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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报告  

<<医药板块持续强劲，布局中报高增长子

行业>> 2020-07-13 

<<进入中报业绩披露期，关注中报业绩表

现优异、低估值的优质标的>> 2020-07-07 

<<疫情和政策双重催化，医药行业高景气

持续>> 2020-06-29 
 
 

集采释放扩面信号，关注生物制品和中

成药采购政策变化  

——医药周报2020年第28期 

 

截至 2020 年 7 月 17 日，申万医药生物指数报收 11,912.48 点，累计下跌 1.65%，

涨跌幅排名第七名，跑赢沪深 300 指数 2.73 个百分点。 

7 月 15-16 日，国家医保局有关司室召开座谈会，就生物制品（含胰岛素）和

中成药集中采购工作听取专家意见和建议，研究完善相关领域采购政策，推进

采购方式改革。我们认为，由于目前生物制品和中成药尚无进行一致性评价工

作，未来相关政策的正式落地还需要进一步探索，具体方案细则仍有不确定性。

若将来实施，生物制品和中成药的相关生产企业或将面临新一轮的洗牌，行业

格局重塑，马太效应显现，利好临床价值高、研发能力强的龙头药企。 

近期已进入 2020 年半年度业绩预告披露密集期，已有 138 家上市公司发布业

绩预告，预喜率约 51%；奥翔药业、沃华医药和南卫股份 3 家发布了中报。海

正药业、九安医疗、蓝帆医疗等 29 家上市公司净利润同比增速下限超过 100%，

其中英科医疗、振德医疗、东方生物三家企业增速超过 10 倍，排名第一的英

科医疗表现最靓丽，净利润同比增长 2581%-2864%，建议继续关注业绩兑现

及超预期的优质公司，以及低估值滞涨、存在估值修复预期的标的，中长期来

看，持续关注医疗器械、创新产业链等高景气板块。 

 

 市场回顾：截至 2020 年 7 月 17 日，上证综指报收 3214.13 点，单周（2020

年 7 月 10 日至 2020 年 7 月 17 日）累计下跌 5%，中小板指数累计下跌

4.25%，创业板指数累计下跌 4.18%。申万一级行业中，建筑材料涨幅最

高，单周涨幅达 3.08%。申万医药生物指数报收 11,912.48 点，累计下跌

1.65%，涨跌幅排名第七名，跑赢沪深 300 指数 2.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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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5.47 倍，较上周有

所下跌，高于 2010 年以来的均值 37.39 倍。申万一级医药生物行业相对

于沪深 300 的 13.41 倍 PE 的估值溢价率为 313.76%%，与上周相比上涨

12.40 个百分点，比 2010 年以来的均值 214.58%高 99.18 个百分点。 

 行业动态：（1）国家医保局有关司室召开座谈会，就生物制品（含胰岛

素）和中成药集中采购工作听取专家意见和建议（2）辉瑞/BioNTech 2 款

在研 mRNA 疫苗获美国 FDA 授予快速通道资格（生物谷） 

 公司公告：【恒瑞医药】：公司及子公司上海恒瑞医药有限公司、苏州盛

迪亚生物医药有限公司近日收到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核准签发的关于注

射用甲苯磺酸瑞马唑仑及 SHR-1316 注射液的《药物临床试验批准通知

书》；公司近日收到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核准签发的关于 SHR-1703 注射

液的《药物临床试验批准通知书》，并将于近期开展临床试验。【新产业】：

公司收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知识产权局颁发的 2 项《发明专利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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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明名称分别为经修饰的 CCP 抗原及其用途和抗 CCP 抗体检测试剂盒及

其制造方法与化学发光免疫分析用清洗液及磁微粒化学发光免疫分析检

测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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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月 17 日，上证综指报收 3214.13 点，单周（2020 年 7 月 10 日至 2020 年 7

月 17 日）累计下跌 5%，中小板指数累计下跌 4.25%，创业板指数累计下跌 4.18%。申万

一级行业中，建筑材料涨幅最高，单周涨幅达 3.08%。申万医药生物指数报收 11,912.48

点，累计下跌 1.65%，涨跌幅排名第七名，跑赢沪深 300 指数 2.73 个百分点。细分行业

方面，除生物制品外，其他子行业均下跌。生物制品单周上涨 2.52%，其次为医疗服务板

块，单周下跌 0.50%。个股表现上，上周申万医药行业企业有 52 家上涨，227 家下跌。 金

达威本周涨幅达 39.69%，居行业涨幅榜首位。此外, 冠昊生物, 健康元, 英科医疗涨幅居

前，分别上涨 35.86%、21.86%和 16.89%。赛升药业单周下跌 22.31%，居行业跌幅榜首

位。此外, 迈克生物, 中源协和跌幅相对较大。 

疫情方面，根据卫健委统计，截至 2020 年 7 月 20 日，全国累计报告确诊病例 83693 例，

累计死亡病例 4634 例，累计治愈出院病例 78817 例，单日新增确诊病例 11 例，其中境

外输入病例 3 例（上海 2 例，四川 1 例），本土病例 8 例（新疆 7 例，兵团 1 例）。累

计收到港澳台地区通报确诊病例 2459 例。其中，香港特别行政区 1958 例（出院 1302 例，

死亡 12 例），澳门特别行政区 46 例（出院 46 例），台湾地区 455 例（出院 440 例，死

亡 7 例）。目前新冠病毒全球持续蔓延，根据 WHO 公布，截至 7 月 20 日，全球累计确

诊数超过 1434 万例，累计死亡数达 60.37 万例，美国、巴西、印度等国确诊数排名靠前，

也门共和国、法国、英国等国病死率居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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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月 2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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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月 15-16 日，国家医保局有关司室召开座谈会，就生物制品（含胰岛素）和中成药集中

