35 点，

累计上涨 1.09%，涨跌幅排名第六名，跑赢沪深 300 指数 0.11 个百分点。细分行业方面，

所有子行业均上涨。其中，医疗服务板块单周涨幅最大，单周上涨 2.93%，其次为生物制

品板块，单周上涨 1.82%。个股表现上，国药股份单周涨幅达 28.36%，居行业涨幅榜首

位。此外, 正川股份, 恒康医疗, 明德生物涨幅居前，分别上涨 17.65%、15.97%和 14.68%。

天目药业单周下跌 14.39%，居行业跌幅榜首位。此外, 老百姓, 西藏药业跌幅相对较大。 

疫情方面，根据卫健委统计，截至 2020 年 6 月 27 日，全国累计报告确诊病例 83500 例，

累计死亡病例 4634 例，累计治愈出院病例 78451 例，单日新增确诊病例 17 例，其中境

外输入病例 3 例，本土病例 14 例。累计收到港澳台地区通报确诊病例 1690 例。其中，

香港特别行政区 1197 例（出院 1095 例，死亡 7 例），澳门特别行政区 46 例（出院 45
例），台湾地区 447 例（出院 435 例，死亡 7 例）。目前新冠病毒全球持续蔓延，根据

WHO 公布，截至 6 月 27 日，全球累计确诊数超过 965 万例，累计死亡数达 49.11 万例，

美国、巴西、俄罗斯等国确诊数排名靠前，也门共和国、法国、比利时等国病死率居前。 

图 1：全球 COVID-19 确诊数量 

 
资料来源：WHO，长城证券研究所，截至 2020 年 6 月 27 日 

6 月 23 日，湖北省医疗保障局公布了《关于报送第三批国家组织药品集中采购品种范围

相关采购数据的通知》，要求各医疗机构填报，并鼓励定点零售药店和定点社会办医疗

机构自愿填报，规定各地医疗机构于 7 月 1 日 17：00 前完成填报，地市医保部门于 7 月

3 日 17：00 前完成审核和上报。同时，还提出“医保资金结余留用”“医保基金预付”

等激励政策，提高医保基金使用效率。文件中还公布了第三批国家组织药品集中采购数

据清单，总共涉及 86 个品规，包括阿莫西林、布洛芬、二甲双胍等品种，其中此前流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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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撤标的碳酸氢钠和二甲双胍等再次纳入本次集采。由此可见，第三批带量采购即将实

施，带量采购将是今年下半年医改的重点方向之一。 

2020 年下半年即将开启，上半年的新冠疫情为医药行业带来结构性机会，在复盘今年上

半年二级市场的情况，医药行业领跑全市场，截至 6 月 21 日，申万医药生物指数自年初

起累计上涨 35.33%，在全部申万一级行业中排名第一，跑赢沪深 300 指数 35.28 个百分

点。板块估值方面，医药生物板块整体市盈率（历史 TTM_整体法）为 50X，已创 2016
年以来的新高，板块内部估值分化明显，医疗服务估值高达 114 X，明显高于其他子板块，

