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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安观点： 

 仿制药带量采购促进医药行业集中度提高，拥有大批仿制药的厂家更有望

胜出 

国家积极推行仿制药一致性评价和带量采购，价格成为仿制药致胜的关键

因素，能生产多品种仿制药的厂家具有规模优势，议价能力和中标能力更

强。公司 2012 年成立研究院开始大力发展高端仿制药和创新药，近几年

进入收获期。2012 年至今共申报超过 170 个化学制剂和原料药（剔除大

输液），2017 年以来获批上市 6 个口服固体制剂，预计今后三年上市的首

仿和首次通过一致性评价的产品接近 30 项。众多的产品为公司今后在带

量采购进行一篮子产品议价提供了竞争优势，且对公司来讲这些均是新增

业务。 

 打造国内一流研发&销售团队，创新支撑长远发展 

公司研发团队成果突出，2012 年以来公司累计申报了约 300 个药品注册

项目。目前公司处于申报生产阶段的品种超过 30 个，预计将在一年内上

市，处于临床试验阶段的品种约 50 个，扣除部分研发周期较长的创新药，

预计其中约 40 个产品将在三年内上市。合计公司在未来三年将有望上市

超过 70 个品种，其中超过一半为仿制药。 

公司的创新药平台一共有 18 个项目处于临床阶段，最早的项目是处于三

期的重组抗表皮生长因子受体(EGFR)人鼠嵌合单抗注射液，预计在 2020

年左右上市。此后随着各个项目的陆续推进，预计在 2020 年以后，每年

均有创新药上市。 

营销团队搭建完毕，随时迎接新上市产品。目前直营团队已涵盖十个核心

省区，超过 1200 人，其中 2/3 是引进的当地一流专科药营销人才，销售

团队已准备好随时迎接新上市药品。同时，公司的精细化管理合作伙伴和

原来的传统业务板块团队有 3800 人，营销团队总人数已超过 5000。 

 
  

 2016A 2017A 2018E 2019E 2020E 

营业收入(百万元) 8566 11435 16207 19165 21739 

YoY(%) 10.3 33.5 41.7 18.3 13.4 

净利润(百万元) 585 749 1272 1562 1825 

YoY(%) -9.4 28.0 69.9 22.8 16.8 

毛利率(%) 43.3 51.3 59.6 59.9 60.2 

净利率(%) 6.8 6.5 7.8 8.1 8.4 

ROE(%) 5.4 6.8 10.5 11.6 12.2 

EPS(摊薄/元) 0.41 0.52 0.88 1.08 1.27 

P/E(倍) 47.9 37.4 22.0 17.9 15.3 

P/B(倍) 2.5 2.4 2.2 2.0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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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包材升级&产品升级替代推动大输液板块持续增长 

按产量来看，公司在大输液领域的占有率大概为 40%，预计未来维持 5%-10%的增速，行业集中度

提高以及持续推出的新产品是公司增长的主要动力。公司近两年上市及在研的大输液产品超过 30 个，

以营养型和治疗型输液为主。随着这些新产品的上市，输液板块中高毛利产品占比提升，盈利能力

也将增强。 

 完善抗生素全产业链：川宁进入正轨，其他项目盈利可期 

头孢类和青霉素类的终端市场规模合计超过 500 亿元，市场空间非常可观。公司着力打造抗生物全

产业链，从上游中间体到下游制剂销售均有完善的布局，全产业链模式有助于增强整体竞争力。川

宁工厂于 2018 年 4 月开始实现全面满产，预计全年可实现净利润约 6 亿元。其他三家抗生素相关子

公司情况持续好转，新迪医化正在积极进行技改，有望扭亏。广西科伦已于 2017 年年底实现单月扭

亏。 

 给予“推荐”评级 

公司三发驱动的发展战略清晰。药品研发板块有序进行，1-2 年内将上市一大批仿制药，2 年后创新

药开始陆续上市，未来公司将有望成为仿制药大企业&国内一流创新药公司；大输液板块随着包材和

产品升级将维持稳健增长；抗生素板块稳健向好，川宁项目已实现全面满产，广西科伦实现单月盈

利，邛崃项目也正在积极进行技术改造。预计公司在 2018-2020 年的 EPS 分别为 0.88 元、1.08 元、

1.27 元，对应 PE 分别为 22X/18X/15X，给予“推荐”评级。 

 风险提示 

1、政策风险：医药行业政策频出，药品带量采购、招标降价、辅助用药名单出台、DRGs 管理路径

等政策出台短期对药品销售造成一定负面影响。 

2、产品不能中标的风险：公司产品基本为处方药，需要进院销售，若重要品种在某些省份缺标，则

可能对销售收入造成影响。 

3、研发项目失败的风险：公司多个在研项目，其中不乏完全创新的药物，一般情况下，药品创新程

度越高，研发失败的风险越大。 

4、抗生素原料药价格波动的风险：原料药价格波动较大，对公司业绩可能造成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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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打造国内一流研发&销售团队，创新支撑长远发展 

1.1 药品业务规划细致，发展前景可期 

公司于 2012 年底引进前齐鲁制药研究院院长王晶翼博士加盟，成为进军高端仿制和创新药领域的标

志。公司将药品研发销售定为除了大输液和抗生素以外的第三台发动机，希望通过研发体系的建设

和多元化技术创新，积累企业基业长青的终极驱动力量。这第三发是公司长期发展战略的重要一环。 

从公司历史发展及未来的规划来看，预计公司的药品业务的发展路径是：2012-2015 年，主要以药

品注册申报为主，申报一大批仿制药和部分新药项目；2016-2020 年，仿制药项目陆续上市，着力

建设药品销售团队，抓住一致性评价契机抢占部分品种的领先市场份额，研发重心逐渐转向创新药；

2020 年以后，新药开始上市，仿制药的销售规模进一步增大。 

图表1 公司进军药品领域的发展路径 

 

资料来源：公司公告，平安证券研究所 

 

1.2 星夜兼程，未来有望跻身国内第一梯队的仿制药大企业 

王院长进入科伦后，在短短几年里建立了从仿制药到创新药的全套研发体系。研究院的人数从 2012

年的约 300 人左右增加到近 2000 人，建立了仿制药团队、新型给药系统团队、创新小分子团队、

生物大分子团队。 

2012 年以后，公司申报的药品注册项目突飞猛进，2013 年和 2014 年公司申报了大量药品，其中也

包括重要品种的原料药，2012 年以来公司累计申报了约 300 个药品注册项目。随着进入实施阶段的

项目数量增加，研发投入随之增长，2017 年公司研发支出达到 8.5 亿元，跻身国内研发投入规模的

第一梯队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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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2 公司历年申报药品注册项目数量（剔除重复项） 图表3 公司历年研发支出情况 

