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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报告  

<<进入后疫情时代，关注各地集采进展>> 

2020-06-02 

<<加强医疗卫生体系建设，提高基本医疗

服务水平>> 2020-05-25 

<<政策推进速度恢复，带量采购及注射剂

一致性评价开启>> 2020-05-18 
 
 

加大卫生建设投入，市场需求规模增加 

——医药周报2020年第22期 

 

截至 2020 年 6 月 5 日，申万医药生物指数报收 9,896.02 点，累计上涨 3.15%，

涨跌幅排名第十二名，跑输沪深 300 指数 0.32 个百分点。 

6 月 2 日，习近平总书记召开专家学者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强调构建强大

公共卫生体系、健全预警响应机制等方面的重要性。随着疫情逐步好转，国家

对公共卫生愈加重视，将会加大卫生建设投入，有望带来可观的市场增量。 

6 月 7 日，国家卫健委、公安部、医保局等联合发布《2020 年纠正医药购销领

域和医疗服务中不正之风工作要点》，为医药购销领域和医疗服务划清行为红

线，形成风清气正的行业新风正气。对于医药流通领域，《要点》指出加强医

药生产流通管理，鼓励集团化发展，提高产业集中度，将利好医药流通行业的

优质龙头企业；对于带量采购，持续推进药品耗材集中带量采购，将会促使价

格回归合理水平。此外，《要点》还提出完善疫苗集中采购政策。疫苗分为一

类苗和二类苗，一类苗是由政府统一采购调拨，二类苗则是由县区级 CDC 采

购。近几年来疫苗采购均是采用集中采购政策，所以此次提出的集采是对此前

的政策进行完善。 

总体来说，我们认为疫情对市场的冲击是暂时的，医药行业长期向好的趋势不

变，看好业绩表现优异、估值合理的优质标的，推荐关注三条投资主线：首先

是受益于政策导向、符合行业发展方向的创新药及其产业链；其次是估值修复

+高品质的原辅料行业；第三是消费升级带来可选消费以及医疗服务发展潜力

较大，新增推荐高壁垒专业化的生物医疗低温存储行业。 

 

 市场回顾：截止 2020 年 6 月 5 日,上证综指报收 2930.8 点,单周（2020 年

5月 29日至 2020年 6月 5日）累计上涨 2.75%,中小板指数累计上涨 4.83%,

创业板指数累计上涨 3.82%。申万一级行业中，电子涨幅最高，单周涨幅

达 8.80%。申万医药生物指数报收 9,896.02 点，累计上涨 3.15%，涨跌幅

排名第十二名，跑输沪深 300 指数 0.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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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5.68 倍，较上周有所上涨，高

于 2010 年以来的均值 37.23 倍。申万一级医药生物行业相对于沪深 300

的 11.97 倍 PE 的估值溢价率为 281.69%，与上周相比上涨 0.47 个百分点，

比 2010 年以来的均值 213.64%高 68.05 个百分点。 

 行业动态：（1）习近平总书记召开专家学者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2）

国家卫健委、公安部、医保局等联合发布《2020 年纠正医药购销领域和

医疗服务中不正之风工作要点》 

 公司公告：【凯普生物（300639）】：公司的全资子公司广州凯普医药科技

有限公司、广州凯普医学检验所有限公司和广州凯普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收

到国家知识产权局下发的授予发明专利权通知书，发明创造名称为一种重

叠延伸 PCR 结合 Sanger 测序检测不连续多 DNA 位点的方法。【达安基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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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030）】：公司控股子公司广州市达瑞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已获得

“细胞角蛋白 19 片段校准品”的医疗器械注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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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止 2020 年 6 月 5 日,上证综指报收 2930.8 点,单周（2020 年 5 月 29 日至 2020 年 6 月 5