而医药商业估值仅为 22X 左右。基金持仓方面，2020Q1 基金医药股持仓比例 14.46%，

创近五年以来新高，预计 2020Q2 大概率更高。 

短期来看，全球疫情拐点尚未到来，国内进入常态化防控阶段，海外疫情持续蔓延，医

药刚需属性明显，疫情环境下比较优势持续，个人防护、核酸检测、治疗药品等疫情相

关需求持续，建议关注 IVD 及 ICL 板块，推荐凯普生物（300639）、金域医学（603882）
等。 

中期来看，首先，疫情充分暴露国内卫生应急体系不足，医疗资源仍有较大缺口，疫情

后周期公共卫生补短板已开启，国家及地方层面针对检测能力提升、ICU 床位建设、医

院建设等均出台各类规划，国内即将进入新一轮医疗设备采购周期，医疗器械板块尤其

医疗设备相关企业有望持续受益，建议关注迈瑞医疗（300760）、海尔生物（688139）、

澳柯玛（600336）、万东医疗（600055）等；其次，第三次全国药品集采、国家层面高

值耗材带量采购试点、新一轮医保目录谈判、首批注射剂一致性评价获批及注射剂集采

等政策大概率下半年先后落地，政策整体推进速度未受到明显影响，建议关注产品竞争

格局良好、存国产替代预期、市场份额有望提升相关个股；第三，结合国企改革三年行

动相关政策落地时间及疫情下国企营收下滑、地方政府隐性债务化解压力上升等实际情

况，国企改革存提速预期，相关医药企业有望提升营运效率，改善盈利能力，迎来新一

轮发展机遇，建议关注华北制药（600812）、卫光生物（002880）等。 

长期来看，创新成驱动产业发展的核心动力，国内政策持续加码创新，科创板、新三板

精选层推出进一步拓宽创新企业融资渠道，在政策+资本支持下，国内企业创新转型加速，

创新持续高景气，长期看好创新产业链，建议关注海普瑞（002399）、昭衍新药（603127）、
凯莱英（002821）等。 

1.2 投资组合 

表 1：长城医药推荐股票组合 
推荐公司 推荐理由 
海普瑞 原料药业务反转预期明确，高端制剂出口快速增长可期，创新药储备丰富 
九州通 拓展 FBBC 全产业链电商模式，总代理事业部等新业务快速发展，盈利能

力提升 
金域医学 子公司扭亏为盈，已逐步贡献业绩，第三方检验市场空间巨大 
昭衍新药 规模扩张，毛利率和净利率逐年上升，将受益于国家创新药政策，长期业

绩增长可期 
美诺华 优质特色原料药企业，新产能投放+大客户开拓+一体化进程加速，推动公

司业绩高成长 
凯普生物 HPV 检测龙头，二线产品耳聋等相关检测产品迅速放量，业绩有望持续高

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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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荐公司 推荐理由 
海尔生物 高壁垒细分赛道，切合生物安全自主可控、重大疫情防控体系完善、药品

安全主题，行业需求有望集中释放 澳柯玛 
中科美菱 
华北制药 国企混改预期，疫苗业务被低估，1 类创新药狗抗研发成功 

资料来源：长城证券研究所 

1.3 报告汇总 

表 2：长城医药近期报告汇总 
时间 报告题目 
2020-06-09 推进医药购销体系改革，促进医药产业健康发展——关于纠正不正之风政

策点评 
2020-05-18 正式文件落地，注射剂一致性评价开启——注射剂一致性评价点评 
2020-05-12 首个跨省联盟高耗带量采购落地，高值耗材集采进程加速——“3+N”联

盟人工晶体类高值耗材联合带量采购点评 
2020-05-11 疫情后周期迎来新机遇，政策延续性支撑创新高景气——医药行业 2019

年和 2020 年一季报总结 
2020-05-06 毛利率持续提升，创新转型稳步推进——海普瑞（002399）2019 年年报和

2020 年一季报点评 
2020-04-30 Q1 业绩表现靓丽，现金流大幅好转——九州通（600998）2019 年年报和

2020 年一季报点评 
2020-04-29 Q1 业绩保持增长，盈利能力持续提升——金域医学（603882）2019 年年

报和 2020 年一季报点评 
资料来源：长城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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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市场回顾 

2.1 市场涨跌情况 

截至 2020 年 6 月 24 日，上证综指报收 2979.55 点，单周（2020 年 6 月 19 日至 2020 年 6
月 24 日）累计上涨 0.4%，中小板指数累计上涨 1.98%，创业板指数累计上涨 2.72%。申

万一级行业中，电子涨幅最高，单周涨幅达 3.15%。申万医药生物指数报收 10,935.35 点，

累计上涨 1.09%，涨跌幅排名第六名，跑赢沪深 300 指数 0.11 个百分点。 

图 2：上周申万一级行业指数涨跌幅情况 

 
资料来源：Wind，长城证券研究所 

细分行业方面，所有子行业均上涨。其中，医疗服务板块单周涨幅最大，单周上涨 2.93%，

其次为生物制品板块，单周上涨 1.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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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上周申万医药生物二级行业指数涨跌幅情况 