采购工作听取专家意见和建议，研究完善相关领域采购政策，推进采购方式改革。 

我们认为，此次集采主要涉及几大板块：1）疫苗：免疫规划苗和非免疫规划苗均由 CDC

与厂家进行谈判后采取集中采购的方式来采购，所以疫苗集采已呈常态化。2）血制品：

受限于采浆量，且全国血制品企业仅有 20 家左右，行业门槛极高，未来集采可能性不大。

3）胰岛素：糖尿病患者需长期注射胰岛素，用药量大，且胰岛素竞争格局较激烈，未来

有望纳入集采。4）生物类似药：目前仅有贝伐珠单抗和阿达木单抗的生产厂家超过 2 家，

未来可能纳入集采范围。5）中成药：集采主要影响的是医院渠道，而部分消费属性强的

OTC 中成药则受此政策影响较小。 

总体来说，由于目前生物制品和中成药尚无进行一致性评价工作，未来相关政策的正式

落地还需要进一步探索，具体方案细则仍有不确定性。若将来实施，生物制品和中成药

的相关生产企业或将面临新一轮的洗牌，行业格局重塑，马太效应显现，利好临床价值

高、研发能力强的龙头药企。 

近期已进入 2020 年半年度业绩预告披露密集期，已有 138 家上市公司发布业绩预告，预

喜率约 51%；奥翔药业、沃华医药和南卫股份 3 家发布了中报。海正药业、九安医疗、

蓝帆医疗等 29 家上市公司净利润同比增速下限超过 100%，其中英科医疗、振德医疗、

东方生物三家企业增速超过 10 倍，排名第一的英科医疗表现最靓丽，净利润同比增长

2581%-2864%，建议继续关注业绩兑现及超预期的优质公司，以及低估值滞涨、存在估

值修复预期的标的，中长期来看，持续关注医疗器械、创新产业链等高景气板块。 

表 1：2020 年中报业绩预告净利润增速下限超过 100%的医药上市公司 

股票简称 预告净利润上限（亿元） 同比（%） 预告净利润下限（亿元） 同比（%） 

英科医疗 21.00  2,864.10  19.00  2,581.80  

振德医疗 10.15  1,588.89  9.85  1,538.97  

东方生物 4.63  1,294.10  4.63  1,294.10  

达安基因 8.00  1,222.03  6.20  924.57  

华大基因 16.30  723.35  15.30  672.83  

阳普医疗 1.18  620.00  1.13  590.00  

九安医疗 2.80  663.12  2.30  562.56  

奥美医疗 7.27  550.00  7.04  530.00  

理邦仪器 4.79  480.00  4.67  465.00  

明德生物 2.30  471.00  1.80  347.00  

海正药业 2.55  385.00  2.05  290.00  

国农科技 0.03  235.50  0.02  193.81  

冠昊生物 0.27  210.00  0.25  190.00  

康龙化成 5.00  210.00  4.52  180.00  

誉衡药业 6.80  192.75  6.50  179.83  

永安药业 0.96  190.00  0.89  170.00  

四环生物 0.06  166.14  0.06  166.14  

戴维医疗 0.59  195.00  0.53  165.00  

沃华医药 0.97  210.00  0.81  160.00  

蓝帆医疗 7.50  219.68  6.00  155.74  

华仁药业 0.38  193.09  0.32  146.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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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简称 预告净利润上限（亿元） 同比（%） 预告净利润下限（亿元） 同比（%） 

香雪制药 1.51  170.00  1.34  140.00  

万东医疗 1.06  139.00  1.00  126.00  

景峰医药 2.05  225.06  1.37  116.71  

康华生物 1.85  118.23  1.80  112.33  

三鑫医疗 0.38  125.00  0.34  100.00  

鱼跃医疗 11.20  110.00  10.67  100.00  

万孚生物 4.54  120.00  4.13  100.00  

乐心医疗 0.28  130.00  0.24  100.00  

资料来源：Wind，长城证券研究所 

之前我们发布了 2020 年上半年医药行业策略报告，复盘了整个医药板块，我们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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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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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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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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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荐公司 推荐理由 

澳柯玛 业需求有望集中释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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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长城医药近期报告汇总 

时间 报告题目 

2020-07-01 疫情常态化下防控与补短板并行，长期创新高景气不该——2020 年半年度策略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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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月 17 日，上证综指报收 3214.13 点，单周（2020 年 7 月 10 日至 2020 年 7

月 17 日）累计下跌 5%，中小板指数累计下跌 4.25%，创业板指数累计下跌 4.18%。申万

一级行业中，建筑材料涨幅最高，单周涨幅达 3.08%。申万医药生物指数报收 11,912.48

点，累计下跌 1.65%，涨跌幅排名第七名，跑赢沪深 300 指数 2.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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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生物制品外，其他子行业均下跌。生物制品单周上涨 2.52%，其次为医

