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顺应医改政策方向，聚焦潜在受益领域  

——医药周报2020年第29期 

 

截至 2020 年 7 月 24 日，申万医药生物指数报收 12,007.92 点，累计上涨 0.80%，

涨跌幅排名第八名，跑赢沪深 300 指数 1.66 个百分点。 

7 月 23 日，国务院办公厅印发《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 2020 年下半年重点工

作任务》，补短板、堵漏洞、强弱项，深化医疗、医保、医药联动改革，解决

看病难、看病贵问题。加强公共卫生防控、加快药品、耗材等带量采购，推进

DRGs 试点、加快分级诊疗和医药卫生信息化建设等工作将成为 2020 年下半

年政策的重点，建议关注疫苗、检测、医疗设备、创新药及产业链、互联网诊

疗等细分领域。 

此外，在集采方面，除了文件中提及的扩大国家组织集中采购和使用药品品种

范围，在 7 月 21 日，联合采购办公室就发布了部分药品相关基础信息采集工

作通知，涉及 52 个品种 86 个品规，数量远超过前两次带量采购品种范围，意

味着第三批集采工作或将拉开序幕。 

同时，近期已进入 2020 年半年度业绩预告披露密集期，已有 141 家上市公司

发布业绩预告，预喜率约 51%；冠昊生物、康泰生物等 5 家发布了中报。万孚

生物、理邦仪器、华大基因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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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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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 日，上证综指报收 3196.77 点，单周（2020

年 7 月 17 日至 2020 年 7 月 24 日）累计下跌 0.54%，中小板指数累计下

跌 2.34%，创业板指数累计下跌 1.3%。申万一级行业中，国防军工涨幅

最高，单周涨幅达 7.97%。申万医药生物指数报收 12,007.92 点，累计上

涨 0.80%，涨跌幅排名第八名，跑赢沪深 300 指数 1.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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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5.66 倍，较上周

有所上涨，高于 2010 年以来的均值 37.43 倍。申万一级医药生物行业相

对于沪深 300 的 13.25 倍 PE 的估值溢价率为 319.99%，与上周相比上涨

6.22 个百分点，比 2010 年以来的均值 214.78%高 105.21 个百分点。 

 行业动态：（1）第三批国家集采正式启动，86 个品规开始采集基础信息

（医药魔方）（2）国务院办公厅印发《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 2020 年

下半年重点工作任务》（3）康希诺生物联手辉瑞，签署四价流脑结合疫

苗推广协议（康希诺疫苗） 

 公司公告：【天士力】：公司之全资子公司江苏天士力帝益药业有限公司

收到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颁发的关于舒必利片 100mg 规格的《药品补充

申请批准通知书》（通知书编号：2020B04047），该药品通过仿制药一

致性评价。【信立泰】：公司子公司雅伦生物科技（北京）有限公司收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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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核准签发的“雷帕霉素药物洗脱椎动脉支架系统”

（Maurora®）《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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WxXbYgYpXoOpN7NdNbRnPmMmOqQeRoOtMlOoMrO9PnMnRvPnOoPxNmRsN

 

 行业周报 

 

长城证券 3 请参考最后一页评级说明及重要声明 

 

 

目录 

1. 主要观点 ............................................................................................................................... 5 

1.1 周观点 .......................................................................................................................... 5 

1.2 投资组合 ...................................................................................................................... 7 

1.3 报告汇总 ...................................................................................................................... 8 

2. 市场回顾 ............................................................................................................................... 9 

2.1 市场涨跌情况 .............................................................................................................. 9 

2.1 行业估值与溢价 ........................................................................................................ 11 

3. 行业动态 ............................................................................................................................. 13 

4. 上市公司重要公告 ............................................................................................................. 14 

 

 



 

 行业周报 

 

长城证券 4 请参考最后一页评级说明及重要声明 

 

 

图表目录 

图 1：全球 COVID-19 确诊数量 ................................................................................................. 5 

图 2：上周申万一级行业指数涨跌幅情况 ............................................................................... 9 

图 3：上周申万医药生物二级行业指数涨跌幅情况 ............................................................. 10 

图 4：上周医药生物板块主要概念指数涨跌幅情况 ............................................................. 10 

图 5：医药生物行业估值和溢价率（TTM，整体法，剔除负值） ...................................... 11 

图 6：医药生物板块及各子行业估值（TTM，整体法，剔除负值） ..................................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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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6 

表 2：长城医药推荐股票组合 ................................................................................................... 7 

表 3：长城医药近期报告汇总 ................................................................................................... 8 

表 4：申万医药生物板块周涨幅前十名、后十名个股 ......................................................... 11 

 

  

 



 

 行业周报 

 

长城证券 5 请参考最后一页评级说明及重要声明 

 

1. 主要观点 

1.1 周观点 

截至 2020 年 7 月 24 日，上证综指报收 3196.77 点，单周（2020 年 7 月 17 日至 2020 年 7

月 24 日）累计下跌 0.54%，中小板指数累计下跌 2.34%，创业板指数累计下跌 1.3%。申

万一级行业中，国防军工涨幅最高，单周涨幅达 7.97%。申万医药生物指数报收 12,007.92

点，累计上涨 0.80%，涨跌幅排名第八名，跑赢沪深 300 指数 1.66 个百分点。细分行业

方面，生物制品、医疗服务和中药板块上涨，其他子行业下跌。生物制品单周涨幅最大，

上涨了 4.41%，其次为医疗服务板块，单周上涨 0.63%。个股表现上，上周申万医药行业

企业有 136 家上涨，142 家下跌。海辰药业本周涨幅达 32.75%，居行业涨幅榜首位。此

外，西藏药业，东富龙，翰宇药业涨幅居前。分别上涨 31.62%、31.34%和 26.75%。通化

东宝单周下跌 16.29%，居行业跌幅榜首位。此外，未名医药，步长制药跌幅相对较大。 

疫情方面，根据卫健委统计，截至 2020 年 7 月 26 日，全国累计报告确诊病例 83891 例，

累计死亡病例 4634 例，累计治愈出院病例 78918 例，单日新增确诊病例 61 例，其中境

外输入病例 4 例（内蒙古 2 例，福建 1 例，四川 1 例），本土病例 57 例（新疆 41 例，

辽宁 14 例，吉林 2 例）。累计收到港澳台地区通报确诊病例 3137 例。其中，香港特别

行政区 2633 例（出院 1495 例，死亡 18 例），澳门特别行政区 46 例（出院 46 例），台

湾地区 4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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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 日，全球累计确诊数超过 1578 万例，累计死亡数达 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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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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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月 23 日，国务院办公厅印发《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 2020 年下半年重点工作任务》，