 
资料来源：Wind，长城证券研究所 

概念指数方面，基因检测指数、生物疫苗指数、智慧医疗指数、医药电商指数和民营医

药指数上涨；其中，基因检测指数涨幅最大，涨幅为 1.99%，其次为生物疫苗指数、智慧

医疗指数和医药电商指数，分别上涨 1.88%、1.16%和 0.94%。 

图 4：上周医药生物板块主要概念指数涨跌幅情况 

 
资料来源：Wind，长城证券研究所 

个股表现上，上周申万医药行业企业有 117 家上涨，161 家下跌。国药股份单周涨幅达

28.36%，居行业涨幅榜首位。此外, 正川股份, 恒康医疗, 明德生物涨幅居前，分别上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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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65%、15.97%和 14.68%。天目药业单周下跌 14.39%，居行业跌幅榜首位。此外, 老百

姓, 西藏药业跌幅相对较大。 

 

 

表 3：申万医药生物板块周涨幅前十名、后十名个股 
股票简称 周涨幅（%） 股票简称 周跌幅（%） 

国药股份 28.36 天目药业 -14.39 
正川股份 17.65 老百姓 -8.96 
恒康医疗 15.97 西藏药业 -8.65 
明德生物 14.68 紫鑫药业 -8.37 
奥翔药业 14.60 灵康药业 -7.15 
戴维医疗 14.35 龙津药业 -6.52 
马应龙 13.37 哈药股份 -6.46 
贝达药业 13.18 福安药业 -6.02 
利德曼 12.56 宝莱特 -5.89 
乐心医疗 12.19 赛升药业 -5.68 

资料来源：Wind，长城证券研究所 

2.1 行业估值与溢价 

截至 2020 年 6 月 24 日，申万一级医药生物行业市盈率（TTM，整体法，剔除负值）为

50.64 倍，较上周有所上涨，高于 2010 年以来的均值 37.29 倍。 

申万一级医药生物行业相对于沪深 300 的 12.38 倍 PE 的估值溢价率为 308.97%，与上周

相比上涨 3.73 个百分点，比 2010 年以来的均值 214.07%高 94.90 个百分点。 

图 5：医药生物行业估值和溢价率（TTM，整体法，剔除负值） 

 
资料来源：Wind，长城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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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行业方面，截至 2020 年 6 月 24 日，医疗服务估值最高，达 117.19 倍，其次为医疗器

械和生物制品，估值分别为 73.50 倍和 67.38 倍，中药和医药商业板块估值仍相对较低。 

 

 

 

图 6：医药生物板块及各子行业估值（TTM，整体法，剔除负值）   

 

  

资料来源：Wind，长城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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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行业动态 
（1）湖北省医疗保障局发布关于报送第三批国家组织药品集中采购品种范围相关采购数

据的通知（湖北省医疗保障局） 

6 月 23 日，湖北省医疗保障局公布了《关于报送第三批国家组织药品集中采购品种范围

相关采购数据的通知》，要求各医疗机构填报，并鼓励定点零售药店和定点社会办医疗

机构自愿填报，规定各地医疗机构于 7 月 1 日 17：00 前完成填报，地市医保部门于 7 月

3 日 17：00 前完成审核和上报。同时，还提出“医保资金结余留用”“医保基金预付”

