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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安信视点：大市如期反弹，持久力可达 1 至 2 周 

港股昨日强力反弹，恒指高开逾 400 点后进一步扩阔升幅，全日升 669 点

或 2.54%，重上 27000 点关口，收报 27014 点。国指升幅相若，达 2.58%，

收报 10503 点。大市成交继续增加，回到 1000 亿之上，报 1064 亿港元。

中美有望重开贸易谈判，刺激投资者入市。如我们日前所指，技术反弹如

箭在弦，中美重启贸易谈判的消息只是一个点火点。 

美国白宫首席经济顾问库德洛昨日证实，美方已向中国发出展开新一轮贸

易对话的邀请。对于美方有意展开新一轮谈判，中国商务部昨日证实，已

收到美方邀请，并称双方正就具体细节进行沟通。不过，美国总统特朗普

昨在 Twitter 发文反驳《华尔街日报》的报道时强调，美国没有与中国达成

协议的压力，而是中国面临要与美国达成协议的压力。特朗普指，美国股

市上升，但中国在崩溃，美国将很快有数以十亿计的关税收入，并有大量

在美国本土生产的产品。《华尔街日报》周三报道称，贸易争端已对美国

消费者造成冲击，随着美国 11 月中期选举临近，特朗普面临政治压力不

断加大，要求他在中期选举前缓和贸易争端。 

我们认为，中美重启贸易谈判是好事，纵使我们预期，在美国 11 月国会

改选有结果前，谈判不会有突破性发展。尤其是，特朗普反复无常，也有

推翻任何谈判成果的前科，我们相信我方谈判团不会有任何重大让步，待

美国国会改选有了结果才定下一步策略。我们看到，美国国内反对贸易战

的压力越来越大，国家在贸易战上采用长期战策略合理，谋求连任的特朗

普或最终因政治压力而有所宽松。如昨日所说，不少美国企业开始感到经

济痛楚，发起集体行动，如超过60个行业团体周三组成Americans for Free 

Trade 联盟，反对关税措施无限扩大，并将游说国会议员，向特朗普施压，

促适可而止。 

我们认为，技术反弹短期可持续，从前期的反弹来看，反弹可持续 1 至 2

周。今天公布的 8 月份中国经济数据、中美贸易谈判的进展以及月底的美

联储议息会议，均会影响大市去向，我们需密切观察。 

（仅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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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公司及行业评论 