日）累计上涨 2.75%,中小板指数累计上涨 4.83%,创业板指数累计上涨 3.82%。申万一级

行业中，电子涨幅最高，单周涨幅达 8.80%。申万医药生物指数报收 9,896.02 点，累计上

涨 3.15%，涨跌幅排名第十二名，跑输沪深 300 指数 0.32 个百分点。细分行业方面，所

有子行业均上涨。其中，化学制药板块单周涨幅最大，单周上涨 4.30%，其次为医疗服务

板块，单周上涨 4.16%。个股表现上，振德医疗单周涨幅达 38.1%，居行业涨幅榜首位。

此外, 西藏药业、华北制药、迪安诊断涨幅居前，分别上涨 24.29%、22.58%和 18.76%。

金花股份单周下跌 9.84%，居行业跌幅榜首位。此外, 英科医疗, 广誉远跌幅相对较大。 

疫情方面，截至 2020 年 6 月 6 日，根据卫健委统计，全国累计报告确诊病例 83036 例，

累计死亡病例 4634 例，累计治愈出院病例 78332 例，单日新增确诊病例 6 例,其中境外输

入病例 5 例，本土病例 1 例。累计收到港澳台地区通报确诊病例 1593 例。其中，香港特

别行政区 1105 例（出院 1048 例，死亡 4 例），澳门特别行政区 45 例（出院 45 例），台

湾地区 443 例（出院 4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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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日，全球累计确诊数超过 666 万例，累计死亡数达 39.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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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日 

6 月 2 日，习近平总书记召开专家学者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强调构建强大公共卫生体

系、健全预警响应机制等方面的重要性。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加大卫生健康领域投入，集

中力量开展核心技术攻关。目前我国在医疗卫生支出、公共卫生人员配置、医疗设备等

方面与发达国家相比仍有较大的差距，医疗资源分配不均、技术水平落后等问题影响医

疗卫生体系运转效率，此次新冠肺炎疫情更凸显出我国卫生医疗体系的短板。根据 WIND

统计，2018 年我国卫生费用占 GDP 比例为 6.57%，仍然低于发达国家平均水平。 



 

 行业周报 

 

长城证券 6 请参考最后一页评级说明及重要声明 

 