等激励政策，提高医保基金使用效率。文件中还公布了第三批国家组织药品集中采购数

据清单，总共涉及 86 个品规，包括阿莫西林、布洛芬、二甲双胍等品种，其中此前流标

或撤标的碳酸氢钠和二甲双胍等再次纳入本次集采。由此可见，第三批带量采购即将实

施，带量采购将是今年下半年医改的重点方向之一。 

（2）国药中生北京所新冠灭活疫苗 I/II 期临床揭盲（中国生物） 

6 月 28 日，国药集团中国生物北京生物制品研究所研制的新冠病毒灭活疫苗Ⅰ/Ⅱ期临床

试验盲态审核暨阶段性揭盲会在北京、河南两地同步举行，是在 6 月 16 日武汉生物制品

研究所研制的新冠病毒灭活疫苗 I/II 期临床试验揭盲后，中国生物新冠灭活疫苗临床研究

获得的又一重要数据。 

此次临床试验为随机、双盲、安慰剂对照的 I/II 期临床研究。4 月 27 日，该新冠灭活疫

苗获得临床试验批件，I/II 期临床试验在河南省商丘县同步启动。在河南省疾病预防控制

中心的主导下，临床试验现场克服了疫情带来的重重困难，如期获得新冠灭活疫苗 2 针

接种后的安全性和免疫原性数据，为我国新冠疫苗研发提供了科学、可评价的临床研究

数据。 

此次研究旨在评价新冠灭活疫苗在 18-59 岁健康受试者中，按照低、中、高剂量和 0,14
天、0,21 天和 0,28 天不同程序接种后的安全性和免疫原性，重点关注疫苗接种后的细胞

免疫变化情况，探索了疫苗接种的免疫程序、免疫剂量、安全性、免疫原性及体内抗体

水平的变化趋势。截至目前，I/II 期临床研究受试者共 1120 人，已全部完成 2 针次接种。

相关专家表示，疫苗接种后显现了良好的安全性和免疫原性，接种疫苗组受试者均产生

高滴度抗体。参考既往同类产品，结合已有人体数据，初步提示本次研发的新冠疫苗安

全有效。 

此外，北京生物制品研究所已经建成了全国首个、唯一的高等级生物安全生产设施，投

入使用后新冠疫苗产能将达到年产 1.2 亿剂，这也是目前全球最大的新冠灭活疫苗生产车

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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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上市公司重要公告 
批件与证书 

【亚太药业】：公司于近日收到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下发的药品注册受理通知书，产品

名称为枸橼酸莫沙必利颗粒。 

【上海医药】：公司的“注射用 LT3001”临床试验申请获得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受理。 

【博瑞医药】：公司的恩替卡韦原料药收到了欧洲药品质量管理局签发的 CEP（欧洲药

典适用性认证）证书。 

【信立泰】：公司收到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核准签发的盐酸乐卡地平片《药品注册批件》。 

【金城医药】：公司收到全资子公司北京金城泰尔制药有限公司的通知，其获得了国家

药品监督管理局下发的药品补充申请批件。经审查，金城泰尔申报的富马酸比索洛尔胶

囊（5mg、10mg）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的有关规定，批准修订说明书相

关内容。 

【凯利泰】：公司于近日获得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颁发的可弯曲椎体扩张球囊导管 III 类
《医疗器械注册证》（国械注准 20203040556）。该产品经审查，符合医疗器械市场准入

规定，准许注册，有效期至二〇二五年六月八日。 

【兴齐眼药】：公司收到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核准签发的环孢素滴眼液（Ⅱ）《药品注

册批件》。 

【艾德生物】：公司与阿斯利康制药有限公司签署了市场推广协议。公司自主研发的人

类 BRCA1 基因和 BRCA2 基因突变检测试剂盒（可逆末端终止测序法）产品及相关诊断

方案委托阿斯利康在中国大陆特定区域（即除公司直销团队及经销商服务的客户之外）

推广。 

【康恩贝】：公司控股子公司浙江金华康恩贝生物制药有限公司收到国家药品监督管理

局颁发的关于复方磺胺甲噁唑片的《药品补充申请批件》，该药品通过仿制药一致性评

价；公司发布关于浙江省国资委同意省国贸集团收购本公司控股权的批复暨公司控制权

拟变更的进展公告。 

【莱美药业】：近日，公司收到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核准签发的注射用甲泼尼龙琥珀酸