  

资料来源：CDE，平安证券研究所 

数据截止2018年12月 

资料来源：wind，平安证券研究所 

数据截止2018年三季报 

药物研究周期长、投入大，为了使研究院尽快实现自我输血的能力，在研发项目上的分配上，前期

以仿制药为主，此后研发重心将逐渐向新药转移。仿制药上市后可以实现短期回报，支持研发创新

药，长线短线相结合的模式使得研究院形成良性循环发展。 

由于正好处于一致性评价的时间段，公司抓住这一时机申报了大量仿制药，从 CDE 查询数据显示，

公司目前处于在审评阶段的项目共有 37 个品种（剔除重复），其中除了两个新药外，其余全是仿制

药。目前公司处于申报生产阶段的品种超过 30 个，预计将在一年内上市，处于临床试验阶段的品种

约 50 个，扣除部分创新药研发周期较长，预计在三年内将有 40 个产品上市。合计公司在未来三年

将有望上市超过 70 个品种，其中超过一半为仿制药。 

图表4 公司在研&申报上市的项目分类 

 

资料来源：公司公告，平安证券研究所 

根据 CDE 数据显示，公司从 2012 年至今申报了超过 150 种原料药和制剂（除去大输液），排在国

内 TOP10 以内，随着这些品种逐渐上市销售，公司的制药业务规模也有望进入国内 TOP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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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5 国内 top9 医药工业公司申报情况对比（剔除名称重复的申报项目） 

 

资料来源：CDE，平安证券研究所 

注：1、申报项目里包括制剂申报和原料药申报；2、科伦药业的申报数量剔除了大输液项目；3、上药包括：上药信谊、中西三维、正大青春宝、
上药新亚、常州制药、第一生化。4、数据截止 2018 年 12 月 

从 2012 年以来研究院厚积薄发，前期众多项目积累逐渐进入收获期，2017 年和 2018 年上半年各

上市超过 10 个产品，我们对其中主要品种进行了市场测算，待这些产品成熟后终端市场规模有望达

到 27 亿元。未来由于带量采购的推行，仿制药的价格将下行，该预测规模或许会缩小，但带量采购

也给公司带来了新进入市场的机会，有望提升的市场份额能弥补。 

公司已有六个产品通过一致性评价，其中草酸艾思西酞普兰片、甲硝唑片、替硝唑片是首家通过一

致性评价。草酸艾思西酞普兰片已在 4+7 带量采购中独家中标，其价格降幅 34%，居于中间水平。 

图表6 公司近两年上市主要产品市场预测 

产品 上市时间 市场规模 市场格局 
预计销售额 

（亿元） 

注射用帕瑞昔布钠(科瑞舒) 2017 年 终端 5 亿元 一家原研占比 99% 2 

脂肪乳氨基酸葡萄糖三室袋 2017 年 终端 9 亿元 外资一家 4 

丙氨酰谷氨酰胺氨基酸（18）

注射液 （多蒙捷®） 
2017 年 

复方谷氨酰胺类肠外营养的市场

规模约为 60 亿元 
新品种 3 

草酸艾思西酞普兰片（一致性

评价，首家） 
2018 年 终端 20 亿元 top3 占比 95%，top1 外资占比 65% 2 

氨溴索，盐酸氨溴索氯化钠注

射液 
2018 年 终端约 60 亿元 top5 占比 75%，科伦之前无此产品 3 

醋酸钠林格注射液 2018 年 终端约 4 亿 科伦占比 14%，竞争对手一家占比 86% 2 

乳酸钠林格注射液 2018 年 终端约 8 亿 科伦占比 10%，多家竞争激烈 1 

口服补液盐散剂 2018 年 补液盐终端市场规模约 2 亿 一家国产占比 99% 1 

小儿电解质无机盐 2018 年 
  

0.5 

右美托咪定注射液 2018 年 终端约 20 亿 恒瑞占 87%，其次是恩华和国瑞 2 

唑来膦酸注射液 2018 年 终端约 20 亿 
诺华占 59%，正大天晴 26%，其他 n 家公

司 
2 

盐酸克林霉素胶囊（一致性评

价） 
2018 年 终端约 6000 万 

top3 占比 97%，其中辉瑞占 59%，科伦

0.01% 
0.2 

氢溴酸西酞普兰片（一致性评

价，首家） 
2018 年 终端约 3 亿 科伦占比 11%，灵北占 80% 1.5 

阿莫西林胶囊（一致性评价） 2018 年 终端约 21 亿元 联邦占 60%，贝克诺顿 15%，科伦 0.07% 2 

甲硝唑片（一致性评价，首家） 2018 年 终端约 8000 万 top5 占比 88%，前四竞争激烈 0.2 

替硝唑片（一致性评价，首家） 2018 年 终端约 6000 万 丽珠占 61%，其余份额竞争激烈 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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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 上市时间 市场规模 市场格局 
预计销售额 