同时，为健全分级、分层、分流的重大疫情救治机制，国家已出台了多个配套文件，此

前国家发改委公布了《公共卫生防控救治能力建设方案》，目标是要实现每省至少有一个

达到 P3 水平的实验室，每个地级市至少有一个达到 P2 水平的实验室，来改善疾控机构

设施设备条件。根据我们测算，预计全国 PCR 实验室新增数量至少在 4000 个，其中县

级疾控新增数量至少在 1500 个。方案还指出提升实验室检验检测能力，鼓励有条件的地

市整合市县两级检验检测资源，配置移动生物安全二级（BSL-2）实验室，统筹满足区域

内快速检测需要。我们认为，随着 P3/P2/PCR 实验室的建设不断推进，将会迎来新一轮

的医疗设备采购浪潮，检测能力将会进一步提升，利好与第三方检测、医疗设备等相关

的优质公司。 

综上，随着疫情逐步好转，国家对公共卫生愈加重视，将会加大卫生建设投入，有望带

来可观的市场增量。 

6 月 7 日，国家卫健委、公安部、医保局等联合发布《2020 年纠正医药购销领域和医疗

服务中不正之风工作要点》（简称“《要点》”），为医药购销领域和医疗服务划清行为红线，

形成风清气正的行业新风正气。《要点》分为 5 大内容：一是加强党对纠风工作的全面领

导。二是严厉打击欺诈骗取医保基金行为。三是巩固医药流通领域改革成效。四是深入

清理群众身边的医疗行业乱象。五是改善制度确保工作落实。 

我们认为，对于医药流通领域，《要点》指出加强医药生产流通管理，鼓励集团化发展，

提高产业集中度，将利好医药流通行业的优质龙头企业，如九州通等；对于带量采购，

持续推进药品耗材集中带量采购，将会促使价格回归合理水平。此外，《要点》还提出完

善疫苗集中采购政策。疫苗分为一类苗和二类苗，一类苗是由政府统一采购调拨，二类

苗则是由县区级 CDC 采购。近几年来疫苗采购均是采用集中采购政策，所以此次提出的

集采是对此前的政策进行完善。 

总之，《要点》的发布进一步完善监管机制，促进医药行业健康稳定发展。 

总体来说，我们认为疫情对市场的冲击是短暂的，医药行业长期向好的趋势不变，看好

业绩表现优异、估值合理的优质标的，推荐关注三条投资主线，首先是政策受益的创新

及产业链，政策鼓励研发创新，尤其是在现有品种价格持续下降的大背景下，创新品种

的市场价值提升，利好创新性企业及产业链，研发投入力度大、品种进度靠前的企业将

持续受到市场的青睐，参照海外创新企业的市场表现，每一个研发阶段进展都将会带来

市值的提升；投资/并购/引进与企业自主研发形成管线梯队同样重要，都将能提升企业核

心竞争力、市场价值。其次是估值修复+高品质的原辅料行业，带量采购加剧市场竞争，

未来成本管控能力逐渐成为决定制剂企业尤其是仿制药企业竞争力的重要因素，产品降

价虽然带来生产企业盈利能力下降，但中选企业大概率能够实现以价换量，提升市场占

有率，支撑其持续创新转型；同时中选品种价格下降减轻患者负担，有助于基层市场空

间的打开，带动高品质的原辅料放量，原料药产业链地位提高。第三是消费升级带动可

选消费增加，随着居民生活质量的改善，医疗需求也在发生变化，目前国内以基本医疗

保险为主，在其保基本的大背景下，在疫苗、医疗器械、第三方检测、牙科等可选消费

领域存在大量未被满足的需求，海外譬如德国、美国均已发展出成熟的商业保险体系，

国内商保体系仍处于起步阶段，消费升级带来可选消费发展潜力较大，新增推荐高壁垒

专业化的生物医疗低温存储行业，重点公司包括恒瑞医药（600276）、金域医学（603882）、

九州通（600998）、美诺华（603538）、奥翔药业（603229）、海普瑞（002399）、昭衍新

药（603127）、凯莱英（002821）、凯普生物（300639）、康泰生物（300601）、智飞生物

（300122）、正海生物（300653）、华北制药（600812）、同仁堂（600085）、海尔生物（688139）、

澳柯玛（600336）、中科美菱（835892）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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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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海生物 主要产品口腔修复膜和生物膜增长稳定，在研品种市场空间广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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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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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05-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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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04-28 业绩符合预期，第三方医检业务高速增长，检测试剂业务有望逐步恢复——凯普生物

（300639）2020 年一季报点评 

2020-04-21 原料药新产能释放与需求扩张共振，制剂有望扭亏为盈，全年高增长可期——美诺华

（603538）2019 年年报和 2020 年一季度业绩预告点评 

2020-04-17 理顺利益加速发展，疫苗+新药双翼齐飞——华北制药（600812）动态点评 

2020-04-16 业绩符合预期，新产品加速放量+第三方医检业务拓展支撑高增长——凯普生物

（300639）2019 年年报点评 

2020-04-15 规模服务能力双提升，带动业绩高速增长——昭衍新药（603127）2019 年年报点评 

2020-04-13 口腔膜快速放量，在研产品持续推进——正海生物（300653）2019 年年报和 2020 年一

季度业绩预告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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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止 2020 年 6 月 5 日,上证综指报收 2930.8 点,单周（2020 年 5 月 29 日至 2020 年 6 月 5

日）累计上涨 2.75%,中小板指数累计上涨 4.83%,创业板指数累计上涨 3.82%。申万一级

行业中，电子涨幅最高，单周涨幅达 8.80%。申万医药生物指数报收 9,896.02 点，累计上

涨 3.15%，涨跌幅排名第十二名，跑输沪深 300 指数 0.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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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学制药板块单周涨幅最大，单周上涨 4.30%，

其次为医疗服务板块，单周上涨 4.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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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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指数均上涨；其中，生物疫苗指数涨幅最大，涨幅为 4.38%，其次为

基因检测指数、养老产业指数和健康中国指数，分别上涨 4.17%、4.15%和 3.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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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0家上涨，49家下跌。振德医疗单周涨幅达 38.1%，

居行业涨幅榜首位。此外, 西藏药业、华北制药、迪安诊断涨幅居前，分别上涨 24.29%、

22.58%和 18.76%。金花股份单周下跌 9.84%，居行业跌幅榜首位。此外, 英科医疗, 广誉

远跌幅相对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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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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振德医疗 38.10   金花股份 -9.84 