钠《药品注册批件》。 

【复星医药】：公司收到中国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印发的《接受注册通知书》（中市

协注[2020]MTN677 号）。 

【迪瑞医疗】：公司于近日收到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知识产权局颁发的一种溶液搅拌

混匀方法的《发明专利证书》。 

【利德曼】：公司全资子公司北京阿匹斯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的两项新型冠状病毒检测产

品新型冠状病毒（SARS-CoV-2）核酸检测试剂盒（PCR-荧光探针法）与新型冠状病毒

IgM/IgG 抗体检测试剂盒（胶体金法）于近日完成了欧盟 CE 认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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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陆药业】：公司取得北京市药品监督管理局核准签发的关于公司产品的 3 个药品枸

橼酸铁铵泡腾颗粒、枸橼酸铁铵泡腾颗粒和钆喷酸葡胺的再注册批件。 

【健友股份】：公司产品米力农注射液于 2020 年 06 月 23 日被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药品

审评中心纳入拟优先审评品种公示名单，现已正式纳入优先审评程序。 

【复星医药】：公司控股子公司上海复星医药产业发展有限公司收到《受理通知书》，

其获许可的 RT002用于中重度眉间纹治疗获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临床试验注册审评受理；

2020 年 6 月 24 日，复宏汉霖与 Accord 签订《Amendment to License Agreement》，双方

就新增该产品许可规格及相应里程碑付款安排及销售提成比例调整等达成一致。 

【益佰制药】：公司收到贵州省药品监督管理局下发的《省药品监管局关于同意贵州益

佰制药股份有限公司“白芍配方颗粒”等 124个品种进入临床研究的函》（黔药监函［2020］
349 号），同意公司白芍配方颗粒等 124 个品种进入临床研究。 

【欧普康视】：公司于近日收到安徽省药品监督管理局换发的《医疗器械生产许可证》，

许可证编号：皖食药监械生产许 20150064 号。 

 

重大事项 

【海思科】：公司首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预留授予完成，本次限制性股票授予的激励

对象为 38 人，登记数量为 92 万股，占本次授予登记前公司总股本的 0.0857%，本次授予

的限制性股票上市日期为 2020 年 06 月 23 日。 

【英科医疗】：公司于 2019 年 8 月 16 日公开发行了可转换公司债券，截至 2020 年 6 月

19 日，“英科转债”累计转股数额达到转股前公司已发行股份总额的 10%。 

【天士力】：公司拟分拆所属子公司天士力生物医药股份有限公司至科创板上市；公司

及其间接控制的天津善祺、天津致臻、天津瑞展、天津瑞臻、天津瑾祥和天津晟隆等 6
家合伙企业 1 拟向重庆医药出售天士营销 99.9448%股权，交易完成后，上市公司不再持

有天士营销股权。 

【恩华药业】：公司于 2020 年 6 月 22 日实施完成了 2019 年度权益分派方案，根据《2018
年度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的有关规定，公司 2018 年度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

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回购价格由 8.93 元/股调整为 8.83 元/股。 

【亿帆医药】：公司 2019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第一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

售条件已经成就，符合解除限售条件的激励对象共计 198 名，可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

数量为 863.10 万股，占公司目前总股本的 0.70%。 

【北陆药业】：公司于 2020 年 6 月 22 日召开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六次、第七届监事

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与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预案（修订稿）的相关议案。 

【双林生物】：新疆德源生物工程有限公司已将其下属部分单采血浆站委托临时由公司

设置并向其供浆事宜，获得了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员会的批复。现双方拟进一

步就合作浆站供浆机制、押金设置等事项进行约定，现双方本着平等自愿、互利共赢、

诚实信用原则，公司与新疆德源拟签订《供浆合作协议》。 

【未名医药】：公司全资子公司北大未名（合肥）生物制药有限公司根据战略布局发展

需要，决定设立 CDMO 项目上海研发与生产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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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河药辅】：公司与淮南经济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于 2020 年 6 月 23 日签署了《新