医药行业报告：带量采购影响分析：短期业绩影响需具体分析，长

期强者恒强逻辑不变 

据市场消息， 9 月 11 日上午国家医保局在上海召开国家药品带量采集座谈会，

计划下个月在 11个试点城市启动带量采购工作。我们将主要内容总结如下： 

试点城市：4 个直辖市北京、天津、上海、重庆，7 个城市广州、深圳、沈阳、

大连、西安、成都、厦门。 

药品范围：通过一致性评价仿制药。 

竞标标准：质量方面需通过一致性评价；产量产能需保障供应。 

采购形式：中标企业获得 60-70%的市场份额，其他企业竞争剩余的 30-40%市场

份额。医疗机构在 8-15个月内完成采购量的销售。  

招标形式：有 3 家或以上企业竞标，最低价中标（市场预计降价幅度 40%）；若

2 家竞争，议价采购（预估降价幅度约 20%）；若仅 1家竞标，谈判降价采购（预

估降价幅度约 10%）。 

时间：预计 10月中旬开标并进行议价或谈判，10 月底至 11 月初公示及公布。 

对于该政策我们的观点如下：（1）仿制药降价趋势形成，有多个厂家生产的产

品受影响较大；（2）生产成本低、原料药自产的企业具有终极竞争优势；若竞

争 30%的余下市场份额，销售能力强的企业更有优势；（3）试点政策执行结果以

及未来能否在全国范围推广，取决于医保节省费用情况、医疗机构利益及患者反

馈。 

具体对公司业绩的影响，我们认为（1）通过替代原研产品、以及由于价格降低

后，患者人群渗透率提高，国产品种的整体市场规模有望扩大，可部分减缓降价

的冲击；（2）若中标，药企销售费用占比一般在 30%-40%左右，带量采购的产品

销售费用投入大幅减少，若降价幅度在此范围内，则实际利润率不变，结合量的

上升对业绩带来积极影响。若降价幅度超过，则会拉低企业利润率，但总体影响

需结合销量判断；（3）若未能中标，我们认为企业需通过降价和销售投入来竞

争剩余的 30%市场，利润率一定降低，对业绩影响程度取决于品种的利润占比；

（4）各药企每年是否能中标不可预知，带来业绩的不确定性，但产品丰富的企

业波动小。 

长期来看：（1）随着更多厂家通过一致性评价，每年新的一轮招标仿制药竞争

加剧，仿制药将面临持续降价的压力。降价成为趋势，行业整体增速放缓；（2）

以仿制药为主的小规模药企的利润空间和生存空间被压缩，行业集中度提升加速；

（3）难仿、首仿的化学仿制药、生物类似药、特殊剂型（如微球等缓控释制剂、

吸入剂等生产工艺门槛高的剂型）以及创新药（包括化学与生物药）能保持较高

的利润空间和议价能力，一方面倒逼药企加大研发投入，另一方面研发实力强、

在研产品储备丰富的公司未来成长确定性强。 

投资建议: 我们总结了石药集团（1093.HK）、东阳光药（1558.HK）、中国生物

制药（1177.HK）3家积极参与一致性评价公司的已通过一致性评价品种的情况（见

下页）。我们认为这些品种在试点城市的收入与利润占比小，对公司今明年业绩

影响有限，公司研发管线丰富，新产品陆续推出带动公司整体增长。长期成长性

确定，估值偏低，值得关注。 

风险提示：i)新药研发进度不及预期，或销售不及预期；ii)药品降价超预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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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财经要闻 

8 月份增值税增幅仅 2.9% 三个月减税 1745 亿元。国家税务总局昨日公布最

新数据显示，今年 5 月 1 日起实施的增值税改革，将原适用 17%税率的制造

业等、11%税率的建筑业、交通运输业等行业税率，分别下调 1 个百分点，

减税政策效应自 6 月份申报期开始显现，6 月份-8 月份累计减税 959 亿元。

从 7 月份起，对 18 个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行业以及电网企业开展增值税

留抵税额退税工作，7 月份-8 月份共办理留抵退税 786 亿元。两项合计减税

1745 亿元。（新浪财经） 

河北辟谣秋冬季停工限产 今年大概率由地方因地制宜。9 月 13 日，河北省

环境保护厅官方微博重要声明称，近日，网络相传各种有关今年秋冬季将停

工限产的信息，此为不实信息。据了解，《京津冀及周边地区 2018 年--2019

年秋冬季大气污染综合治理攻坚行动方案》尚未正式发布，《河北省 2018

年--2019 年秋冬季大气污染综合治理攻坚行动方案》正在制定中。（新浪财

经） 

8 月份新能源车销量涨近 50% 全年产销有望达 150 万辆。近日，中国汽车

工业协会（以下简称“中汽协”）发布了 8 月份汽车工业经济运行情况。数

据显示，8 月份我国汽车产销分别为 200 万辆和 210.3 万辆，同比分别下降

4.4%和 3.8%。这也是继 7 月份之后，汽车产销量再次低于去年同期水平。

《证券日报》记者查阅报告显示，今年 1 月份至 8 月份，国内汽车累计产销

分别完成 1813.5 万辆和 1809.6 万辆，同比分别增长 2.8%和 3.5%。而由于

8月份销量下滑，前8月汽车整体产销增速比前7个月分别回落0.7%和0.8%。

（新浪财经） 

 

4. 公司新闻 

摩比发展首 8 个月天线系统产品产量增长约 17%。 摩比发展（00947-HK）

公布，近期公司稳定接到客户订单。天线系统产品 2018 年 1-8 月累计生产数

量同比增长约 17%。其中，天线系统产品对国际直销客户的 2018 年 1-8 月

累计产量同比增长约 22%。射频子系统产品对国际系统设备商客户 2018 年

1-8 月累计产量同比增长约 35%。（新浪财经）  

和谐汽车升逾 10% 公司计划回购最多 5500 万股份。公司董事会已批准进行

股份回购计划，公司将于股市市场内动用自有资金进行不超过 5500 万股股

份回购，以此展现对公司未来信心。另外，公司投资的内地新能源汽车制造

商 FMC，目前已完成 B 轮融资，目前估值升至 22 亿美元。（新浪财经） 

李嘉诚之子李泽钜考虑让长江基建的英国资产公开上市。因信息不公开而不

愿透露身份的知情人士称，长江基建正在和投行探讨通过一个百十亿美元的

基金将持有的特定英国资产上市。他们表示，该公司仍在讨论拟上市实体的

结构以及将由哪些资产组成，最终也可能决定不推进交易。长江基建在过去

十年中构建了一个稳定的英国基础设施资产网络，范围从污水处理设施、天

然气到铁路一应俱全。长江基建牵头的财团 2010 年以 58 亿英镑从法国电力

公司收购英国电网，一年后又拿 24 亿英镑买下公用事业 Northumbrian Water。

2015 年，长江基建 25 亿英镑收购 Eversholt Rail， 掌握了英国近三分之一

的铁路客运运力。（新浪财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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