补短板、堵漏洞、强弱项，以人民健康为中心，深化医疗、医保、医药联动改革，解决

看病难、看病贵问题。 

文件中涉及加强公共卫生体系建设、深入实施健康中国行动、深化公立医院综合改革、

深化医疗保障制度改革、健全药品供应保障体系和统筹推进相关重点改革等六个要点，

并从加大疫苗、药物、快速检测技术投入、扩大集采品种范围，促进中医药振兴发展、

推进 DRGs 和分级诊疗、健全医疗卫生机构和医务人员绩效考核机制等多个方面来深化

医药卫生体制改革，健全药品供应保障体系。 

此外，在集采方面，除了文件中提及的扩大国家组织集中采购和使用药品品种范围，在 7

月 21 日，联合采购办公室就发布了部分药品相关基础信息采集工作通知，涉及 52 个品

种 86 个品规，数量远超过前两次带量采购品种范围，意味着第三批集采工作或将拉开序

幕。 

总体来说，加强公共卫生防控、加快药品、耗材等带量采购，推进 DRGs 试点、加快分

级诊疗和医药卫生信息化建设等工作将成为 2020 年下半年政策的重点，建议关注疫苗、

检测、医疗设备、创新药及产业链、互联网诊疗等细分领域。 

此外，近期已进入 2020 年半年度业绩预告披露密集期，已有 141 家上市公司发布业绩预

告，预喜率约 51%；冠昊生物、康泰生物等 5 家发布了中报。万孚生物、理邦仪器、华

大基因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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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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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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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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蓝帆医疗 7.50  219.68  6.00  155.74  

华仁药业 0.38  193.09  0.32  146.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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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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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荐公司 推荐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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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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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 日，上证综指报收 3196.77 点，单周（2020 年 7 月 17 日至 2020 年 7

月 24 日）累计下跌 0.54%，中小板指数累计下跌 2.34%，创业板指数累计下跌 1.3%。申

万一级行业中，国防军工涨幅最高，单周涨幅达 7.97%。申万医药生物指数报收 12,007.92

点，累计上涨 0.80%，涨跌幅排名第八名，跑赢沪深 300 指数 1.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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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制品、医疗服务和中药板块上涨，其他子行业下跌。生物制品单周

涨幅最大，上涨了 4.41%，其次为医疗服务板块，单周上涨 0.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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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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智慧医疗和健康中国指数下跌，其余指数均上涨；其中，抗癌指数

涨幅最大，单周涨幅为 2.36%，其次为二胎政策指数、民营医院指数和养老产业指数，分

别上涨 2.26%、2.21%和 2.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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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6 家上涨，142 家下跌。海辰药业本周涨幅达

32.75%，居行业涨幅榜首位。此外，西藏药业，东富龙，翰宇药业涨幅居前。分别上涨

31.62%、31.34%和 26.75%。通化东宝单周下跌 16.29%，居行业跌幅榜首位。此外，未名

医药，步长制药跌幅相对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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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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辰药业 32.75   通化东宝 -16.29 

  西藏药业 31.62   未名医药 -11.03 

  东富龙 31.34   步长制药 -10.71 

  翰宇药业 26.75   贝达药业 -9.75 

  正川股份 26.66   一心堂 -9.54 

  博晖创新 25.94   奥翔药业 -9.13 

  三诺生物 25.14   华东医药 -8.77 

  康芝药业 24.26   三鑫医疗 -8.22 

  海正药业 21.25   长春高新 -8.20 

  丰原药业 20.58   美年健康 -8.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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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 日，申万一级医药生物行业市盈率（TTM，整体法，剔除负值）为

55.66 倍，较上周有所上涨，高于 2010 年以来的均值 37.43 倍。 

申万一级医药生物行业相对于沪深 300 的 13.25 倍 PE 的估值溢价率为 319.99%，与上周

相比上涨 6.22 个百分点，比 2010 年以来的均值 214.78%高 105.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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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 日，医疗服务估值最高，达 112.27 倍，其次为生物制

品和医疗器械，估值分别为 81.97 倍和 79.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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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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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行业动态 

（1） 第三批国家集采正式启动，86 个品规开始采集基础信息（医药魔方） 

7 月 21 日，上海阳光医药采购网发布《关于开展部分药品相关基础信息采集工作的通

知》，为做好药品集中采购相关工作，优化工作流程，针对 86 个品规开展药品基础信息

采集工作。 

根据通知，药品要求如下：1）原研药及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发布的仿制药质量和疗效一

致性评价参比制剂。2）通过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仿制药质量和疗效一致性评价的仿制药

品。3）按化学药品新注册分类批准的仿制药品。4）纳入《中国上市药品目录集》的药

品。此外，企业范围包括提供药品及伴随服务的国内药品生产企业，药品上市许可持有

人，境外生产企业在中国大陆设立或指定并能承担相应法律责任的代表机构或企业法人。 

（2） 国务院办公厅印发《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 2020 年下半年重点工作任务》 

7 月 23 日，国务院办公厅印发《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 2020 年下半年重点工作任务》，