型药用辅料系列生产基地项目投资协议书》，双方经友好协商，就公司在安徽省淮南市

经开区投资建设新型药用辅料系列生产基地的相关事项达成合作共识。 

【海普瑞】：公司正在进行申请公开发行境外上市外资股（H 股），并申请在香港联合

交易所有限公司主板挂牌上市的相关工作，公司已在香港联交所网站刊登了本次发行聆

讯后资料集。 

【泰格医药】：公司收到了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出具的《关于核准杭州泰格医药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发行境外上市外资股的批复》。 

【奥美医疗】：公司与民生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共同发起设立的民生奥美大健康

产业基金（枝江）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完成了工商设立登记手续，并取得了枝江市市

场监督管理局出具的营业执照。 

【鲁抗医药】：公司拟与山东新华制药股份有限公司及其他投资人共同出资成立“北方

健康医疗大数据科技有限公司”。 

【鲁抗医药】：公司于 2020 年 6 月 23 日召开了第九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临时）会议，

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山东鲁抗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的议案》。 

【基蛋生物】：公司发布了对外投资设立产业投资基金的进展公告，博富投资已按照相

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完成工商注册登记手续，并取得南京市江北新区管理委员会行政审批

局颁发的营业执照。 

【金城医药】：近日，公司与湖南慧泽生物医药科技有限公司签署《战略合作框架协议》，

双方本着平等协商、优势互补、合作共赢的原则，就药物研发技术服务缔结长期战略层

面的 CDMO 合作伙伴关系。 

【益丰药房】：2020 年 6 月 24 日，公司、募集资金存放银行、保荐机构中信证券股份有

限公司与四家建设实施方医药公司在长沙分别签署了募集资金专户存储四方监管协议。 

【康德莱】：公司发布 2020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结果公告。本次股权激励计

划授予登记的限制性股票共计 519.000 万股。 

【热景生物】：公司已于 2020 年 6 月 23 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第二届监

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剩余超募资金投资建设“全场景免疫诊断仪

器、试剂研发与制造中心项目”的议案》，该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科伦药业】：公司拟将其控股子公司伊犁川宁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分拆至深圳证券

交易所创业板上市。本次分拆上市完成后，公司的股权结构不会发生变化，且仍将维持

对川宁生物的控股权。 

 

增减持及股本变动 

【凯普生物】：公司接到公司实际控制人、董事、常务副总经理王建瑜女士的通知，获

悉王建瑜女士于 2020 年 6 月 19 日以自有资金通过大宗交易的方式增持了公司股份共计

550,000 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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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兴齐眼药】：公司审议通过了《关于拟投资设立全资子公司的议案》。为满足公司战

略发展需要，加快产业布局，进一步丰富产品管线，增强公司的综合竞争力，公司拟在

温州设立全资子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2,000 万元。 

【贝达药业】：公司与 Agenus Inc.达成合作，以自有资金支付 Agenus 1500 万美元的首

付款，同时通过贝达投资（香港）有限公司以 2000 万美元现金认购 Agenus 增发的股份，

贝达药业取得在中国（包括香港、澳门和台湾）区域内单用或联用治疗除膀胱内给药外

的所有肿瘤学和非肿瘤学适应症的独家开发并商业化 Balstilimab（PD-1 抗体）和

Zalifrelimab（CTLA-4 抗体）的权利。 

【通化金马】：公司拟向苏州工业园区德信义利投资中心（有限合伙）、北京圣泽洲投

资控股有限公司支付现金购买其合计持有的鸡西鸡矿医院有限公司 85%股权、双鸭山双

矿医院有限公司 85%股权。 

【老百姓】：公司拟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发行数量不超过 8,529,997 股（含 8,529,997
股），未超过本次发行前公司总股本的 30%，发行价格为 70.34 元/股，募集资金总额不

超过 60,000.00 万元（含 60,000.00 万元），发行对象为林芝腾讯科技有限公司。 

【天宇股份】：公司 2020 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发行对象不超过 35 名，采用竞价