（亿元） 

盐酸氨溴索氯化钠注射液 2018 年 
终端约 1.58 亿元（氨溴索注射剂

PDB 数据库销售额为 10 亿） 
top5 占比 83%，多家竞争激烈 0.5 

合计    27.1 亿 

资料来源：公司公告，PDB，平安证券研究所 

公司处于申报上市&临床研究阶段的仿制药有 42 个，其市场竞争格局良好，有超过二十个品种有望

成为国内首仿。预计这些产品将在 2020 年以前陆续上市，公司仿制药产品线逐渐完善。 

图表7 公司即将上市的主要产品市场预测 

品种 
预计上市 

时间 
适应症 2017 年 PDB 市场格局 

2017 年 PDB 

销售额 

盐酸达泊西汀片 2019 年 
18 岁以上患者

早泄治疗 

西地那非销售量占比 75%，他达那非 23%。进口达泊西汀

2013 年国内上市，2017 年 PDB 样本医院销售额 600 万元。 
604 万 

枸橼酸托法替布片 2019 年 类风湿性关节炎 辉瑞的托法替布 2017 年在中国上市 3.4 万 

磷酸西格列汀片 2019 年 2 型糖尿病 外资 1 家（2014 年国内上市） 1.16 亿 

替比夫定片 2019 年 乙肝 北京诺华 2.8 亿 

富马酸替诺福韦二吡呋

酯片 
2019 年 乙肝 Top3 占比 98.79% 2.4 亿 

注射用头孢曲松钠/氯

化钠注射液 
2019 年 抗感染 国内无产品上市 -- 

氨基酸(15)腹膜透析液 2019 年 腹膜透析 -- -- 

阿哌沙班片 2019 年 抗凝血 外资 1 家（BMS） 774 万 

吉非替尼片 2019 年 肺癌 阿斯利康占比 88.55%，齐鲁制药占比 11.45% 4.2 亿 

氢溴酸西酞普兰片 2019 年 抑郁障碍 Top2 占比 87.14%，Top 占比 97.12% 4.98 亿 

马来酸阿法替尼片 2019 年 非小细胞癌 外资 1 家（勃林格殷格翰） 16 万 

替比夫定片 2019 年 乙肝 北京诺华 1 家 2.78 亿 

阿哌沙班片 2019 年 血栓性疾病 外资 1 家（BMS） 774 万 

阿莫西林胶囊 2019 年 细菌感染 Top5 占比 87.98% 3761 万 

阿奇霉素分散片 2020 年 急性咽炎 Top3 占比 90.39% 4.89 亿 

盐酸左氧氟沙星片 2020 年 细菌感染 Top5 占比 90.85% 11.69 亿 

甲苯磺酸索拉非尼片 2020 年 肝癌 外资 1 家（拜耳） 1.95 亿 

达沙替尼片 2020 年 血液肿瘤 正大天晴占比 65.16%，阿斯利康占比 34.84% 5087 万 

沙格列汀胶囊 2020 年 2 型糖尿病 外资 1 家（BMS） 6916 万 

卡巴他赛注射液 2022 年 前列腺癌 国内无产品上市；原研于 2011 年在欧洲上市，2017 年销售额 3.9 亿欧元 

丙泊酚注射液 2020 年 静脉麻醉 Top2 占比 75.68% 12.75 亿 

卡格列净片 2020 年 2 型糖尿病 2018 年原研在国内上市，原研全球销售额 14 亿美元 -- 

恩格列净片 2020 年 2 型糖尿病 2017 年原研在国内上市，原研全球销售额 15 亿美元 -- 

琥珀酸曲格列汀片 2020 年 2 型糖尿病 国内无产品上市；原研于 2015 年在日本上市 -- 

氢溴酸替格列汀片 2020 年 2 型糖尿病 国内无产品上市 -- 

索非布韦片 2020 年 丙肝 原研 2017 年国内上市 -- 

恩杂鲁胺软胶囊 2020 年 前列腺癌 国内无产品上市 -- 

奈妥匹坦帕洛诺司琼胶

囊 
2020 年 化疗止吐 国内无产品上市 -- 

瑞戈非尼片 2020 年 结直肠癌、肝癌 外资 1 家（拜耳） 6 万 

尼达尼布软胶囊 2020 年 肺癌 原研 2018 年国内上市 -- 

醋酸巴多昔芬片 2020 年 骨质疏松 国内无产品上市 -- 

环孢素 A 脂肪乳注射液 2020 年 神经系统用药 国内无产品上市 -- 

氟比洛芬酯注射液 2020 年 止痛 北京泰德占比 98.33%，Mikasa Seiyaku 占比 1.67% 11.55 亿 

盐酸厄洛替尼片 2020 年 肺癌 外资 1 家（2016 年国内上市） 9643 万 



科伦药业﹒公司首次覆盖报告 

 

 

请务必阅读正文后免责条款 10 / 32 

 

品种 
预计上市 

时间 
适应症 2017 年 PDB 市场格局 

2017 年 PDB 

销售额 

达沙替尼片 2020 年 血液肿瘤 正大天晴占比 92.38%，阿斯利康占比 7.62% 5086 万 

苹果酸舒尼替尼胶囊 2020 年 肾癌 外资 1 家 7956 万 

昂丹司琼口腔速溶膜 2020 年 化疗止吐 Top3 占比 84.86%（不限于口腔速溶膜剂型） 2.3 亿 

利格列汀片 2020 年 2 型糖尿病 外资 1 家 1896 万 

利伐沙班片 2020 年 血栓性疾病 外资 1 家 4.2 亿 

替格瑞洛片 2020 年 血栓性疾病 外资 1 家 1.6 亿 

盐酸普拉克索片 2020 年 帕金森病 外资 1 家 2.03 亿 

盐酸莫西沙星片 2020 年 细菌感染 Top3 占比 96.63% 14.4 亿 

资料来源：公司公告，PDB，平安证券研究所 

带量采购有望成未来趋势，能批量供应仿制药的企业竞争力更强 

在医保控费的背景下，药品降价将是长期趋势，以量换价是医保和企业均可受益的模式，也是国家

鼓励的采购方式。2015 年 2 月 28 日，国务院发布了《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完善公立医院药品集中采

购工作的指导意见》，其中明确提出以省（区、市）为单位“落实带量采购”。此后，安徽、上海、

武汉等地遵照执行，取得了较好成果。2018 年 9 月，医保局牵头 11 试点城市启动大品种仿制药的

带量采购，将 70%的销量给到一家企业。公司的草酸艾思西酞普兰片已在 4+7带量采购中独家中标，

将为公司提供带量药品积累前期经验，随着后续公司大批产品通过一致性评价，更多产品将有望成

功竞标带量采购。  

即将上市的超过 70 个品种中以仿制药为主，公司的仿制药品种筛选兼顾临床需求与经济效应，未来

随着布局越来越完善，公司将能提供大部分临床常用的有一定技术壁垒的仿制药，有望形成规模优

势。我们推测未来在一致性评价完全落实后，仿制药之间质量差异不大的情况下，价格竞争将变得

更加激烈，能提供多种药品的大厂家将在价格谈判中更有优势，也有望获得更大的市场份额。 

 

1.3 创新研发平台布局完善，预计 2020 年上市第一个药物 

公司的创新药平台于 2014 年建立，包括新型给药系统、创新小分子平台、创新大分子平台，目前三

个平台一共有 18 个项目处于临床阶段，最早的项目是处于三期的重组抗表皮生长因子受体(EGFR)

人鼠嵌合单抗注射液，预计在 2020 年左右上市，此后随着各个项目的陆续推进，预计在 2020 年以

后，每年均有创新药上市。 

图表8 公司三大创新研发平台在研项目 

分类 进度 通用名 类别 适应症 

大分子 

Ⅲ期临床 
重组抗表皮生长因子受体(EGFR)

人鼠嵌合单抗注射液(西妥昔) 
肿瘤 转移性结直肠癌、头颈癌 

Ⅰ期临床 PD-L1 单抗 肿瘤 结直肠癌、非小细胞癌等多种实体瘤 

中美双报一

期 
HER2 ADC 肿瘤 HER2 阳性乳腺癌、胃癌等 

Ⅰ期临床 KL-A167 注射液 肿瘤 抗肿瘤（NSCLC） 

获批临床 
重组抗 VEGFR2全人源单抗注射液

(雷莫卢单抗) 
肿瘤 

无需筛选患者的治疗胃癌二线靶向药物，此外还可用于结

直肠癌、非小细胞肺癌的治疗 

获批临床 
注射用重组人血小板生成素拟肽

-Fc 融合蛋白(罗米司亭) 
其他 免疫性血小板减少性紫癜 

获批临床 A166-创新抗体偶联药物注射液 肿瘤 HER2 阳性乳腺癌、胃癌等恶性肿瘤的治疗 

FDA 获批临

床 
A166-创新抗体偶联药物注射液 肿瘤 HER2 阳性乳腺癌、胃癌等恶性肿瘤的治疗 

小分子 
Ⅰ期临床 A206 肿瘤 抗肿瘤 

获批临床 KL100137 脂肪乳注射液 其他 麻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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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类 进度 通用名 类别 适应症 