补短板、堵漏洞、强弱项，以人民健康为中心，深化医疗、医保、医药联动改革，解决

看病难、看病贵问题。 

文件中涉及加强公共卫生体系建设、深入实施健康中国行动、深化公立医院综合改革、

深化医疗保障制度改革、健全药品供应保障体系和统筹推进相关重点改革等六个要点，

并从加大疫苗、药物、快速检测技术投入、扩大集采品种范围，促进中医药振兴发展、

推进 DRGs 和分级诊疗、健全医疗卫生机构和医务人员绩效考核机制等多个方面来深化

医药卫生体制改革，健全药品供应保障体系。 

总体来说，加强公共卫生防控、加快药品、耗材等带量采购，推进 DRGs 试点、加快分

级诊疗和医药卫生信息化建设等工作将成为 2020 年下半年政策的重点，建议关注疫苗、

检测、医疗设备、创新药及产业链、中药等细分领域。 

（3） 康希诺生物联手辉瑞，签署四价流脑结合疫苗推广协议（康希诺疫苗） 

7 月 25 日，康希诺生物股份公司和辉瑞投资有限公司在上海共同签署了推广服务协议。

康希诺生物自主研发的四价脑膜炎球菌结合疫苗在获得中国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NMPA）

的监管批准后，将由辉瑞公司负责其在中国大陆市场的学术推广。 

侵袭性脑脊髓膜炎是由脑膜炎奈瑟菌引起的严重传染病，在中国，以 5 岁以下儿童尤其

是 6 月龄至 2 岁的婴幼儿的发病率最高，如果没有及时治疗，死亡率可高达 50%。接种

疫苗是预防侵袭性脑膜炎的有效措施。 

康希诺生物自主研发的四价脑膜炎球菌结合疫苗曼海欣®(MenhyciaTM)是康希诺生物 16

个创新疫苗中的核心产品之一。用于预防由脑膜炎奈瑟菌引起的侵袭性脑脊髓膜炎，它

将 A、C、W135 和 Y 四个常见的致病性脑膜炎球菌血清群，分别同载体蛋白 CRM197

共价结合，与中国目前使用的用于 2 岁以下婴幼儿脑膜炎球菌疫苗相比具有更为广泛的

保护性。在 2019 年 12 月，中国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已将曼海欣®(MenhyciaTM)纳入优

先审评品种名单，成为国内首个进入该名单的四价脑膜炎球菌结合疫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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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上市公司重要公告 

批件与证书 

【恒瑞医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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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物注射用卡瑞利珠单抗的《药物临床试验批准

通知书》，并将于近期开展临床试验；公司近日收到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核准签发的马

来酸吡咯替尼片的《药品补充申请批准通知书》﹔公司及子公司苏州盛迪亚生物医药有

限公司、成都盛迪医药有限公司近日收到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核准签发的 HR18042 片《药

物临床试验批准通知书》，并将于近期开展临床试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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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HR-1806《药物临床试验批准通知书》，并将于近期开展临床试验。 

【天士力】：公司之全资子公司江苏天士力帝益药业有限公司收到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

颁发的关于舒必利片 100mg 规格的《药品补充申请批准通知书》（通知书编号：

2020B04047），该药品通过仿制药一致性评价。 

【人福医药】：公司控股子公司宜昌人福药业有限责任公司近日收到国家药品监督管理

局核准签发的注射用苯磺酸瑞马唑仑的《药品注册证书》。 

【康恩贝】：近日，公司控股子公司浙江康恩贝中药有限公司收到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

核准签发的盐酸氨溴索口服溶液《药品注册批件》。 

【赛托生物】：公司于近日收到控股子公司山东斯瑞药业有限公司的通知，其获得了山

东省药品监督管理局颁发的《药品生产许可证》。 

【明德生物】：公司于近日取得了由湖北省药品监督管理局颁发的一项产品名为干式荧

光免疫分析仪的医疗器械注册证。 

【永安药业】：公司收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知识产权局颁发的一种牛磺酸末次母液脱

色除杂装置的实用新型专利证书。 

【康缘药业】：2020 年 7 月 15 日，国家知识产权局发布了《关于第二十一届中国专利奖

授奖的决定》（国知发运字〔2020〕28 号）,授予公司发明专利“含有银杏内酯的制剂及

其制备工艺”（专利号：ZL02128962.X）“第二十一届中国专利金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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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项实用新型专

利证书和 1 项外观设计专利证书，分别为一种光疗灯连接结构及婴儿培养箱、一种支撑

柱及婴儿培养装置和辐射保暖台（hkn-2008）。 

【千红制药】：公司与控股子公司江苏众红生物工程创药研究院有限公司联合申请的一

类新药 ZHB206 注射液获得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颁发的临床试验通知书（编号：

2020LP00064）。 

【迪瑞医疗】：公司于近日取得由吉林省药品监督管理局颁发的血细胞分析仪用质控品

等 4 项《医疗器械注册证》及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颁发的乙型肝炎病毒表面抗原测定试

剂盒（化学发光免疫分析法）等 9 项《医疗器械注册变更文件》。 

【安图生物】：公司全资子公司安图实验仪器（郑州）有限公司于近日收到河南省药品

监督管理局颁发的全自动微生物鉴定药敏分析仪《医疗器械注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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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思科】：公司之全资子公司辽宁海思科制药有限公司于近日向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

药 品 审 评 中 心 递 交 了 创 新 药 环 泊 酚 乳 状 注 射 液 及 其 原 料 药 （ 受 理 号 ：

CXHS1900019/CXHS1900020）的书面发补资料，并收到 CDE 签发的回执单。 

【海正药业】：公司全资子公司海正药业（南通）有限公司收到欧洲药品质量管理局签

发的盐酸莫西沙星原料药欧洲药典适用性认证证书。 

【新产业】：近日，公司收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知识产权局颁发的发明母龄风险值的