方式，本次发行股票数量不超过 13,000,000 股（含），未超过本次发行前公司总股本的

30%，发行对象认购的股份自发行结束之日起六个月内不得转让，拟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

90,000.00 万元（含）。 

【未名医药】：公司于 2020 年 6 月 22 日召开的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控股子公司资产结构调整暨股权划转的议案》，公司将全资子公司未名生物医药

有限公司持有的天津未名生物医药有限公司 60.57%股权划转给公司，资产结构调整暨股

权划转完成后，公司将直接持有天津未名 60.57%的股权。 

【浙江医药】：公司拟转让子公司浙江昌海制药有限公司 6.474025%的股权给绍兴益元生

物医药合伙企业（有限合伙），转让价格为 2050 万元。 

【欧普康视】：公司与四川省中医药大健康产业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四川商投资本股权

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于 2020 年 6 月 24 日在安徽省合肥市签订了合作意向书。各方拟

共同出资设立产业基金“四川药投欧普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博瑞医药】：2020 年 6 月 24 日，公司与北京文资数码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北京鸿瀚投

资基金管理中心（有限合伙）签订《苏州鸿博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之合伙协

议》，共同设立苏州鸿博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普利制药】：公司于 2020 年 6 月 23 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第三届监事

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公司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债公司债券的相关议案。 

【九州通】：公司发布员工持股计划（草案）摘要，本员工持股计划包括首期员工持股

计划和中长期员工持股计划（2021-2022）两部分，总规模不超过 4,336.45 万股，约占本

员工持股计划草案公告日公司股本总额的 2.31%。 

【司太立】：公司以支付现金方式向控股子公司浙江台州海神制药有限公司少数股东仙

居聚量股权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购买其持有的海神制药 1.7979%的股权。 

 

质押与解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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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楚天科技】：公司近日接到控股股东楚天投资通知，获悉楚天投资将所持有本公司的

部分股份办理了质押。 

【国农科技】：公司近日接到控股股东深圳中农大科技投资有限公司通知，获悉中农大

投资将原已质押的本公司股份办理了质押展期业务。 

【九州通】：公司股东上海弘康实业投资有限公司于2020年6 月22日提前购回10,829,871
股质押股票，占公司总股本的 0.58%。。 

【金河生物】：公司于近日收到控股股东内蒙古金河建筑安装有限责任公司的通知，获

悉金河建安所持有本公司的部分股份解除质押。。 

【新天药业】：公司近日收到控股股东贵阳新天生物技术开发有限公司的通知，新天生

物对其持有的公司部分股份解除质押，并对部分股份进行了质押展期。 

【方盛制药】：公司控股股东暨实际控制人张庆华在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办理完成了

4,361 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10.05%）公司股份解除质押手续；。 

【葵花药业】：公司近日接到公司控股股东葵花集团有限公司函告,获悉葵花集团所持有

本公司的部分股份于近日办理了解除质押业务。 

【正海生物】：公司近日接到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秘波海先生的通知，获悉秘波海先

生将其持有的公司部分股份办理了股票质押业务。 

【恩华药业】：公司近日接到股东徐州恩华投资有限公司函告，获悉恩华投资所持有本

公司的部分股份被质押。 

【通化东宝】：2020 年 6 月 23 日，东宝集团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

司办理了将质押给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通化分行的 18,000,000 股无限售条件流

通股的质押解除手续。 

【三鑫医疗】：公司近日接到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之一致行动人彭海波先生的通

知,同时根据公司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查询的信息确认，获悉其

所持有本公司的部分股份被质押。 

【益佰制药】：2020 年 6 月 24 日，公司接到控股股东窦啟玲女士的通知，获悉其所持有

公司的部分股份解除质押。 

【老百姓】：2020 年 6 月 24 日，公司收到公司控股股东医药集团的通知，获悉部分股份

已办理解除质押。 

【科伦药业】：公司于近日收到公司董事长、控股股东刘革新先生关于其持有的公司部

分股份质押及解除质押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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