获批临床 KL130008 胶囊 其他 类风关（小分子靶向） 

获批临床 KL280006 注射液 其他 镇痛 

获批临床 KL070002 胶囊 肿瘤 多种实体瘤 

新型给药系统 

获批临床 阿立哌唑长效肌肉注射剂 其他 精神分裂症 

获批临床 注射用紫杉醇(白蛋白结合型) 肿瘤 乳腺癌 

获批临床 盐酸伊立替康脂质体注射液 肿瘤 胰腺癌 

获批临床 马来酸阿塞那平舌下膜 其他 精神分裂症 

IND 注射用多西他赛(白蛋白结合型) 肿瘤 多种实体瘤 

资料来源：CDE，公司公告，平安证券研究所 

重组抗表皮生长因子受体(EGFR)人鼠嵌合单抗注射液用于治疗以结直肠癌、头颈部癌为代表的肿瘤

疾病，对标品种是默克公司的爱必妥（西妥昔单抗）。爱必妥在全球的销售先后由百时美施贵宝、礼

来、默克负责，最高销售峰值达到 18 亿美金。 

西妥昔单抗在国内由默克和勃林格殷格翰负责销售，2017 年样本医院销售额为 2.2 亿元，预计国内

总市场规模约为 8 亿元。爱必妥在国内的专利于 2017 年到期，目前尚无可以替代的国内产品上市。 

图表9 西妥昔单抗全球销售额（单位：百万美元） 图表10 西妥昔单抗在国内样本医院销售额及数量 

  

资料来源：医药魔方，平安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PDB数据库，平安证券研究所 

数据截止2018年三季度 

公司的重组抗表皮生长因子受体(EGFR)人鼠嵌合单克隆抗体注射液用于转移性结直肠癌的治疗目

前处于三期临床，在国内同类项目中研发进展居于第一梯队。此外，还有适应症为 RAS 野生型的转

移性结直肠癌的临床研究处于一期。 

图表11 抗 EGFR 单抗在国内研发进度 

药品名称 企业名称 进度 

重组抗表皮生长因子受体(EGFR)人鼠

嵌合单克隆抗体注射液 
四川科伦药物研究院有限公司 三期 

重组抗 EGFR 人鼠嵌合单克隆抗体注

射液 
泰州迈博太科药业有限公司 三期 

重组抗 EGFR 人鼠嵌合单克隆抗体注

射液 

上海复宏汉霖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景泽已受让该项

目） 
一期 

重组全人源抗 EGFR 单克隆抗体注射

液 

重庆智翔金泰生物制药有限公司 智翔（上海）医药科

技有限公司 
一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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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品名称 企业名称 进度 

重组抗 EGFR 人鼠嵌合单克隆抗体注

射液 

桂林三金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宝船生物医药科技(上海)

有限公司 
一期 

重组抗 EGFR 人鼠嵌合单克隆抗体注

射液 
上海中信国健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一期 

重组全人源抗 EGFR 单克隆抗体注射

液 

上海赛伦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人民解放军军

事医学科学院生物工程研究所 
一期 

重组抗 EGFR 单克隆抗体注射液 
深圳龙瑞药业有限公司 兴盟生物科技（北京）有限公

司 
一期 

重组抗 EGFR 全人单克隆抗体注射液 齐鲁制药有限公司 齐鲁制药有限公司 一期 

西妥昔单抗注射液 佛山安普泽生物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一期 

资料来源：CDE，CFDA，平安证券研究所 

 

1.4 营销团队搭建完毕，随时迎接新上市产品 

仿制药业务的壁垒在于销售，创新药业务的壁垒在于研发和学术推广。 

从销售端来看，公司大输液销售团队已经建立起了从省级到医院院级层面的良好客户基础，仿制药

的销售团队建设只需要延伸到科室的销售人员。从 2018 年开始，公司集中精力建立一支精良的高端

仿制药和创新药销售团队，目前的直营团队涵盖了十个核心省区，已经超过了 1200 人，其中 2/3 是

引进的当地一流的专科药营销人才加盟，销售团队已准备好随时迎接新上市药品。同时，公司的精

细化管理合作伙伴和原来的传统业务板块团队还有 3800 人，总体营销团队已达 5000 人以上，完全

具备承接高端仿制药的销售能力。仿制药的销售对学术依赖不强，而价格、招标准入、销售服务等

方面影响较大，这与大输液的销售模式高度类似，因此公司对于高端仿制药的销售也有望取得可观

的成就。 

创新药业务的基础需要在研发阶段就开始积累，一是临床试验阶段找到学术圈的资深学者合作研究，

可以利用合作者的影响力提高产品在业内的知名度，利于上市后的产品推广；二是有勤奋的学术团

队，回答各种临床问题和培训销售代表。公司多个创新药项目处于临床早期，在临床团队的建设上

也不遗余力，引进曾经在临床一线工作超过 20 年的三甲医院肿瘤科主任作为首席医学官，已与国内

各大肿瘤中心建立起良好的沟通，并且随着临床项目逐渐进展到后期，仍在快速扩充临床团队。 

 

二、 包材升级&新产品上市推动大输液板块持续增长 

2.1 A 股大输液公司概况 

据前瞻产业研究院预计，2017 年大输液行业总规模约为 108 亿瓶，6 家上市公司合计销售量为 85

亿瓶，占比 79%。7 家上市公司大输液收入合计为 157 亿元，预计全行业规模约为 223 亿元（出厂

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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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12 大输液消费量统计 

 

资料来源：前瞻行业研究院，平安证券研究所 

科伦、石四药和辰欣药业三家具有普通、治疗性和营养性三种类型的大输液，品类较齐全；双鹤和

华仁药业拥有普通输液和治疗性输液两种类型；济民制药全部为基础输液，海思科则只有营养性输

液。 

按照产品类别划分，大输液的单价一般是营养型输液>治疗型输液>普通输液，按照包材划分的单价

一般是软袋>塑瓶和玻瓶。因此单价较高的产品占比多，则公司产品的平均单价就更高。比如华仁药

业和济民制药，软袋占比较高，公司产品的平均单价就更高。 

图表13 上市公司中大输液分布情况 

公司 
2017 年大输液

收入（亿元） 

大输液销售

量（亿瓶） 

单价 

（元/瓶） 

包材结构 

 