计算系统的《发明专利证书》；公司全自动化学发光新型冠状病毒棘突蛋白受体结合区

IgG 抗体检测试剂盒取得了 CE 认证。 

【健康元】：公司收到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核准签发的吸入用布地奈德混悬液《药品注

册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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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药品监督管

理局颁发的 1 项α-L-岩藻糖苷 酶测定试剂盒 （CNPF 底物法）医疗器械注册证；公司

与公司全资子公司上海透景诊断科技有限公司于近日收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知识产权

局颁发的 1 项化学发光仪 ZL 2019 3 0712153.2 专利证书。 

【信立泰】：公司子公司雅伦生物科技（北京）有限公司收到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核准

签发的“雷帕霉素药物洗脱椎动脉支架系统”（Maurora®）《医疗器械注册证》。 

【博晖创新】：公司控股孙公司中科生物制药股份有限公司与成都柏奥特克生物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于 2020 年 1 月签订《项目合作合同》，联合申报冻干人用狂犬病疫苗（无血

清 Vero 细胞）产品。该产品于近日收到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核准签发《药物临床试验批

准通知书》。 

【迈克生物】：公司于近日收到四川省药品监督管理局颁发的孕酮测定试剂盒（直接化

学发光法）等五项《医疗器械注册证》。 

【京新药业】：公司与武汉麦迪领科医疗科技有限公司、陶凉签订《战略合作协议》，

就“一体式人工大血管”产品进行研发合作及商业化推进。 

【现代制药】：公司全资子公司国药集团威奇达药业有限公司收到欧洲药品质量管理局

签发的阿莫西林原料药欧洲药典适用性认证证书；公司全资子公司国药集团工业有限公

司收到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核准签发的“盐酸右美托咪定注射液”药品注册批件。 

【科华生物】：公司收到上海市药品监督管理局颁发的两项产品甘胆酸测定试剂盒（均

相酶免疫法）与糖化血红蛋白测定试剂盒（胶乳免疫比浊法）的《医疗器械注册证》（体

外诊断试剂）。 

【蓝帆医疗】：公司发布收购武汉必凯尔救助用品有限公司 100%股权、收购 CB Cardio 

Holdings II Limited 6.63%股权交割完成的公告。 

【科伦药业】：公司于近日获得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核准签发的化学药品“盐酸伐地那

非片”和“奥氮平片”的《药品注册证书》。 

【昂利康】：近日，公司通过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网站获悉，本公司头孢克洛缓释片（规

格 0.375g）已通过仿制药质量和疗效一致性评价。 

【新天药业】：公司收到国家知识产权局颁发的 1 项商标注册证书；公司拟向贵阳新天

生物技术开发有限公司、西安陕核恒华医药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上海理成资产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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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限公司管理的理成新视野 10 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非公开发行不超过 2,812.50 万股人民

币普通股股票；公司近日已完成了章程备案以及相关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并取得了贵阳

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行政审批局换发的营业执照。 

 

重大事项 

【昭衍新药】：公司 2020 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规定的股票期权授予条件已经成就，根据

公司 2020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授权，公司于 2020 年 7 月 19 日召开了第三届董事会

第二十次会议和第三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向激励对象授予股票期

权的议案》，确定股票期权的授予日为 2020 年 7 月 17 日。 

【海翔药业】：公司为进一步建立和完善员工、股东的利益共享机制，改善公司治理水

平，提高职工的凝聚力和公司竞争力，调动员工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促进公司长期、持

续、健康发展。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结合公司实际情况，拟推出

2020 年员工持股计划﹔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浙江海翔药业股

份有限公司 2020 年员工持股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 

【华森制药】：公司于 2020 年 7 月 17 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第二届监事

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 2019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限制性股票回购价

格的议案》。鉴于公司于 2020 年 7 月 17 日实施完成了 2019 年度权益分派方案，根据公

司《2019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有关规定，本次调整后的限制性股票回购价格为：

1.2019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回购价格调整为 10.14 元/股；2. 2019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预留授予限制性股票的回购价格为 9.27 元/股。 

【博腾股份】：根据《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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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则的规定，重庆博腾制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完成了

《2020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的首次授予登记工作。 

【以岭药业】：公司收到公司控股子公司的通知，公司控股子公司将其名称由“以岭健

康城科技有限公司”变更为“以岭健康科技有限公司”，目前相关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已

办理完毕，并取得由石家庄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行政服务局换发的《营业执照》。 

【九州通】：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及 2020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通过

了《关于 2020 年度公司及下属企业申请银行等机构综合授信计划的议案》及《关于 2020

年度公司及下属企业申请银行等机构综合授信提供担保的议案》（内容详见公司公告：

临 2019-128、临 2020-005）。公司发布了 2020 年第二季度对外提供担保的具体情况。 

【精华制药】：根据江苏省人民省政府《省政府关于调整南通市部分行政区划的通知》

（苏政发〔2020〕60 号），撤销南通市崇川区、港闸区，设立新的南通市崇川区，以原

崇川区、港闸区的行政区域为新的崇川区行政区域。公司通讯地址发生变更，其他基本

信息不变。 

【英科医疗】：2020 年 6 月 2 日，公司召开了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和第二届监

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向激励对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并于 2020

年 7 月 20 日完成 2020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授予登记，股权激励限售股登记上市日

为 2020 年 7 月 22 日，公司股份总数由 220,192,808 股变更为 221,692,408 股。 

【康泰生物】：2020 年 7 月 20 日，公司董事会及监事会会议通过了《关于调整 2019 年

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股票期权行权价格的议案》、《关于 2020 年半年度利润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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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案的议案》等议案；公司根据经营发展规划，投资实施百旺信应急工程建设项目，建

设新冠肺炎疫苗等新型疫苗生产车间和生命科学研究院及相关配套设施等，预计项目投

资总额约人民币 100,000 万元。 

【三鑫医疗】：公司 2018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预留授予部分第一个限售期解除限售条