疗服务板块，单周下跌 0.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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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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指数均下跌；其中，抗癌指数跌幅最小，跌幅为 2.78%，其次为民营

医院指数、健康中国指数和二胎政策指数，分别下跌 3.13%、4.12%和 4.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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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2 家上涨，227家下跌。 金达威本周涨幅达 39.69%，

居行业涨幅榜首位。此外, 冠昊生物, 健康元, 英科医疗涨幅居前，分别上涨 35.86%、21.86%

和 16.89%。赛升药业单周下跌 22.31%，居行业跌幅榜首位。此外, 迈克生物, 中源协和

跌幅相对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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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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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达威 39.69   赛升药业 -22.31 

  冠昊生物 35.86   迈克生物 -21.87 

  健康元 21.86   中源协和 -21.73 

  英科医疗 16.89   振德医疗 -21.51 

  复星医药 12.83   宝莱特 -20.35 

  智飞生物 11.82   南卫股份 -20.13 

  康辰药业 9.71   未名医药 -18.34 

  康龙化成 9.50   华大基因 -16.33 

  西藏药业 8.43   正川股份 -16.22 

  九典制药 8.23   奥翔药业 -15.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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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月 17 日，申万一级医药生物行业市盈率（TTM，整体法，剔除负值）为

55.47 倍，较上周有所下跌，高于 2010 年以来的均值 37.39 倍。 

申万一级医药生物行业相对于沪深 300 的 13.41 倍 PE 的估值溢价率为 313.76%%，与上

周相比上涨 12.40 个百分点，比 2010 年以来的均值 214.58%高 99.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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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月 17 日，医疗服务估值最高，达 124.90 倍，其次为医疗器

械和生物制品，估值分别为 81.10 倍和 77.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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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27 

30.34 

50.47 

55.47 

77.81 

81.10 

124.90 

0 20 40 60 80 100 120 1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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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 请参考最后一页评级说明及重要声明 

 

3. 行业动态 

（1） 国家医保局有关司室召开座谈会，就生物制品（含胰岛素）和中成药集中采购工

作听取专家意见和建议 

7 月 15-16 日，国家医保局有关司室召开座谈会，就生物制品（含胰岛素）和中成药集中

采购工作听取专家意见和建议，研究完善相关领域采购政策，推进采购方式改革。 

我们认为，此次集采主要涉及几大板块：1）疫苗：免疫规划苗和非免疫规划苗均由 CDC

与厂家进行谈判后采取集中采购的方式来采购，所以疫苗集采已呈常态化。2）血制品：

受限于采浆量，且全国血制品企业仅有 20 家左右，行业门槛极高，未来集采可能性不大。

3）胰岛素：糖尿病患者需长期注射胰岛素，用药量大，且胰岛素竞争格局较激烈，未来

有望纳入集采。4）生物类似药：目前仅有贝伐珠单抗和阿达木单抗的生产厂家超过 2 家，

未来可能纳入集采范围。5）中成药：集采主要影响的是医院渠道，而部分消费属性强的

OTC 中成药则受此政策影响较小。 

总体来说，由于目前生物制品和中成药尚无进行一致性评价工作，未来相关政策的正式

落地还需要进一步探索，具体方案细则仍有不确定性。若将来实施，生物制品和中成药

的相关生产企业或将面临新一轮的洗牌，行业格局重塑，马太效应显现，利好临床价值

高、研发能力强的龙头药企。 

（2） 辉瑞/BioNTech 2 款在研 mRNA 疫苗获美国 FDA 授予快速通道资格（生物谷） 

辉瑞与 BioNTech 近日联合宣布，来自双方 BNT162 mRNA 疫苗项目 4 个候选疫苗中的 2

个疫苗（BNT162b1 和 BNT162b2）获得美国食品和药物管理局（FDA）授予快速通道资

格（FTD），这些疫苗正处于临床开发，用于预防新型冠状病毒，该病毒感染可导致新

型冠状病毒肺炎（COVID-19）。BNT162b1 和 BNT162b2 是 BNT162 疫苗项目中最先进

的 2 种候选疫苗，正在美国和德国开展的 1/2 期临床研究中进行评估。大规模全球 2b/3

期安全性和有效性研究预计最早在 7 月份启动。 

快速通道（Fast Track）是一个旨在促进新药和疫苗开发和加速审查的程序，这些新药和

疫苗旨在治疗或预防有潜力解决未满足医疗需求的严重疾病。FDA 授予 FTD 认定，是根

据目前在美国和德国进行的 1/2 期研究的初步数据以及动物免疫原性研究数据。2 家公司

于 2020 年 7 月 1 日发布了正在进行的候选疫苗 BNT162b1 美国 1/2 期研究的早期数据。 

取决于监管部门的批准，2 家公司预计最快将于本月晚些时候启动 2b/3 期试验，并预计

将招募多达 3 万名受试者。如果正在进行的研究取得成功，并且候选疫苗获得监管部门

的批准，双方目前预计到 2020 年底将生产多达 1 亿剂疫苗，到 2021 年底可能生产超过

12 亿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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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上市公司重要公告 