内容物结构 

普通输液 治疗性输液 营养性输液 

科伦药业 75.8 43.5 1.7 可立袋占比接近 50% 
2016 年收入占

比 73% 
2016 年收入占比 27% 

石四药 25.1 13.0 1.9 软袋收入占比 63% √ √ √ 

辰欣药业 17.1 10.2 1.7 软袋收入占比 46% 收入占比 47% 收入占比 14% 
收入占比

39% 

华润双鹤 23.0 14.8 1.6 
软袋+BFS 销售量占比

40% 
销量占比 76% 销量占比 24% 

 

华仁药业 9.4 2.0 4.7 软袋占比 100% 收入占比 83% 收入占比 17% 
 

济民制药 3.2 1.1 2.9 软袋销售量占比 83% 销量占比 97% 销量占比 3% 
 

海思科 3.3 
     

√ 

资料来源：公司公告，平安证券研究所 

 

2.2 包装升级：直立软袋替代塑瓶和玻瓶 

包装材料的升级换代是大输液行业发展的重要推动力，包材经历了以广口瓶为代表的开放式输液容

器时代、以玻瓶塑瓶为代表的半开放式输液容器时代，以非 PVC 软袋直立软袋为代表的密闭式输液

容器时代。 

目前市场销售的输液是半开放式和密闭式两种，由于半开放式输液容器由于不能自动收缩，在输液

过程中需要引入外界空气，可能造成细菌和空气中的颗粒物污染，从安全性角度来看，比不上密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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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输液容器。且玻瓶重量较大，运输成本高。从中长期来看，半开放式将逐渐被密闭式替代，也就

是塑瓶和玻瓶会被软袋替代。 

图表14 大输液包材升级 

 

资料来源：CNKI，平安证券研究所 

 

图表15 各种大输液包材性能对比 

包装形式 玻璃瓶 塑料瓶 非 PVC 输液袋 直立式聚丙烯袋 

化学稳定性 较好 好 
 

好 

药物相容性 好 -般 好 好 

抗冲击 差 好 
 

好 

坠落试验 差 较差 好 
 

透明度 好 -般 好 好 

温度适应性 差(低温度） 差(pp 低溢) 好 好 

隔氧性 好 一般 好 好 

隔水件 好 一般 好 好 

口部密封性 较差，易污染 好，不易污染 好，不易污染 好，不易污染 

可恢复性 很差(需进空气) 较差 好 好 

胶塞接触药液 是，易污染 否，不易污染 否，不易污染 否，不易污染 

是否易破损 
是,脱落物和隐形裂

伤易污染 

否，无脱落物和隐

形裂伤 

否，无脱落物和隐形裂

伤 

否，无脱落物和隐形裂

伤 

使用方法 
需空气回路，易二

次污染 

需空气回路，易二

次污染 

自身产生负压，无需空

气回路，安全性高 

自身产生负压，无需空

气回路，安全性高 

临床使用习惯 习惯 习惯 不习惯 习惯 

生产安排 一般 不宜停机 好安排 
 

废料量 大 很少 很少 很少 

运输 
重贵大，运费高，

易破碎 

重量轻，运费低，

不易破损 

重量轻，运费低，不易

破损 

重量轻，运费低，不易

破损 

价格及成本 价格低，成本低 

价格高于玻璃瓶，

成本与玻璃瓶相

近 

价格最高，成本最高 成本略低于塑料瓶 

毒性 无 无 无 无 

环保问题 一般 无 无 无 

资料来源：CNKI，平安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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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美地区大多已完成了包材升级的转型，美国大输液软袋占比 90%，欧洲也达到 60%。我国大输液

包材正在持续更新换代过程中，2006 年以前以玻璃瓶为主，2016 年玻璃瓶下降到 20%，塑瓶约占

30%，非 PVC 软袋&直立软袋占比约为 50%。由于软袋的价格高于玻瓶和塑瓶，因此预计软袋的销

售量占比远低于 50%，软袋产品仍具有可观的提升空间。长期来看，塑瓶将全部被软袋替换，玻瓶

中除了部分中药大输液和少数治疗型输液以外，其他也均可被软袋替代。2016 软袋占比为 50%，假

设最终软袋占比提升到 80-90%，预计软袋仍有较大增长空间。 

从销售的区域分布来看，玻瓶和塑瓶在县级及县级以下医院使用较多，非 PVC 软袋在高端医院的占

比较高。随着基层医院医疗水平的提高，非 PVC 软袋在基层占比将持续提高。 

图表16 大输液包材行业市场份额变化 

 

资料来源：CNKI，中国产业信息网，平安证券研究所 

石四药与辰欣药业是我国大输液行业排名第二和第四的企业，这两家的大输液包材结构的变化也反

应了行业趋势。从 2008 年到 2017 年，石四药的软袋占比从 10%增长到 63%；2014-2017 的三年

间，辰欣药业的软袋占比也从 35%提高到 45%。 

图表17 石四药大输液包材结构比例（收入） 图表18 辰欣药业大输液包材结构比例（收入） 

  

资料来源：公司公告，平安证券研究所 

数据截止2018年上半年 

资料来源：公司公告，平安证券研究所 

数据截止2018年上半年 

经过我们分析，发现对于单价较低的普通输液，一般软袋的价格相比玻瓶和塑瓶的价格翻倍。对于

单价较高的治疗型输液和营养型输液，多数情况下软袋包装的产品比塑瓶和玻瓶贵 2 元到几十元不

等。因此，软袋占比的提高也将会推动大输液收入端持续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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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19 葡萄糖/氯化钠注射液招标价格（单位：元） 图表20 奥硝唑氯化钠注射液招标价格（单位：元） 

  

资料来源：长丰县招标采购，平安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 海南医药集中采购网，平安证券研究所 

 

2.3 单一成分向多组分晋级，营养型输液的升级替代值得关注 

将常配合使用并且相容性稳定的两种及两种以上的成分做成复方大输液，既方便使用又可减少输液

时间，是大输液发展的方向之一。从图表 21 中可以看到，普通输液和营养型输液里各个细分类型均

有复方产品，治疗型输液中最常见的复方输液是抗生素与普通输液的复方。 

图表21 单一组分与多组分大输液类型 

大类 小类 单一组分 多组分 

普通输液 

糖类 葡萄糖、果糖、木糖醇等 

混合糖输液（国外）：10%转化糖输液（内含等量葡萄糖和果

糖）、不同浓度的果糖：葡萄糖：木糖醇按 2：1：1 的比例混

合糖输液等 

电解质 氯化钠、氯化钾、硫酸镁等 乳酸钠林格氏液、醋酸钠林格氏液 

酸碱平衡液 碳酸氢钠、乳酸钠、氯化铵等 
 

营养型输液 

氨基酸类 不同浓度的氨基酸 加入糖类、电解质、水溶性维生素等做成复方 

脂肪乳 长链脂肪乳 中长链脂肪乳、脂肪乳+氨基酸+葡萄糖 

谷氨酰胺 
 

谷氨酰胺+治疗用药 

维生素 各种维生素 维生素+氨基酸 

治疗型输液 

抗感染 抗生素、抗真菌、抗病毒等 

治疗药物与基础输液的复方 

 