  西藏药业 24.29   英科医疗 -6.69 

  华北制药 22.58   广誉远 -5.67 

  迪安诊断 18.76   览海投资 -5.23 

  天宇股份 17.98   康泰生物 -4.38 

  正川股份 17.96   双成药业 -4.11 

  溢多利 17.08   誉衡药业 -4.08 

  奥翔药业 16.91   一心堂 -4.05 

  华海药业 16.88   老百姓 -3.64 

  东富龙 16.78   人福医药 -3.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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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日，申万一级医药生物行业市盈率（TTM，整体法，剔除负值）为 45.68

倍，较上周有所上涨，高于 2010 年以来的均值 37.23 倍。 

本周申万一级医药生物行业相对于沪深 300 的 11.97 倍 PE 的估值溢价率为 281.69%，与

上周相比上涨 0.47 个百分点，比 2010 年以来的均值 213.64%高 68.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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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子行业方面，截至 2020 年 6 月 5 日，医疗服务估值最高，达 104.08 倍，其次为医疗器械

和生物制品，估值分别为 64.87 倍和 64.33 倍，中药和医药商业板块估值仍相对较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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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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61 

26.43 

42.33 

45.68 

64.33 

64.87 

104.08 

0 20 40 60 80 100 120

医药商业

中药

化学制药

医药生物

生物制品

医疗器械

医疗服务



 

 行业周报 

 

长城证券 12 请参考最后一页评级说明及重要声明 

 

3. 行业动态 

（1）习近平总书记召开专家学者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 

6 月 2 日，习近平总书记召开专家学者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强调构建强大公共卫生体

系、健全预警响应机制等方面的重要性。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加大卫生健康领域投入，集

中力量开展核心技术攻关。目前我国在医疗卫生支出、公共卫生人员配置、医疗设备等

方面与发达国家相比仍有较大的差距，医疗资源分配不均、技术水平落后等问题影响医

疗卫生体系运转效率，此次新冠肺炎疫情更凸显出我国卫生医疗体系的短板。根据 WIND

统计，2018 年我国卫生费用占 GDP 比例为 6.57%，仍然低于发达国家平均水平。 

同时，为健全分级、分层、分流的重大疫情救治机制，国家已出台了多个配套文件，此

前国家发改委公布了《公共卫生防控救治能力建设方案》，目标是要实现每省至少有一个

达到 P3 水平的实验室，每个地级市至少有一个达到 P2 水平的实验室，来改善疾控机构

设施设备条件。根据我们测算，预计全国 PCR 实验室新增数量至少在 4000 个，其中县

级疾控新增数量至少在 1500 个。方案还指出提升实验室检验检测能力，鼓励有条件的地

市整合市县两级检验检测资源，配置移动生物安全二级（BSL-2）实验室，统筹满足区域

内快速检测需要。我们认为，随着 P3/P2/PCR 实验室的建设不断推进，将会迎来新一轮

的医疗设备采购浪潮，检测能力将会进一步提升，利好与第三方检测、医疗设备等相关

的优质公司。 

综上，随着疫情逐步好转，国家对公共卫生愈加重视，将会加大卫生建设投入，有望带

来可观的市场增量。 

（2）国家卫健委、公安部、医保局等联合发布《2020 年纠正医药购销领域和医疗服务中

不正之风工作要点》 

6 月 7 日，国家卫健委、公安部、医保局等联合发布《2020 年纠正医药购销领域和医疗

服务中不正之风工作要点》（简称“《要点》”），为医药购销领域和医疗服务划清行为红线，

形成风清气正的行业新风正气。《要点》分为 5 大内容：一是加强党对纠风工作的全面领

导。二是严厉打击欺诈骗取医保基金行为。三是巩固医药流通领域改革成效。四是深入

清理群众身边的医疗行业乱象。五是改善制度确保工作落实。 

我们认为，对于医药流通领域，《要点》指出加强医药生产流通管理，鼓励集团化发展，

提高产业集中度，将利好医药流通行业的优质龙头企业，如九州通等；对于带量采购，

持续推进药品耗材集中带量采购，将会促使价格回归合理水平。此外，《要点》还提出完

善疫苗集中采购政策。疫苗分为一类苗和二类苗，一类苗是由政府统一采购调拨，二类

苗则是由县区级 CDC 采购。近几年来疫苗采购均是采用集中采购政策，所以此次提出的

集采是对此前的政策进行完善。 

总体来说，《要点》的发布进一步完善监管机制，促进医药行业健康稳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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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上市公司重要公告 