批件与证书 

【硕世生物】：公司产品新型冠状病毒 2019-nCoV 核酸检测试剂盒（荧光 PCR 法）于近

日被列入世界卫生组织应急使用清单。 

【华海药业】：公司的下属子公司华博生物医药技术（上海）有限公司及上海华奥泰生

物药业股份有限公司收到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核准签发的 HB0017 注射液项目两个新适

应症的《临床试验通知书》。 

【万泰生物】：公司的新型冠状病毒抗体快速检测试剂盒（胶体金法）于美国时间 2020

年 07 月 10 日获得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签发的紧急使用授权。 

【恒瑞医药】：公司及子公司上海恒瑞医药有限公司、苏州盛迪亚生物医药有限公司近

日收到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核准签发的关于注射用甲苯磺酸瑞马唑仑及 SHR-1316 注射

液的《药物临床试验批准通知书》；公司近日收到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核准签发的关于

SHR-1703 注射液的《药物临床试验批准通知书》，并将于近期开展临床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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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获许可的新型冠状病毒 mRNA 疫苗（BNT162b1）用于预防新型冠状病毒获国家药品

监督管理局临床试验注册审评受理；近日，公司控股子公司重庆复创医药研究有限公司

收到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关于同意其研制的 FCN-338 片用于血液系统恶性肿瘤治疗开展

临床试验的通知书。复创医药拟于近期条件具备后于中国境内（不包括港澳台地区，下

同）开展该新药的 I 期临床试验；近日，公司控股子公司上海复宏汉霖生物制药有限公司

收到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颁发的关于利妥昔单抗注射液的《药品补充申请批准通知书》，

该新药获批（其中包括）用于两项新增适应症。 

【新产业】：公司收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知识产权局颁发的 2 项《发明专利证书》，

发明名称分别为经修饰的CCP抗原及其用途和抗CCP抗体检测试剂盒及其制造方法与化

学发光免疫分析用清洗液及磁微粒化学发光免疫分析检测方法。 

【阳普医疗】：收到了由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颁发的一次性使用防针刺静脉采血针与一

次性使用静脉采血针的《医疗器械注册证》。 

【戴维医疗】：公司于近日取得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知识产权局颁发的 18 项实用新型专

利证书。 

【康恩贝】：公司全资子公司杭州康恩贝制药有限公司收到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颁发的

关于泮托拉唑钠肠溶片的《药品补充申请批件》，该药品通过仿制药一致性评价。 

【大博医疗】：公司于近日取得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颁发的金属骨针《医疗器械注册证》

（国械注准 20203130504），该产品适用于儿童及青少年四肢骨折复位时部分植入人体

做牵引或四肢骨折内固定，适用于 2-16 周岁的患者；公司的部分产品于近日获得欧盟公

告机构 TÜV SÜD 和 UDEM 的 CE 认证，本次获得公告机构 TÜV SÜD 的 CE 认证的产品

系列包括：脊柱接骨板系统、椎间融合器 Cage 系统、椎间融合器钛网系统；公司控股子

公司深圳市沃尔德外科医疗器械技术有限公司于近日取得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颁发的 2

项第三类《医疗器械注册证》，产品为颈椎前路内固定系统与椎板固定板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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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普医疗】：公司发布关于两种 GLP-1 受体激动剂创新研发进展的提示性公告，公司

全资子公司北京乐普医药科技有限公司与成都奥达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签署《技术转让合

同》，合作开发 GLP-1 新药 LPXT007；公司全资子公司北京乐普医药科技有限公司收到

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颁发的重组 GLP-1 受体激动剂注射液（杜拉鲁肽）的《受理通知书》。 

【健友股份】：公司于近日收到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签发的肝素钠注射液 USP ANDA

批准通知。 

【双鹭药业】：公司的全资子公司上海透景诊断科技有限公司于近日收到国家药品监督

管理局下发的 1 项《受理通知书》，产品名称为弓形虫、风疹病毒、巨细胞病毒、单纯

疱疹病毒 1 型/2 型 IgM 抗体检测试剂盒（流式荧光发光法）。 

【京新药业】：公司收到美国食品和药品监督管理局的通知，公司向 FDA 申报的盐酸

考来维仑片的简略新药申请已获得批准；公司收到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核准签发的化学

药品“匹伐他汀钙分散片”的《药品补充申请批准通知书》，该药品通过仿制药一致性

评价。 

【迪瑞医疗】：公司的 2 项医疗器械产品探针调理液和尿样本收集器于近日取得了 CE 认

证证书。 

【基蛋生物】：公司控股子公司长春市布拉泽医疗科技有限公司于近日收到了由吉林省

药品监督管理局颁发的全自动尿液分析仪和全自动生化分析仪 2 项《医疗器械注册证》。 

【金城医药】：公司于 2020 年 7 月 16 日收到控股子公司广东金城金素制药有限公司通

知，其获得了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核准签发的关于注射用头孢唑林钠 2.4 类改良型新药

《药物临床试验批准通知书》。 

【艾德生物】：近日，国家知识产权局发布《关于第二十一届中国专利奖授奖的决定》，

厦门艾德生物医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发明专利“用于检测人类EGFR基因突变的引物、