心血管用药 抗心律失常、扩血管用药、心绞痛等 

抗肿瘤药物 化疗药物、单抗类、辅助用药 

消化系统用药 抗溃疡药、止吐药 

呼吸系统 支气管扩张 

血液系统 抗凝、止血、升白 

泌尿系统 脱水药 

免疫抑制剂 单抗、抗肿瘤坏死因子等 

诊断用药 造影剂 

中药提取物 丹参、参芪扶正、苦参碱等 

资料来源：CNKI，平安证券研究所 

在大输液的单方向复方升级的过程中，现阶段最值得关注的是营养型输液。复方营养型输液单价较

高，盈利空间更大，最具代表性的是费森尤斯的卡文，该产品是脂肪乳+氨基酸+葡萄糖以一定比例

混合而成，其在中国的年销量超过 300 万袋，销售额接近 10 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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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养型输液分为氨基酸类、脂肪乳类和谷氨酰胺类三大类，2017 年在 PDB 样本医院的规模约为 40

亿元，近几年增速逐年下降，我们预计全国的营养型输液市场规模超过 120 亿元（终端价），出厂价

的市场规模在 40-60 亿元。2017 年营养型输液中，氨基酸类与脂肪乳类各占约 40%，谷氨酰胺类

占约 20%。2017 年营养型输液市场规模稍有下降，预计是由于医保控费的影响，但营养型输液对于

病人康复的疗效是确切的，所以从中长期来看，其具有存在的必要性。 

图表22 样本医院肠外营养输液的销售额 

 

资料来源：PDB，平安证券研究所 

公司的营养型输液市占率低，尚有较大提升空间。公司的营养型输液中，氨基酸类和谷氨酰胺类在

样本医院市场份额分别为 11%和 15%，脂肪乳类占比仅为 5%，主要是因为公司之前没有脂肪乳+

氨基酸+葡萄糖这个品种，而该品种占据了 30%的市场份额。2017 年，公司的脂肪乳氨基酸(17)葡

萄糖(11％)注射液上市，2018 年又上市两个同类产品，有望提高脂肪乳领域的市占率。 

图表23 2017 年样本医院氨基酸输液市场份额 图表24 2017 年样本医院谷氨酰胺输液市场份额 

  

资料来源：PDB，平安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PDB，平安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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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25 2017 年样本医院脂肪乳市场份额 

 

资料来源：PDB，平安证券研究所 

脂肪乳类的产品结构中，由于纯脂肪乳的单价低于复方脂肪乳，因此销量占比为 66%的脂肪乳的市

场份额仅有 35%，而市场份额为 32%的脂肪乳+氨基酸+葡萄糖复方输液的销售量占比仅为 15%，

有较大增长空间，预计脂肪乳+氨基酸+葡萄糖复方输液将持续增长。 

图表26 2018 年 Q3 样本医院脂肪乳类收入占比 图表27 2018 年 Q3 样本医院脂肪乳类数量占比 

  

资料来源：PDB，平安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PDB，平安证券研究所 

脂肪乳+氨基酸+葡萄糖复方输液是脂肪乳复方输液中最大的品种，其在国内的销售量 300-400 万袋，

终端销售额接近 10 亿元，近两年维持 10%以上的增速，2017 年其市场被华瑞、百特、费森尤斯瓜

分。公司的脂肪乳+氨基酸+葡萄糖复方输液于 2017 年获批上市，未来有望成为销售额过亿的大品

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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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28 样本医院脂肪乳+氨基酸+葡萄糖复方输液规模
及增速 

图表29 2018 年样本医院脂肪乳+氨基酸+葡萄糖复方输液
市场份额 

  

资料来源：PDB，平安证券研究所 

数据截止2018年Q3 

资料来源：PDB，平安证券研究所 

数据截止2018年Q3 

 

2.4 高端产品陆续上市，公司产品结构发生积极改变 

公司近两年上市以及在研的大输液产品基本都是复方，营养型输液是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6 个营

养型输液品种有望于近期上市，将补齐公司营养型产品系列。特别是公司 2017 年上市的脂肪乳+氨

基酸+葡萄糖复方输液，有望成为公司的重磅品种。 

图表30 公司近年上市及待上市大输液品种 

进度 通用名 注册分类 适应症 已上市企业家数 在研企业家数 

2017 上市 氯化钾葡萄糖注射液 化药 6 仿制 低钾血症 >10 0 

2017 上市 中/长链脂肪乳注射液(C8~24) 化药 6 仿制 肠外营养补充 9 0 

2017 上市 
脂肪乳氨基酸(17)葡萄糖(11％)注

射液 
化药 6 仿制 肠外营养补充 3 2 

2017 上市 醋酸钠林格注射液 化药 3 仿制 电解质紊乱 7 >5 

2017 上市 维生素 B6 注射液（塑料安瓿） 化药补充申请 肠外营养 >10 0 

2017 上市 盐酸左氧氟沙星氯化钠注射液 化药 6 仿制 抗感染 >10  

2017 上市 乳酸左氧氟沙星氯化钠注射液 化药补充申请 抗感染 >10 >5 

2017 上市 
中长链脂肪乳/氨基酸(16)/葡萄糖

(16%)电解质注射液 
化药 6 仿制 肠外营养补充 >10 0 

2018 上市 盐酸右美托咪定注射液 化药 6 仿制 麻醉镇静 6 >5 

2018 上市 盐酸氨溴索氯化钠注射液 化药 6 仿制 支气管炎 3 >5 

2018 上市 唑来膦酸注射液（5mg/100ml） 化药 6 仿制 
骨质疏松，癌症骨

转移 
5 7 

2018 上市 小儿电解质补给注射液 化药 6 仿制  10 2 

2018 上市 口服补液盐散(III) 化药 6 仿制 
腹泻引起的脱水与

电解质紊乱 
2 1 

CDE 待批生产 注射用头孢曲松钠/氯化钠注射液 化药 3 仿制 抗感染 >10 0 

CDE 待批生产 
脂肪乳(10%)/氨基酸(15)/葡萄糖

(20%)注射液 
化药 6 仿制 肠外营养补充 无 7 

CDE 待批生产 
脂肪乳氨基酸(17)葡萄糖(19%)注射

液 
化药 6 仿制 肠外营养补充 无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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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度 通用名 注册分类 适应症 已上市企业家数 在研企业家数 