批件与证书 

【东方生物（688298）】：公司全资子公司美国衡健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的新型冠状病毒

IgG/IgM抗体检测试纸于美国时间 2020年 5月 29日获得了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签发

的紧急使用授权。 

【舒泰神（300204）】：公司及全资子公司德丰瑞近日获得 BDB-001 注射液在印度开展治

疗进展期重型 COVID-19 的多中心、开放、随机平行对照的 II 期临床试验的批准；公司

开展 BDB-001 注射液的国际多中心临床试验以支持 BDB-001 注射液在中国进行注册。 

【安科生物（300009）】：2020 年 5 月 29 日，公司收到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下发的重组人

生长激素注射液的《药品补充申请批件》(受理号：CYSB2000063、CYSB2000064)。 

【白云山（600332）】：公司获悉，公司分公司广州白云山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白云山

何济公制药厂和控股子公司广州白云山星群（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广州白云山汉方现

代药业有限公司、广州白云山光华制药股份有限公司于近日收到广东省药品监督管理局

核准签发的关于氯霉素眼膏等 24 个药品的《药品再注册批件》。 

【迪瑞医疗（300396）】: 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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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

降机构及混匀装置的《发明专利证书》。 

【达安基因（002030）】：公司下属控股子公司广州市达瑞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取得国

家药品监督管理局颁发的医疗器械细胞角蛋白 19 片段校准品的注册证一个。 

【海利生物（603718）】：公司全资子公司上海捷门生物技术有限公司相关产品α1-微球蛋

白测定试剂盒（胶乳增强免疫透射比浊法）、中性粒细胞明胶酶相关脂质运载蛋白测定试

剂盒（胶乳增强免疫透射比浊法）和免疫球蛋白 G 测定试剂盒（免疫比浊法）于近日收

到上海市药品监督管理局颁发的《医疗器械注册变更文件（体外诊断试剂）》。 

【科华生物（002022）】：公司收到上海市药品监督管理局颁发的三项产品同型半胱氨酸

测定试剂盒（酶循环法）、天门冬氨酸氨基转移酶线粒体同工酶测定试剂盒（免疫抑制法）

和糖化白蛋白测定试剂盒（酶法）的《医疗器械注册证》（体外诊断试剂）。 

【恒瑞医药（600276）】：公司及子公司苏州盛迪亚生物医药有限公司、上海恒瑞医药有

限公司近日收到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核准签发的注射用卡瑞利珠单抗的《临床试验通知

书》，并将于近期开展卡瑞利珠单抗联合同步放化疗对比安慰剂联合同步放化疗用于不可

手术切除的局部晚期食管鳞癌治疗的随机、双盲、对照、多中心 III 期临床研究

（SHR-1210-III-323）。 

【上海医药（601607）】：公司及其全资子公司上海医药集团（本溪）北方药业有限公司

开发的“SPH4336 片”收到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核准签发的《临床试验通知书》，并将于

近期启动Ⅰ期临床试验。 

【南新制药（688189）】：公司控股子公司广州南鑫药业有限公司于近日收到国家药品监

督管理局核准签发的帕拉米韦吸入溶液的《临床试验通知书》。公司控股子公司广州南鑫

药业有限公司将于近期开展帕拉米韦吸入溶液用于甲型或乙型流行性感冒的临床试验。 

【华海药业（600521）】：公司于近日收到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核准签发的左乙拉西坦缓

释片的《药品注册批件》;近日，公司接到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陈保华先生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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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质押给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的上述公司股份合计 2,010 万股已办理了解除质押

手续。 

【达安基因（002030）】：公司控股子公司广州市达瑞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已获得“细