探针及其使用方法”（专利号：ZL200910111499.2）荣获中国专利银奖。 

【透景生命】：公司全资子公司上海透景诊断科技有限公司于近日取得上海市药品监督

管理局颁发的 6 项医疗器械注册证。 

【安图生物】：公司于近日收到河南省药品监督管理局颁发的反三碘甲状腺原氨酸检测

试剂盒（磁微粒化学发光法）与真菌（1-3）-β-D-葡聚糖质控品的《医疗器械注册证》。 

【三诺生物】：公司于近日收到湖南省药品监督管理局颁发的产品糖化血红蛋白仪与糖

化血红蛋白试剂盒（干化学检测法）的《医疗器械注册证》。 

 

重大事项 

【华森制药】：根据公司 2019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对董事会的授权，公司办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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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份上市流通手续，本次符合解

除限售条件的激励对象共计 123 名，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数量 44.0760 万股，占目前公

司最新股本总额 401,555,301 股的 0.1098%；公司发布转股价格调整的公告，调整后“华

森转债”转股价格为 18.04 元/股。 

【金石亚药】：公司发布 2020 年半年度业绩预告，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与上年

同期相比：-97.48% ～-79.48%，盈利：129.00 万元～1,049.00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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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诺华】：公司于 2020 年 7 月 13 日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出具的《中国证监

会行政许可项目审查一次反馈意见通知书》（201595 号）。 

【步长制药】：公司控股子公司南京华派生物医药有限公司因业务发展需要，拟对名称

及注册地址变更，近日，南京华派取得了杭州市余杭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核发的营业执照。 

【仁和药业】：公司于近日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出具的《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

项目审查一次反馈意见通知书》（201495 号）。 

【英特集团】：公司于 2020 年 7 月 14 日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出具的《中国证

监会行政许可项目审查一次反馈意见通知书》（201687 号）。 

【灵康药业】：2020 年 7 月 14 日，公司接到公司控股股东灵康控股关于股票质押式回购

交易延期购回的通知。 

【仙琚制药】：公司于近日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出具的《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

项目审查一次反馈意见通知书》（201650 号）。 

【海欣股份】：2020 年 7 月 13 日，上海海欣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与西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碑林支行签订编号为西行碑保字[2020]第 016 号的《保证合同》。公司为控股子公司西安

海欣制药有限公司向西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碑林支行申请 3,000 万元流动资金贷款提供

担保。 

【尚荣医疗】：公司于近日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出具的《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

项目审查一次反馈意见通知书》【201571 号】。 

【新诺威】：公司于近日收到全资子公司石药集团中诺药业（泰州）有限公司的通知，

已完成上述事项的工商变更备案手续，并取得泰州医药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行政审批局

核发的新《营业执照》。 

【珍宝岛】：公司近日收到控股股东通知,经虎林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核准,其名称及其他工

商登记信息已发生变更，名称由“虎林创达投资有限公司”变更为“黑龙江创达集团有

限公司”。 

【迦南科技】：公司发布关于部分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完成的公告，本次回购注销涉及

人数 116 人，本次回购注销的股票数量为 1,094,600 股，占回购前公司总股本 258,319,500

股的 0.4237%。 

【云南白药】：为进一步盘活资产资源，加快企业做强主业转型步伐、提高资产质量，

公司拟引入战略合作伙伴增资下属三级全资子公司云南白药大理置业有限公司。 

【方盛制药】：公司于 2020 年 7 月 14 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 2020 年第四次临时会议、第

四届监事会 2020 年第三次临时会议，分别审议通过了《关于 2018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

划预留部分第一期解锁暨上市的议案》。 

【乐普医疗】：公司近期获悉，经安徽省卫生健康委员会审批，公司控股的合肥高新心

血管病医院开设“互联网医院”，在医疗执业许可证加注“合肥高新心血管病乐普互联

网医院”作为该院第二名称。 

【三鑫医疗】：公司董事会收到独立董事蒋海洪先生的通知，蒋海洪先生已按规定参加

了深圳证券交易所举办的第 112 期上市公司独立董事培训班，并取得由深圳证券交易所

颁发的《上市公司独立董事资格证书》（证书编号：20112263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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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王生物】：2020 年 7 月 14 日，公司召开第八届董事局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控股子公司宁波建昌与海王共图解除合作协议的议案》，各方同意签署解除合作协议。 

【双鹭药业】：近日，公司收到新乡白鹭《关于非公开发行可交换公司债券进入换股期

的告知函》。 

【济川药业】：公司于 2020 年 7 月 15 日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出具的《关于核

准湖北济川药业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2020〕1442 号）。 

【金石亚药】：公司于 202 年 7 月 15 日与江西聚仁堂药业有限公司的股东胡浏鹤、刘敏、

胡小平、胡旭平签订了《股权收购意向协议》。公司拟以现金方式收购乙方所持有的标

的公司 100%股权，标的股权预估值暂定为人民币 9,300 万元。 

【吉贝尔】：公司拟使用募集资金 54,699,720.18 元置换预先投入募投项目的自筹资金。

前述事项符合募集资金到账后 6 个月内进行置换的规定；于 2020 年 7 月 15 日召开第二

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变更公司经营范围、注册资本、公司类型、修

改<公司章程>并办理工商变更登记的议案》。 

【光正集团】：公司根据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审议通过的《关于向激励对象授予

预留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

分公司有关业务规则的规定，完成了《光正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

划（草案）》所涉限制性股票的预留股份授予登记工作。 

【新开源】：公司于 2020 年 7 月 15 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全资子公司以资产抵押为银行贷款提供担保事项的议案》。 