CDE 待批生产 
氨基酸(15)/葡萄糖(16.5%)电解质

注射液 
化药 6 仿制 肠外营养补充 >10 1 

CDE 待批生产 
复方氨基酸(15AA-I)/葡萄糖电解质

注射液 
化 3 电解质紊乱 >10 0 

CDE 待批生产 
氨基酸(16)/葡萄糖(48%)电解质注

射液 
化 3 肠外营养补充 >10 0 

CDE 待批生产 唑来膦酸注射液（4mg/100ml） 化药 6 仿制 肿瘤骨转移 4 >5 

CDE 待批生产 碘帕醇注射液 化药 6 仿制 诊断造影 2 >5 

CDE 待批生产 碳酸氢钠林格注射液 化药 3.2 新药 电解质紊乱 无 >5 

CDE 待批生产 复方电解质注射液（II） 
化药 4 仿制、化

药 3 仿制 
电解质紊乱 7 0 

CDE 待批生产 羟乙基淀粉 130/0.4 电解质注射液 化药 6 仿制 血容量不足 1 8 

CDE 待批生产 
高渗羟乙基淀粉 200/0.5 氯化钠注

射液（PP 软袋） 
化药 6 仿制 血容量不足 1 6 

CDE 待批生产 盐酸莫西沙星氯化钠注射液 化药 6 仿制 细菌感染 2 >5 

CDE 待批生产 盐酸替罗非班氯化钠注射液 化药 6 仿制 心脏缺血性疾病 4 >5 

CDE 待批生产 注射用还原型谷胱甘肽 化药 6 仿制 
多种原因引起的肝

损伤等 
5 >5 

CDE 待批生产 肝素钠封管注射液 化药 6 仿制 静脉留置装置封管 3 6 

CDE 批准免临床 
氨基酸(15)/葡萄糖(10%)电解质注

射液 
化药 3.2 新药 肠外营养补充 >10 0 

获批 BE 丁酸氯维地平注射用脂肪乳 化药 3.1 新药 高血压 无 4 

Ⅲ期临床 
中长链脂肪乳/氨基酸(16)/葡萄糖

(30%)电解质注射液 
化药 3.2 新药 肠外营养补充 无 2 

获批临床 丙泊酚中/长链脂肪乳注射液 化药 6 仿制 静脉麻醉 2 >5 

获批临床 
中长链脂肪乳/氨基酸(16)/葡萄糖

(36%)电解质注射液 
化药 3.2 新药 肠外营养补充 >10 2 

资料来源：公司公告，NMPA,CDE,平安证券研究所 

注：粉色为营养型输液 

经过多年不断推动营养型和治疗型产品上市，公司产品结构发生积极变化，单价和毛利率较低的普

通输液占比从 2014 年的 60%下降到 2017 年的 56%，治疗型输液占比明显提高。 

图表31 2014 年公司在样本医院各类产品收入占比 图表32 2017 年公司在样本医院各类产品收入占比 

  

资料来源：PDB，平安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PDB，平安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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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几年公司大输液的毛利率稳中有升，特别是在 2016 年以后，由于产品结构的改变导致毛利率的提

升开始体现。2017 年毛利率上升幅度较大，原因之一是受两票制的影响，但即使扣此因素的影响，

预计大输液的毛利率也有 3-5个点的提升。我们预计后续随着包材的升级以及一大批新产品的上市，

将推动大输液毛利率维持上升趋势。 

图表33 公司大输液产品毛利率有提升趋势 

 

资料来源：wind，平安证券研究所 

 

2.5 大输液外资企业在中国：葡萄糖复方&营养型输液具有可观进口替代空间 

2.5.1 四大外资大输液企业覆盖全国主要市场 

目前欧美、日本等发达国家已完成了三级输液包材的更换，软塑化率达到 90%以上。在欧洲地区费

森尤斯、贝朗、百特三家公司拥有绝对的话语权，在美国市场百特公司占据了 80%的市场份额。我

国大输液产业起步较晚，上世纪 80 年代末才引入大型跨国医疗公司。目前我国大输液市场中，外资

企业主要包括百特、费森尤斯、贝朗、大冢四家公司。 

 百特中国 

百特于上世纪 80 年代进入中国，是最早进入中国医疗市场的大型跨国公司之一，旗下业务涵盖肾科、

液体治疗、特殊药物及肠外营养，输液产品包括基础性输液、治疗性输液及一些肠外营养产品。公

司是全球肠外营养市场的领导者，成功生产出全球第一个橄榄油脂肪乳（克凌诺）、全球第一个方便

灵活的即用型双腔袋（克灵麦），中国第一个大批量生产的脂肪乳（卡里），中国处方量第一的脂肪

乳（卡路）等产品。 

公司 2013 年在苏州设立在华首家世界级研发中心，其子公司百特侨光专门负责中国市场的肠外营养

业务，百特在中国拥有近 20 个办事处和工厂，主要分布在经济发达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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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34 百特在中国的研发中心和工厂分布 

 

资料来源：百特中国官网，平安证券研究所 

 贝朗 

德国贝朗于 1985 年正式开展大中华区的业务。目前贝朗中国拥有输液治疗、营养治疗、体外血液治

疗等 16 项业务，业务遍布全国 60 多个城市，并在江苏苏州和山东淄博投资建设了大型生产基地。 

图表35 贝朗在中国的机构分布 

 

资料来源：贝朗医疗官网，平安证券研究所 

 费森尤斯 

费森尤斯集团由费森尤斯医疗、费森尤斯卡比和费森尤斯医疗工程三大分支组成，分别在全球独立

运营。费森尤斯卡比公司专注于输液和营养领域，中国是费森尤斯卡比亚太区最大的市场，旗下拥

有费卡华瑞和北京费森尤斯卡比医药两家合资企业。费卡华瑞拥有肠内和肠外临床营养多领域产品

研究开发及生产中心，每年生产能力达 1300 万瓶大输液、1600 万瓶小针和 600 万瓶肠内营养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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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华瑞拥有脂肪乳、多腔袋、维生素、氨基酸这四大类肠外营养产品，优质的产品力造就了华