胞角蛋白 19 片段校准品”的医疗器械注册证。 

【戴维医疗（300314）】：公司于近日取得巴西国家工业产权局颁发的产品 INCUBADORA

（婴儿培养箱）的发明专利证书。 

【康德莱（603987）】：公司于近日收到国家药监局颁发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医疗器械注

册证》，产品名称为一次性使用输液器带针。 

【安图生物（603658）】：公司于近日收到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颁发的《医疗器械注册证》，

产品名称为柯萨奇病毒 B 组 IgM 抗体检测试剂盒（磁微粒化学发光法）。 

【美康生物（300439）】公司全资子公司美康盛德医疗科技（苏州）有限公司于近日取得

由江苏省药品监督管理局颁发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医疗器械注册证》，产品名称为全自动

尿液有形成分分析仪。 

【乐心医疗（300562）】：公司于近日收到由广东省药品监督管理局颁发的《医疗器械注

册变更文件》，本次公司医疗器械注册证的变更，主要是电子血压计产品增加了

TMB-1491-DS、TMB-1491-S 型号规格，结构及组成变更为“由主机、袖带和电源适配器

（型号 TMB-1491-S 不适用）组成”，并对产品技术要求做了部分变更。 

【恒瑞医药（600276）】：公司近日收到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核准签发的药品吉非替尼片

的《药品注册批件》。 

【赛隆药业（002898）】：公司与全资子公司湖南赛隆药业有限公司于近日收到了国家药

品监督管理局签发的《临床试验通知书》，同意公司申请的药品注射用多立培南开展临床

试验。 

【微芯生物（688321）】：公司及全资子公司成都微芯药业有限公司近日收到国家药品监

督管理局签发的 CS12192 胶囊《临床试验通知书》。 

【普利制药（300630）】：公司全资子公司浙江普利药业有限公司收到荷兰药物评价委员

会（CBG）批准左氧氟沙星片的技术评审通知。 

【健友股份（603707）】：公司子公司健进制药有限公司产品注射用硼替佐米于 2020 年

05 月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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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凯普生物（300639）】：公司的全资子公司广州凯普医药科技有限公司、广州凯普医学

检验所有限公司和广州凯普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收到国家知识产权局下发的授予发明专利

权通知书，发明创造名称为一种重叠延伸 PCR 结合 Sanger 测序检测不连续多 DNA 位点

的方法。 

重大事项 

【迪瑞医疗（300396）】: 公司于近日收到中国证监会出具的《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申请

受理单》（受理序号：201103）,中国证监会依法对公司提交的创业板上市公司发行可转换

为股票的公司债券行政许可申请材料进行了审查，认为该申请材料齐全，符合法定形式，

决定对该行政许可申请予以受理。 



 

 行业周报 

 

长城证券 15 请参考最后一页评级说明及重要声明 

 

【益丰药房（603939）】：公司公开发行 158,100.90 万元可转换公司债券已获得中国证券

监督管理委员会许可。 

【步长制药（603858）】：公司控股子公司浙江天元生物药业有限公司与兰州百灵生物技

术有限公司签订《产品研发合作协议》及相关补充协议，兰州百灵将四价流感病毒裂解

疫苗产品己有研发技术有偿转让给浙江天元，双方基于兰州百灵现有的研究基础，进一

步共同设计和研发四价流感病毒裂解疫苗产品；同时，浙江天元与西北民族大学签订《技

术服务协议》及相关补充协议，西北民族大学为浙江天元提供四价流感病毒裂解疫苗产

品研发的技术服务，包括生产用细胞库的建立，细胞生长特性、遗传特性、外源物污染、

成瘤性和致瘤性检定，细胞生物反应器片状载体培养和全悬浮培养技术，人员培训等技

术与服务，助力浙江天元产品研发。 

【蓝帆医疗（002382）】：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已获得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

许可[2020]710 号文核准，本次发行的可转债规模为 314,404 万元。 

【英科医疗（300677）】：公司全资子公司山东英科医疗科技有限公司因经营发展需要，

对经营范围进行了变更，并已完成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取得了淄博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换