【沃华医药】：公司于近日收到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板公司管理部送达的《关于对山东

沃华医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年报的问询函》（中小板年报问询函【2020】第 155

号）。 

【润达医疗】：为保证募集资金投资项目顺利实施，在本次募集资金到位前，公司根据

业务发展实际情况，截至 2020 年 6 月 23 日，公司预先投入募投项目的自筹资金共计

9,361.80 万元。公司拟以人民币 9,361.80 万元募集资金置换已预先投入募投项目的自筹资

金。 

【灵康药业】：公司控股股东灵康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直接持有公司股份 35,315.28 万股无

限售流通股股票，占公司总股本的 49.50%，灵康控股本次解除质押股份 370 万股，占其

持有公司股份总数的 1.05%，占公司总股本的 0.52%。 

【柳药股份】：公司与广西八桂皮肤科医生集团管理有限公司共同签订《战略合作框架

协议》。 

【中新药业】：公司发布了监事会关于 2019 年 A 股限制性股票计划预留部分授予激励对

象人员名单的审核及公示情况的说明。 

【佰仁医疗】：公司于 2020 年 7 月 17 日召开的第一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与第一届

监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 2020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授予价格的议

案》《关于向激励对象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议案》，确定 2020 年 7 月 17 日为首次授

予日，以 24.80 元/股的授予价格向 73 名激励对象授予 254.12 万股限制性股票。 

【爱朋医疗】：公司于 2020 年 7 月 17 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变更经营范围暨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公司拟对经营范围进行变更，并对《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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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程》中相应条款进行修订；公司于 2020 年 7 月 17 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

审议通过了《关于投资设立全资子公司的议案》, 该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本次对

外投资不涉及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

组。 

【亿帆医药】：公司控股公司 Generon BioMed Holding LTD 于 2020 年 07 月 17 日收到开

曼群岛公司登记机构的书面通知，Generon Holding 已完成更名手续，公司名称由“Generon 

BioMed Holding LTD”变更为“Evive Biotech Ltd.”。 

【泰格医药】：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上市委员会于 2020 年 7 月 16 日举行上市聆讯，

审议公司发行境外上市外资股并在香港联交所主板挂牌上市的申请。 

【振德医疗】：截至 2020 年 7 月 17 日收盘，公司股票价格为 74.18 元/股，“振德转债”

当期转股价为 14.01 元/股。根据振德转债募集说明书的相关规定，后续“振德转债”可

能再次触发赎回条款，届时公司董事会将再次召开会议决定是否行使“振德转债”的提

前赎回权利。 

【九安医疗】：公司于 2020 年 7 月 13 日收到深圳证券交易所出具的《关于对天津九安

医疗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年报的问询函》（中小板年报问询函【2020】第 408 号）。 

【通化金马】：公司于 2020 年 5 月 26 日收到深圳证券交易所公司管理部下发的《关于

对通化金马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的年报问询函》。 

 

增减持及股本变动 

【复星医药】：本公司获通知，公司子公司 Gland Pharma Limited 已于 2020 年 7 月 10 日

就建议首次公开发售其股份向 Securities and Exchange Board of India（即印度证券交易委

员会）、印度国家证券交易所及孟买证券交易所递交非正式招股书草稿；并将就其股份

在印度证交所及孟买证交所上市申请原则性批准。 

【健康元】：公司拟非公开发行股票，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相关议案已于 2020 年 7 月

12 日经公司七届董事会二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此次拟非公开发行不超过 169,350,000

股股票（含 169,350,000 股），高瓴资本管理有限公司（Hillhouse Capital Management PTE. 

LTD.)拟以其管理的“高瓴资本管理有限公司-中国价值基金”，以不超过人民币 217,276.05

万元现金方式全额认购；公司于 2020 年 7 月 12 日召开七届董事会二十九次会议，审议

通过了《关于公司引入战略投资者的议案》、《关于公司与认购对象签订附条件生效的

战略合作协议和股份认购协议的议案》和《关于终止回购公司股份的议案》；公司使用

自有资金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回购资金总额为不低于人民币 15,000 万元

（含）且不超过人民币 30,000 万元（含），回购价格为不超过人民币 15 元/股（含）。 

【新华医疗】：公司收到公司控股股东山东能源集团有限公司发来的通知，获悉能源集

团与兖矿集团有限公司正在筹划战略重组事宜，重组方案尚未确定，方案确定后尚需取

得有关主管部门批准。 

【华大基因】：公司发布首次公开发行前已发行股份上市流通提示性公告，公司首次公

开发行前已发行股份的本次解除限售的股份数量为 4,780,078 股，占公司股本总额的

1.19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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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辰药业】：公司本次发行的发行对象为公司实际控制人之一王锡娟及战略投资者 CBC 

IV Investment Eight Limited，C-Bridge Cpaital GP IV, Ltd.拟以其旗下控制的 CBC 投资作为

认购方认购公司 2020 年度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不超过 21,813,649 股（含本数），占本次

非公开发行完成后公司总股本的 11.31%，王锡娟拟认购数量为 11,105,808，拟认购金额

为 35,638.54 万元。 

【大参林】：公司拟增加广东瑞健信息科技有限公司作为 2020 年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