件成就，本次符合解除限售条件的激励对象共计 20 人，可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数量

700,500 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为 0.2666%；根据公司经营发展的需要，公司本次注销全

资子公司江西义鑫医疗器械有限公司有利于公司提高运营效率、降低管理成本，进一步

优化资源配置。 

【凯利泰】：公司于 2020 年 5 月 19 日召开 2019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并通过了《关于<2019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以现有的公司总股本 722,976,333 股扣除回购专户持有股

份 13,651 股后的股本 722,962,682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按每 10 股派发现金股利人民币

0.50 元（含税）。该权益分派方案已于 2020 年 7 月 15 日实施完毕，经过本次调整，公

司 2020 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授予期权调整后的行权价格为：15.22-0.05=15.17 元/股（保

留两位小数）；公司 2019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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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 人，可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数量为 255 万股，

占公司目前股本总额 72,297.6333 万股的 0.3527%。 

【健康元】：公司 2018 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的期权已于 2019 年 12 月 21 日进

入第一个行权期，行权期权为 2019 年 12 月 21 日至 2020 年 12 月 20 日，目前尚处于行

权阶段，2018 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本次限制行权期为 2020 年 7 月 29 日至 9 月 1 日，在

此期间全部激励对象将限制行权。 

【华北制药】：公司发布 2019 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本次利润分配以方案实施前的

公司总股本 1,630,804,729 股为基数，每股派发现金红利 0.03 元（含税），共计派发现金

红利 48,924,141.87 元。 

【迦南科技】：公司根据公司 2016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相关授权，已于 2020 年 5

月 11 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部分不符合解锁条

件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和《关于公司变更注册资本并修改章程的议案》，公司总股本将

减少 109.46 万股，2020 年 7 月 14 日，上述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完成。 

【人福医药】：公司于 2020 年 5 月 29 日召开 2019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 2020

年度预计为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本次在上述授权范围内，公司董事会同意实施为

人福诺生等 5 家子公司向银行申请办理的综合授信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迪瑞医疗】：公司于 2020 年 7 月 10 日收到深圳证券交易所出具的《关于迪瑞医疗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申请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审核问询函》（审核函〔2020〕

020006 号）。 

【鲁抗医药】：2020 年 7 月 22 日，公司分别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临时）会议和

第九届监事会第十七次（临时）会议，会议均以全票审议通过了《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

议案》；公司控股股东华鲁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向公司提供财务资助人民币 3.5 亿元，用于

偿还前期有息负债、补充流动资金等。 

【马应龙】：公司发布 2019 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本次利润分配以方案实施前的公

司总股本 431,053,891 股为基数，每股派发现金红利 0.26 元（含税），共计派发现金红

利 112,074,011.66 元。 

 



 

 行业周报 

 

长城证券 18 请参考最后一页评级说明及重要声明 

 

【康恩贝】：公司 2020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通过了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与关于预

计 2020 年度与省国贸集团下属子公司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嘉事堂】：公司于近日收到 2018 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项目联席保荐机构光大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出具的《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更换嘉事堂药业股份有限公司持续督导保

荐代表人的通知》。 

【科华生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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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监许可

〔2020〕970 号文核准。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简称为“科华转债”，债券代码为

“128124”，本次发行 73,800 万元可转债，每张面值为人民币 100 元，共计 7,380,000

张；公司主体长期信用等级为 AA，评级展望为“稳定”，2020 年可转换公司债券信用

评级为 AA。 

【步长制药】：公司于 2020 年 7 月 23 日与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济南分行）正式签

署了《应收款保兑协议》以及与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正式签署了《应收款转让协议》。 

【北陆药业】：2020 年 7 月 23 日，公司收到深交所上市审核中心出具的《关于北京北陆

药业股份有限公司申请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审核问询函》。 

【博济医药】：公司发布关于广州博济医药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申请向特定对象发行

股票的审核问询函之回复报告﹔公司于 2020 年 7 月 10 日收到深圳证券交易所出具的《关

于广州博济医药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申请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审核问询函》（审核

函〔2020〕020013 号）。 

【海思科】：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第四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回购注销首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信邦制药】：因银行借款到期，公司于 2020 年 7 月 23 日与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贵阳中南支行重新签订了《保证合同》(合同编号：52100120200017898)，公司为下属

医院贵州省肿瘤医院有限公司向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申请的综合授信提供担保，

担保金额为人民币 10,750 万元。 

【天士力】：鉴于公司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即将到期，基于对公司未来持续稳定发展的

信心及公司股票价值的判断，同意公司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第六次持有人会议审议并通

过的《关于公司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存续期展期的议案》，本计划存续期继 续延长至 2021

年 1 月 24 日。 

【宝莱特】：公司本次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申请获得审核通过。 

【海欣股份】： 公司发布 2019 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本次利润分配以方案实施前

的公司总股本 1,207,056,692 股为基数，每股派发现金红利 0.03 元（含税），共计派发现

金红利 36,211,700.76 元。 

【仙琚制药】：公司于近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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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龙津药业】：公司于 2020 年 7 月 24 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和第四届监事

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补充披露前期已披露信息的议案》。 

【三诺生物】：公司于 2020 年 7 月 24 日召开了第四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第四届监事

会第六次会议，审议并通过《关于 2017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的第三个解锁期

解锁条件成就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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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津药业】：公司于 2020 年 7 月 24 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和第四届监事

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更正 2019 年第三季度报告的议案》。 

【三鑫医疗】：公司全资子公司江西赣医健康产业投资有限公司因经营发展需要，其法

定代表人、执行董事、经理均由彭海鹏变更为刘明，监事由毛志平变更为曾美花，2020

年 7 月 22 日，赣医公司完成了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并取得了南昌县行政审批局换发的《营

业执照》。 

 