发的《营业执照》，变更后的公司经营范围：医疗科技领域内的技术研发、技术咨询、技

术服务；电动轮椅电机和控制器研发、生产；电动轮椅的组装和销售；隔离衣、医用隔

离面罩及其他一类医疗器械、橡胶手套（丁腈橡胶和天然橡胶等）、一次性口罩（非医用）、

洗手液、湿巾、PVC 粉、化工产品（不含危险、易制毒化学品）的销售；货物运输；货

物进出口。 

【金域医学（603882）】：公司于近日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官方网站系统通知，

中国证监会对公司提交的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行政许可申请材料进行了审查，认为申请

材料齐全，符合法定形式，决定对该行政许可申请予以受理. 

【英特集团（000411）】：公司收到控股股东浙江省国际贸易集团有限公司《省国贸集团

关于同意浙江英特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 A 股可转换公司债券方案的批复》（浙国贸

投发〔2020〕124 号）。 

【康惠制药（603139）】：公司拟作为有限合伙人以自有资金出资 200 万元人民币，投资

参与设立嘉沣合伙，出资比例 6.65%，公司与西安润沣资本管理有限公司、陕西三八妇乐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自然人陈海签署了《西安嘉沣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合伙协议》。 

【健康元（600380）】：公司于 2020 年 6 月 4 日召开七届董事会二十六次会议，审议并通

过《关于开展外汇衍生品交易业务的议案》，同意本公司及下属子公司继续开展远期外汇

衍生品交易业务，主要包括远期结售汇及相关组合业务，交易金额不超过 20 亿元人民币

（或等值外币，在交易额度范围内可滚动使用）。 

【九州通（600998）】：本次维持公司主体信用等级为 AA+，维持公司发行的“九州转债”

信用等级为 AA+，评级展望为稳定。 

【寿仙谷（603896）】：公司主体信用等级为 AA-，本期债券信用等级为 AA-，评级展望

为稳定。 

【益丰药房（603939）】：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已获得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核准，本次发行的可转债规模为 158,100.90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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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思科（002653）】：公司已于近日收到《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申请受理单》（受理序号：

201267）。中国证监会依法对公司提交的《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新股》行政许可申请材料

进行了审查，认为该申请材料齐全，符合法定形式，决定对该行政许可申请予以受理。 

【科华生物（002022）】：公司于近日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出具的《关于核准上

海科华生物工程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批复》（证监许可[2020]970 号）,

核准公司向社会公开发行面值总额 73,800 万元可转换公司债券，期限 6 年。 

【昆药集团（600422）】：2020 年 6 月 5 日，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发行审核委员会对

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申请进行了审核。根据审核结果，公司本次发行可转债

申请获得通过。 

【博腾股份（300363）】：公司发布 2020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本激励计划拟向激励对

象授予的限制性股票数量总计不超过 123.9 万股，占本激励计划草案公告时公司股本总额

54,274.7533 万股的 0.23%。其中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 103.3 万股，约占本激励计划草案公

告时公司股本总额的 0.19%， 约占本激励计划拟授予限制性股票总数的 83.37%;预留限

制性股票 20.6 万股，约占本激励计划草案公告时公司股本总额的 0.04%，约占本激励计

划拟授予限制性股票总数的 16.63%。 

增减持及股本变动 

【新产业（300832）】：经中国证监会核准，本次发行后，公司注册资本由 37,040 万元变

更为 41,160 万元，公司股本总数由 37,040 万股变更为 41,160 万股；目前公司已于 2020

年 5 月 12 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类型由“非上市股份有限公司”变更为

“股份有限公司（上市、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英科医疗（300677）】：公司与怀宁县人民政府正式签订了《投资协议书》，项目总投资

15 亿元人民币，公司拟投资 1 亿元人民币在怀宁县境内设立全资子公司实施英科医疗年

产 160 亿只（1600 万箱）高端医用手套项目，后期建设资金需求，将通过公司继续增资

的方式完成。 

质押与解压 

【珍宝岛（603567）】：虎林龙鹏于 2020 年 5 月 19 日将持有的公司 2,520 万股无限售流通

股股票质押给东北中小企业信用再担保股份有限公司黑龙江分公司质押期限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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