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之一“新零售及企业数字化升级项目”的实施主体。 

【药石科技】：公司于 2020 年 7 月 13 日召开了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和第二届监

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公司创业板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预案。 

【舒泰神】：公司审议通过了关于 2020 年度创业板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的相关议案。 

【京新药业】：公司拟非公开发行不超过 65,789,473 股股票（含），发行价格为 9.12 元/

股。京新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和浙江京新药业股份有限公司第三期员工持股计划拟认购上

市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的 A 股股票。其中，京新控股系公司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吕钢

先生控制的企业，第三期员工持股计划的参与对象分别为公司董事（不含独立董事）、

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核心技术（业务）人员以及经董事会认定对公司发展有卓越贡献

的和未来发展有直接影响的核心骨干员工或关键岗位员工。 

【康德莱】：2020 年 7 月 7 日，公司全资子公司上海康德莱企业发展集团药业有限公司

与贾越签订了《合资框架协议》，共同出资设立上海赫尔斯健康科技有限公司。上海赫

尔斯的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100 万元。其中，贾越以货币出资人民币 65 万元，占全部注册

资本的 65%，康德莱药业以货币出资人民币 35 万元，占全部注册资本的 35%。 

【益丰药房】：为积极拓展公司互联网医疗业务，实施公司“新零售”战略。公司在海

南设立益丰互联网医院与益丰远程诊疗中心两家全资子公司，旨在为用户提供互联网诊

疗、处方流转平台、家庭私人医生、健康管理、轻问诊、患者教育等服务。益丰互联网

医院与益丰远程诊疗中心注册资本均为 1,000.00 万元。 

【泽璟制药】：公司发布首次公开发行网下配售限售股上市流通公告，本次上市流通的

限售股数量为 3,392,086 股，本次上市流通日期为 2020 年 7 月 23 日。 

【海特生物】：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于 2020 年 7 月 14 日召开，审议通过了

《关于公司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方案的议案》；公司拟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不超过

31,006,512 股，募资资金总额不超过 97,522.70 万元，公司实际控制人陈亚先生将以不超

过 5,000 万金额（含本数）认购公司本次发行股票。 

【欧普康视】：根据公司战略及产业发展需要，2020 年 7 月 15 日，公司与中投中财、合

肥高新兴泰产业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在安徽省合肥市签订了《合肥中合欧普

医疗健康产业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合伙协议》。公司拟以自有资金 20,000 万元人

民币，作为有限合伙人投资设立中合欧普产业基金。 

【安图生物】：公司于近日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出具的《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

申请受理单》（受理序号：201835）。中国证监会依法对公司提交的上市公司非公开发

行新股核准的申请材料进行了审查，认为该申请材料齐全，决定对该行政许可申请予以

受理。 

【南京医药】：公司开展金额不超过 10 亿人民币等值外币的内保外债业务，通过该产品

可实现公司直接向境外银行借款，通过境外银行较低的资金成本，满足公司降低融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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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的需求；公司之全资子公司南京华东医药有限责任公司拟与万谷企业管理集团有限公

司共同以现金方式出资 1,000 万元设立南京新医汇运营管理有限公司。 

【卫信康】：公司发布首次公开发行限售股上市流通公告，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数量为

356,339,520 股，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日期为 2020 年 7 月 21 日。 

【中恒集团】：公司拟参与广西奥奇丽股份有限公司的重整投资，相关事项尚需经过破

产重整管理人认可，公司能否成功参与尚存在不确定性。 

【海思科】：公司控股子公司成都赛拉诺医疗科技有限公司为充分调动核心人员工作积

极性，进一步保障核心人员稳定、积极、长期投入工作，加速推进在研产品研发进程拟

实施股权激励，由员工持股平台成都海赛特企业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对成都

赛拉诺进行增资。成都海赛特将出资 2,065 万元人民币，其中 1,750 万元计入注册资本。

成都赛拉诺现有注册资本 26,200 万元人民币，增资完成后，注册资本将变为 27,950 万元

人民币，溢价部分计入资本公积；为推进公司产品在海外的临床研究，公司控股子公司

HAISCO PHARMACEUTICAL HOLDINGS GROUP LIMITED 拟出资 1,000 万美元（折合

成人民币约为 7000 万元）设立全资子公司 Haisco Pharmaceutical PTE. LTD.，注册资本为

10 万美元。 

【健民集团】：2020 年 7 月 17 日，公司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首次回购股份 80,000 股，

已回购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 0.05%，成交的最高价为 20.94 元/股、最低价为 20.40

元/股，支付的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1,660,168 元（不含印花税、佣金等交易费用）。 

【博晖创新】：公司拟向珠海奥森投资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其设立的境内 SPV 100%股

权，并通过该境内 SPV 最终持有 Adchim SAS 100%的股权，同时公司拟向珠海奥森非公

开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 

【步长制药】：公司于 2020 年 7 月 6 日召开了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三次（临时）会议，

审议通过了《关于对外投资设立参股公司的议案》，同意公司以自有资金 2,500 万元投资

北方医疗,占其注册资本的 1%。 

【新华制药】：2020 年 7 月 17 日，本公司与联仁健康医疗大数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等十