增减持及股本变动 

【润达医疗】：公司发布了《关于子公司收购资产暨关联交易的公告》（公告编号：临

2020-047）及相关补充公告，披露了全资子公司杭州润达医疗管理有限公司拟收购苏州润

赢医疗设备有限公司 35%股权，交易金额为 15,050 万元，其中向关联方上海润达盛瑚投

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收购苏州润赢 10%的股权，形成关联交易。 

【金城医药】：信息披露义务人上海睿亿投资发展中心管理的“睿亿投资攀山六期大宗

交易私募证券投资基金”拟通过协议方式受让北京锦圣投资中心（有限合伙）持有的金

城医药部分股份，以支持上市公司长期、健康、稳定发展。 

【通化金马】：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终止收购北大世佳科技开发有限公司 60%股权暨

关联交易的议案》，同意公司与晋商联盟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签署《解除<股权转让协议>

之协议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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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览海医疗】：2020 年 7 月 20 日，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发行审核委员会对公司非公

开发行 A 股股票的申请进行了审核。根据会议审核结果，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

的申请获得审核通过。 

【国药一致】：公司于 2020 年 7 月 20 日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国药控股国大药房有限公司拟摘牌收购成大方圆医药集团有限公司 100%股权的

议案》，董事会同意国大药房以挂牌转让底价为参考，根据竞标情况在董事会决策范围

内确定竞标金额，受让成大方圆 100%的股权，同时授权国大药房管理层办理有关摘牌事

宜。 

【欧普康视】：公司为战略及产业发展需要，于 2020 年 7 月 15 日与中投中财基金管理

有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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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肥中合欧普医疗健康产业基金。 

【盈康生命】：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发行情况报告书》于 2020 年 7 月 20 日在中国证

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指定的创业板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上披露，请投资者注意查阅；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盈康生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

复》（证监许可[2020]1030 号）核准，公司向特定对象青岛盈康医疗投资有限公司非公

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 股）96,312,746 股，每股面值为人民币 1 元，每股发行价格为人

民币 7.61 元，募集资金总额为 732,939,997.06 元，扣除各项发行费用（不含税）人民币

5,051,786.18 元后，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727,888,210.88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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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正药业】：公司拟通过发行股份、可转换公司债券及支付现金购买 HPPC Holding 

SARL 持有的瀚晖制药有限公司 49%股权并募集配套资金；2020 年 7 月 20 日，公司第八

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浙江海正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可转换

公司债券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预案>及其摘要的议案》等与本

次重大资产重组相关的议案。 

【康华生物】：公司公司于近日收到一曜生物、上海玉曜、上海一曜生物技术（集团）

有限公司、庄贤韩共同签署的《关于<股权转让协议>前提条件完成进展的函》。 

【和佳医疗】：公司的参股公司深圳市阳和生物医药产业投资有限公司投资参股的南京

伟思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于 2020 年 7 月 21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成功上市。 

【中源协和】：公司非公开发行限售股上市流通，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数量为 27,193,524

股，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日期为 2020 年 7 月 27 日。 

【康惠制药】：公司拟向湖北科莱维生物药业有限公司进行增资，增资后将持有科莱维

药业 18%的股权。 

【天宇股份】：公司发布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募集说明书(申报稿)，本次

发行股票数量按照募集资金总额除以发行价格确定，同时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数量

不超过 13,000,000 股（含），未超过本次发行前公司总股本的 30%，本次发行拟募集资

金总额不超过 90,000.00 万元（含），募集资金扣除发行费用后的净额用于年产 3,550 吨

原料药等项目。 

【长春高新】：为完善公司的化学药品产品线，进一步提升综合竞争力，结合公司的经

营现状和产品布局，公司决定在吉林省长春市投资建设创新药生产基地。 

【达安基因】：公司于 2020 年 6 月 3 日在巨潮资讯网上披露了《关于参股公司首次公开

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的申请获上海证券交易所审核通过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0-031），公司参股公司广州安必平医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提交的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

在科创板上市的申请获得科创板上市委审核通过。 

【联环药业】：公司于近日收到公司控股股东江苏联环药业集团有限公司关于其所持我

公司部分股份非交易过户完成的通知。 

【凯莱英】：公司公司于 2020 年 7 月 22 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九次会议，审议通

过了《关于调整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的议案》，对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的部分

内容进行了修改。 

【泰格医药】：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关于确定 H 股全球发售（包

括香港公开发售及国际发售）及香港联交所上市的议案》与《关于修订 H 股发行后适用

的<杭州泰格医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公司治理制度>的议案》。 

【康希诺】：公司发布《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招股意向书》，本次发行采

用向战略投资者定向配售、网下向符合条件的投资者询价配售、网上向持有上海市场非

限售 A 股股份和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海翔药业】：公司 2020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对外投资设立产

业基金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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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华制药】：公司控股子公司江苏森萱医药股份有限公司经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

统有限责任公司审核同意，森萱医药的股票将于 2020 年 7 月 27 日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

转让系统精选层挂牌，在精选层挂牌之日起交易方式变更为连续竞价方式。 

【康惠制药】：公司于 2020 年 7 月 22 日发布了《陕西康惠制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向湖

北科莱维生物药业有限公司增资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037），披露了公司以自有资

金 5,040 万元人民币向湖北科莱维生物药业有限公司进行增资，增资后，公司将持有科莱

维药业 18%的股权。 

【香雪制药】：公司于 2020 年 7 月 22 日召开了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第八届监

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补充确认关联交易的议案》、《关于子公司对外

投资设立合资公司的议案》；因经营发展需要，公司控股子公司广东兆阳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与自然人刘群波共同签署了《合资协议书》，双方将共同出资成立湖南香雪药业有

限公司；2020 年 7 月 22 日，公司与广州市德议医疗科技有限公司签署了《合资协议书》，

双方将共同合作成立精准医疗健康管理公司。合资公司注册资本为 1,000 万元人民币，公

司以自有资金现金出资人民币 700 万元，持有合资公司 70％的股份；公司发布 2019 年年

度报告更正的公告。设立产业基金的议案》。 

【步长制药】：为优化公司资产结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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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公司拟转让控股子公司股权的议案》，同意公

司将控股子公司湖北步长九州通医药有限公司 51%股权以 21,752,298.32 元人民币的价格

转让给九州通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九州药业】：公司与隆泰投资、泰格投资等签署了《淄博昭峰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合伙补充协议》。新增淄博盛世九号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黄丽玲

为淄博昭峰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的有限合伙人，其中淄博盛世九号创业投资

合伙企业（有限合伙）认缴出资 1,000 万元，黄丽玲认缴出资 3,000 万元。公司认缴出资

额人民币 1,000 万元不变。 

【基蛋生物】：公司收到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景川诊断持股 5%以上

股东每日持股变化名单》，确认本次交易已于 2020 年 7 月 21 日完成了特定事项协议转

让相关手续。股份过户登记完成后，公司持有景川诊断 18,687,212 股股份，占景川诊断

总股本的 54.96%，景川诊断成为公司的控股子公司。 

【莱美药业】：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的发行对象共 3 名，分别为中恒集团、中恒同德、

广投国宏，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数量为不超过 243,670,000 股（含本数）。 

【盈康生命】：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发行对象为盈康医投，发行数量：96,312,746 股，

发行价格：7.61 元/股，募集资金总额：732,939,997.06 元，募集资金净额：727,888,210.88

元。 

【生物股份】：公司于近日与江苏省丹阳经济开发区管理委员会、国健（江苏）健康产

业发展有限公司在丹阳市共同签订《投资框架合作协议》，框架协议项目总投资额预计

人民币 15 亿元，选址位于国药智能康复医疗器械基地区域内，未来将构建生物药产业生

态体系。 

【双成药业】：公司于 2020 年 7 月 24 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会议审议通过

了《关于公司签署<产品权利转让协议>的议案》，同意公司拟以人民币 2,800 万元将拥

有与依替巴肽注射液有关的特定知识产权和生产技术在指定区域内的权利授予海南中和

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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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生制药】：2020 年 7 月 24 日，本公司收到医药集团通知，津联集团的股东名册变更

手续已于 2020 年 7 月 23 日于香港办理完毕。至此，本次无偿划转已完成。渤海国资仍

是力生制药的间接控股股东，医药集团不再是力生制药的间接控股股东。力生制药的控

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均未发生变化。 

【国药一致】：2020 年 7 月 24 日，国大药房已成功摘牌成大方圆 100%股权转让项目，

成交价格为人民币 186,000.00 万元。同日，国大药房与辽宁成大签署了《产权交易合同》。 

【奇正藏药】：公司于 2020 年 7 月 24 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及第四届监

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开展票据池业务的议案》，同意公司及全资子公

司与国内资信较好的商业银行开展合计额度不超过人民币 6.5 亿元的票据池业务，票据池

业务的开展期限为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 3年。本议案尚需提请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公司于 2020 年 7 月 24 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及第四届监事会第十八次会

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超募资金对全资子公司增资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超募资

金 19,298.02 万元对全资子公司甘肃佛阁藏药有限公司进行增资，用于奇正藏药医药产业

基地建设项目；公司近日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出具的《关于请做好西藏奇正藏

药可转债申请发审委会议准备工作的函》。 

【舒泰神】：公司于近日收到控股股东熠昭（北京）医药科技有限公司的通知，熠昭科

技因与德邦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开展融资融券业务，将其持有的舒泰神 2000 万股股份（占

公司总股本的 4.20%）转入德邦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中，上述股

份的所有权未发生转移。 

【万泰生物】：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以募集资金向厦门万

泰凯瑞生物技术有限公司增资的议案》。 

【片仔癀】：公司以自有资金累计约 4,447.59 万元，向龙晖药业有限公司进行出资控股，

并取得龙晖药业 51%的股权。 

【中恒集团】：公司发布关于广西南宁恒鹏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完成注销登

记的公告；公司拟以自有资金或自筹资金对双钱实业增资 19,350 万元，公司经营层将根

据公司实际情况和双钱实业业务发展需要完成增资，增资最晚在 2020 年 12 月 31 日前完

成。 

【寿仙谷】：2020 年 7 月 24 日，公司收到控股股东浙江寿仙谷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的通知，

寿仙谷投资通过大宗交易减持其持有的公司 2,870,000 股无限售流通股股份，占公司总股

本的 2.00%；。 

 

质押与解押 

【天士力】：公司于 2020 年 7 月 17 日接到天士力控股集团通知：天士力控股集团将质

押给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的本公司无限售流通股 14,000,000 股在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

司办理完成相关股权质押解除手续。 

【金城医药】：公司于 2020 年 7 月 20 日接到控股股东淄博金城实业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的通知，其持有的本公司部份股份办理了股票质押及解除质押业务。 

【柳药股份】：公司于 2020 年 7 月 20 日接到朱朝阳先生的通知，其已完成上述质押股

份的回购业务，并办理完毕股份质押解除手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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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恩贝】：2020 年 7 月 20 日，公司接股东康恩贝集团书面通知，2020 年 7 月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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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别

将其质押在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分行的 31,850,000 股无限售条件流通股份（占本

公司总股本的 1.19%）、华润深国投信托有限公司的 35,300,000 股无限售条件流通股份（占

本公司总股本的 1.32%）和中铁信托有限责任公司的 33,000,000 股无限售条件流通股份

（占本公司总股本的 1.24%）解除质押。 

【京新药业】：公司近日接到公司大股东京新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的函告，获悉京新控股