一个公司就于中国设立一个注册资本 25 亿元的北方健康医疗大数据科技有限公司，共同

签订一份投资协议。 

【贵州三力】：公司拟通过现金方式向贵州汉方药业有限公司、贵阳德昌祥药业有限公

司增资，取得汉方药业、德昌祥药业不超过 51%的股权。 

【英科医疗】：公司于 2020 年 7 月 17 日收到深圳证券交易所出具的《关于受理英科医

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申请文件的通知》（深证上审〔2020〕424 号）。

深圳证券交易所对公司报送的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募集说明书及相关申请文件进行了核

对，认为申请文件齐备，决定予以受理。 

【北大医药】：公司 2020 年 7 月 17 日收到北大方正集团有限公司的告知函，告知函称，

北大方正集团有限公司管理人以公司大股东北大医疗产业集团有限公司与方正产业控股

有限公司、北大信息产业集团有限公司、北大资源集团有限公司与方正集团存在法人人

格高度混同、区分五家公司财产的成本过高、对方正集团单独重整将严重损害债权人的

公平清偿利益为由，向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申请将五家公司实质合并重整。 

【天宇股份】：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投项目已基本建设完毕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

为了提高资金使用效率，结合公司实际经营情况，公司将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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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账户的少量零碎节余资金用于永久补充流动资金。节余募集资金转出后对应募集资金

专户将不再使用，公司对募集资金专户进行销户。 

 

质押与解押 

【欧普康视】：公司于近日收到公司股东南京欧陶信息科技有限公司函告，获悉其所持

有本公司的部分股份办理了质押及解除质押交易手续。 

【特一药业】：公司近日接到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之一许为高先生的通知，获悉

许为高先生将其质押于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的股份办理了股票质押回购延期购回交易，

并将其持有的本公司股份 300 万股追加质押给国信证券。 

【博雅生物】：公司收到公司控股股东深圳市高特佳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出具的《股权解

除质押事宜告知函》，获悉其所持有本公司的部分股份办理解除质押；公司收到公司股

东南昌市大正初元投资有限公司出具的《股权解除质押事宜告知函》，获悉其所持有本

公司的部分股份办理解除质押。 

【红日药业】：公司近日接到持股 5%以上的股东天津大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的函告，获

悉其所持有本公司的部分股份解除质押。 

【英科医疗】：公司于近日接到公司控股股东刘方毅先生的通知，获悉刘方毅先生所持

有的本公司部分股份办理了质押登记及质押解除手续。 

【明德生物】：公司近日接到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之一陈莉莉女士的通知，获悉其将

质押在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的 141.6万股公司股份解除质押, 相关手续已在中国证券登

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办理完成。 

【贝达药业】：公司今日接到股东宁波凯铭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函告，获悉

凯铭投资持有的本公司的部分股份解除质押。 

【佛慈制药】：公司于 2020 年 7 月 14 日接到控股股东兰州佛慈医药产业发展集团有限

公司通知，佛慈集团所持有本公司的部分股权解除质押。 

【康恩贝】：公司 2020 年 7 月 14 日，公司接股东康恩贝集团书面通知，2020 年 7 月 13

日康恩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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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权质押解除手续，

将其质押在中泰信托有限责任公司的 28,500,000 股无限售条件流通股份（占本公司总股

本的 1.07%）解除质押。 

【利德曼】：公司于近日收到公司持股 5%以上股东沈广仟先生的通知，获悉其所持有的

4,700,000 股公司股份于近日办理了解除质押登记手续。 

【康惠制药】：公司于 2020 年 7 月 15 日接到康惠控股通知，康惠控股已将其持有的本

公司的部分股份进行了质押。 

【健康元】：2020 年 7 月 14 日，百业源投资将质押给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的

无限售流通股 3,591.81 万股（占本公司已发行总股本 1.84%）解除质押，并已于中国证

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办理完毕股权质押登记解除手续。 

【美康生物】：公司接到公司实际控制人邹炳德先生的通知，获悉邹炳德先生将其所持

有的部分公司股份办理了股份解除质押的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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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大基因】：公司近日收到公司控股股东深圳华大基因科技有限公司的通知，获悉华

大控股将其持有的部分公司股份办理了解除质押，相应的解除质押手续已通过中国证券

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完毕。 

【灵康药业】：2020 年 7 月 16 日，本公司接到公司控股股东灵康控股关于部分股份解除

质押的通知。 

【爱尔眼科】：公司接到控股股东长江润发集团有限公司的通知，获悉长江润发集团已

将其所持有本公司的部分股份解除质押。 

【长江健康】：公司近日接到公司股东安怀略的通知，获悉其所持有公司的部分股份解

除质押。 

【以岭药业】：公司于 2020 年 7 月 17 日接到公司实际控制人吴瑞的通知，获悉吴瑞所

持有本公司的部分股份办理质 押展期。 

【科华生物】：公司于 2020 年 7 月 16 日收到 股东珠海保联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函告，获

悉其持有的 本公司部分股份办理了股份质押的手续。 

【兴齐眼药】：公司近日接到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刘继东先生通知，获悉刘继东先生

所持有本公司的部分股份提前办理了解除质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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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进行有悖原意的引用、删节和修改。 

本报告是基于本公司认为可靠的已公开信息，但本公司不保证信息的准确性或完整性。本报告所载的资料、工具、意见及推测只提供给客户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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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成对任何人的投资建议。在任何情况下，本公司不对任何人因使用本报告中的任何内容所引致的任何损失负任何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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