所持有本公司的部分股份办理了质押，质押情况发生变动。 

【翰宇药业】：公司接到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之曾少强先生的通知，曾少强先生

近期办理了部分股票解除质押及股票质押回购业务。 

【红日药业】：公司通过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查询获悉，持股 5%

以上的股东天津大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所持有本公司的部分股份解除司法冻结。 

【双成药业】：公司近日接到公司股东 HSP INVESTMENT HOLDINGS LIMITED 的通知，

HSP 将其所持有公司部分股份进行质押。 

【海思科】：公司于 2020 年 07 月 20 日接到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之一范秀莲女士

的通知，获悉范秀莲女士所持有本公司的部分股份被质押。 

【九洲药业】：近日，公司接到控股股东中贝集团关于股份解除质押的通知，鉴于中贝

集团非公开发行 2019 年可交换公司债券(第二期)已全部完成换股，累计换股 24,822,689

股。中贝集团将“浙江中贝九洲集团有限公司—浙江中贝九洲集团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 

2019 年可交换公司债券（第二期）质押专户”中剩余全部股份 15,177,311 股解除质押。 

【振东制药】：公司于近日接到控股股东山西振东健康产业集团有限公司通知，获悉其

所持有的本公司部分股份解除质押。 

【昭衍新药】：2020 年 7 月 22 日，公司接到公司股东周志文先生将其持有公司部分股份

解质押及延期购回的通知。 

【迪瑞医疗】：公司于近日接到公司实际控制人宋勇的通知，获悉宋勇先生将其持有的

本公司的部分股份办理了质押式回购延期购回手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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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48.4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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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思科】：公司于 2020 年 7 月 22 日接到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之一范秀莲女士

的通知，获悉范秀莲女士将其持有的于 2019 年 1 月 7 日质押给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

司的本公司高管锁定股 4,995.1 万股剩余的 1565.1 万股办理了解除质押业务。 

【神奇制药】：2020 年 7 月 22 日，神奇投资将其原质押给中泰信托有限责任公司的本公

司 47,900,000 股无限售流通股予以解押。 

【药石科技】：公司于 2020 年 7 月 23 日收到公司股东北京恒通博远投资管理中心（有

限合伙）的通知，获悉其对所持有公司的部分股份办理了解除质押登记手续。 

【舒泰神】：公司近日接到持股 5%以上股东香塘集团有限公司函告，获悉香塘集团将其

所持有本公司的部分股份解除质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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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福医药】：公司于 2020 年 7 月 24 日接到控股股东当代科技的通知，获悉其将所

持有的本公司部分限售流通股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办理了股份质押的登记

手续。 

【信立泰】：公司于近日收到公司控股股东信立泰药业有限公司的通知，获悉其所持有

的本公司部分股份解除质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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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股份质押的通知。 

【贝达药业】：公司今日接到股东浙江贝成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函告，获悉

贝成投资持有的本公司的部分股份解除质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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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员承诺 

本人具有中国证券业协会授予的证券投资咨询执业资格或相当的专业胜任能力，在执业过程中恪守独立诚信、勤勉尽职、谨慎客观、公平公正的原

则，独立、客观地出具本报告。本报告反映了本人的研究观点，不曾因，不因，也将不会因本报告中的具体推荐意见或观点而直接或间接接收到任

何形式的报酬。 

特别声明 

 《证券期货投资者适当性管理办法》、《证券经营机构投资者适当性管理实施指引（试行）》已于 2017 年 7 月 1 日 起正式实施。因本研究报告涉

及股票相关内容，仅面向长城证券客户中的专业投资者及风险承受能力为稳健型、积极型、激进型的普通投资者。若您并非上述类型的投资者，请

取消阅读，请勿收藏、接收或使用本研究报告中的任何信息。 

因此受限于访问权限的设置，若给您造成不便，烦请见谅！感谢您给予的理解与配合。 

免责声明 

 长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长城证券）具备中国证监会批准的证券投资咨询业务资格。 

本报告由长城证券向专业投资者客户及风险承受能力为稳健型、积极型、激进型的普通投资者客户（以下统称客户）提供，除非另有说明，所

有本报告的版权属于长城证券。未经长城证券事先书面授权许可，任何机构和个人不得以任何形式翻版、复制和发布，亦不得作为诉讼、仲裁、

传媒及任何单位或个人引用的证明或依据，不得用于未经允许的其它任何用途。如引用、刊发，需注明出处为长城证券研究所，且不得对本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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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参考之用，并非作为或被视为出售或购买证券或其他投资标的的邀请或向他人作出邀请。在任何情况下，本报告中的信息或所表述的意见并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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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长城证券在法律允许的情况下可参与、投资或持有本报告涉及的证券或进行证券交易，或向本报告涉及的公司提供或争取提供包括投资银行业

务在内的服务或业务支持。长城证券可能与本报告涉及的公司之间存在业务关系，并无需事先或在获得业务关系后通知客户。  

长城证券版权所有并保留一切权利。 

长城证券投资评级说明 

公司评级： 

强烈推荐——预期未来 6 个月内股价相对行业指数涨幅 15%以上; 

推荐——预期未来 6 个月内股价相对行业指数涨幅介于 5%~15%之间; 

中性——预期未来 6 个月内股价相对行业指数涨幅介于-5%~5%之间; 

回避——预期未来 6 个月内股价相对行业指数跌幅 5%以上 

行业评级： 

推荐——预期未来 6 个月内行业整体表现战胜市场; 

中性——预期未来 6 个月内行业整体表现与市场同步; 

回避——预期未来 6 个月内行业整体表现弱于市场 

 

 
长城证券研究所 

深圳办公地址：深圳市福田区福田街道金田路 2026 号能源大厦南塔楼 16 层 

邮编：518033  传真：86-755-83516207 

北京办公地址：北京市西城区西直门外大街 112 号阳光大厦 8 层 

邮编：100044  传真：86-10-88366686 

上海办公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世博馆路 200 号 A 座 8 层 

邮编：200126   传真：021-31829681 

网址：http://www.cgws.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