瑞在国内大输液市场的领先地位。 

 日本大冢 

日本大冢制药株式会社 1984 年进入中国市场，成立了国内第一家中外合资制药企业——中国大冢制

药有限公司，现已发展为一家拥有 COP 品牌大输液、安瓿注射液、滴眼剂和营养输液等产品的综合

性药品生产企业。目前，大冢分别在四川、北京、天津、江苏、上海、浙江、广东等地设立分子公

司，业务覆盖输液、治疗药、食品饮料、营养保健、医疗器械、临床研究、眼药等领域。大冢制药

的基础输液包括塑瓶和软袋两种包材，治疗型和营养型输液只有软袋形式。 

图表36 大冢在中国区的主要工厂 

主要工厂 核心业务 

中国大冢（天津） 
塑瓶输液、软袋输液、塑料安瓿注射液以及滴眼

液 

广东大冢 

塑瓶基础输液，软袋基础输液，软袋营养输液（营

养输液包括复方氨基酸注射液和脂肪乳注射液）

和美普清口服液 

浙江大冢、四川大冢 治疗药 

天津大冢饮料、广东慎昌饮料 宝矿力 

资料来源：大冢（中国）投资官网，平安证券研究所 

 

2.5.2 外资产品在葡萄糖复方和营养型领域占有可观份额 

四家外资公司中，费森尤斯只销售营养型输液，贝朗销售治疗型和营养型输液，百特和大冢销售普

通型、治疗型和营养型输液。大冢制药的产品以基础性输液为主，其他三家公司均以营养型输液为

主。从包装形式来看，普通型和治疗型以软袋或塑瓶为主，营养型输液以玻瓶和高端软袋为主。 

图表37 三家公司中国区基础性输液和治疗性输液产品 

类型 公司 通用名称 包装 

基础性输液 

百特中国 

葡萄糖注射液 三层共挤输液用袋 

氯化钠注射液 三层共挤输液用袋 

葡萄糖氯化钠注射液 三层共挤输液用袋 

大冢制药 

乳酸钠林格注射液 500ml，1000ml 

复方乳酸钠山梨醇注射液 500ml 

复方乳酸钠葡萄糖注射液 500ml 

复方氯化钠注射液 500ml 

葡萄糖氯化钠钾注射液 500ml,200ml,100ml 

复方电解质葡萄糖注射液 多个规格和品类 

葡萄糖氯化钠注射液 多个规格 

生理氯化钠溶液 500ml 

灭菌注射用水 500ml 

葡萄糖注射液 

500ml:50g 

250ml:25g 

100ml:10g 

氯化钠注射液 500ml 

羟乙基淀粉 130/0.4 氯化钠注射液 500ml 

治疗性输液 百特中国 复方电解质注射液 三层共挤输液用袋，500ml/袋、1000ml/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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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型 公司 通用名称 包装 

甘露醇注射液 三层共挤输液用袋，100ml/袋，250ml/袋 

乳酸钠林格注射液 三层共挤输液用袋，250ml/袋，500ml/袋, 1000ml/袋 

甲硝唑氯化钠注射液 三层共挤输液用袋，100ml/袋 

贝朗 复方电解质注射液(II) 500ml/袋 

大冢制药 甘露醇注射液 250ml：50g，100ml：20g 

资料来源：公司官网，平安证券研究所 

 

图表38 四家公司在中国销售的肠外营养产品 

公司 类型 产品名称 通用名称 适应症 

百特中

国 

 

脂肪乳 

 

卡路 
中/长链脂肪乳注射液 ( C 

8～24 ） 
用于胃肠外营养，满足能量和必需脂肪酸的要求 

克凌诺

(ClinOleic) 
长链脂肪乳注射液（OO） 

适用于口服或肠内营养摄取不能、不足或禁忌的患者，进行肠外营养的

补充脂肪。 

卡里(Kali) 脂肪乳注射液 C14-24 静脉营养的组成部分之一，为机体提供能量和必需脂肪酸 

多腔袋 

克灵麦

(Clinimix) 
氨基酸葡萄糖注射液 

对长期进行肠外营养的患者，可以在克灵麦中加入脂肪乳以提供热量和

必需脂肪酸。 

克林维

(Clinomel) 

①脂肪乳(10%)/氨基酸(15)/

葡萄糖(20%)注射液；②脂肪

乳(20%)/氨基酸(15)/葡萄糖

(30%)注射液 

当口服或肠内摄取营养不能、不足或禁忌时用于肠道外营养。 

维生素 
施尼维他

(Cernevit) 
注射用多种维生素（12） 

适用于当口服营养禁忌、不能或不足（营养不良、吸收不良，胃肠外营

养等），需要通过注射补充维生素的患者。 

氨基酸 肝氨 复方氨基酸注射液(15AA) 
用于肝硬化，亚急性、慢性重症肝炎及肝昏迷的治疗，并可作为慢性肝

炎的支持治疗。 

贝朗 

脂肪乳 力保肪宁 
中/长链脂肪乳注射液

（C8-24Ve） 
为需要进行静脉营养的病人提供能源 

多腔袋 

力保鱼优 
ω-3 鱼油中/长链脂肪乳注

射液 

当口服或肠内营养不足、有禁忌或无法进行时，为成人提供包括人体必

需ω-6、ω-3 脂肪酸在内的脂肪。 

力全合易 
中长链脂肪乳/氨基酸(16)/葡

萄糖(16%)注射液 

当口服或肠内营养无法进行、不足或有禁忌时，为轻至中重度分解代谢

的患者提供肠外营养治疗所需的能量、必需脂肪酸、氨基酸、电解质和

液体。 

氨基酸 安平 复方氨基酸注射液 
用于严重肝功能不全和即将或者已经发展为肝性脑病患者的肠外营养以

提供氨基酸。 

费森尤

斯 

脂肪乳 

力文 结构脂肪乳注射液(C6-24) 作为肠外营养的组成部分，提供能量和必须脂肪酸。 

合文 
多种油脂肪乳注射液 

(C6-24) 

用于肠外营养，为经口/肠道摄取营养不能、不足或有禁忌时的患者提供

能量、必需脂肪酸和ω-3 脂肪酸。 

尤文 ω-3 鱼油脂肪乳注射液 
当口服或肠内营养不可能、功能不全或有禁忌时，为患者补充长链ω-3

脂肪酸，特别是二十碳五烯酸与二十二碳六烯酸。 

力能 
中/长链脂肪乳注射液 

(C6-24) 
胃肠外营养 

30%英脱利匹

特 
脂肪乳注射液(C14-24) 

适合输液量受限制和能量需求高度增加的病人（心功能不全、脑水肿、

肾功能不全等） 

多腔袋 

卡全 
脂肪乳氨基酸(17)葡萄糖

(19%)注射液 
用于不能或功能不全或被禁经口/肠道摄取营养的成人患者。 

卡文 
脂肪乳氨基酸(17)葡萄糖

(11%)注射液 
用于不能或功能不全或被禁经口/肠道摄取营养的成人患者。 

维生素

及微量

元素 

水乐维他 注射用水溶性维生素 
系肠外营养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之一，用以满足成人和儿童每日对水溶

性维生素的生理需要。 

维他利匹特 脂溶性维生素注射液(II) 
系肠外营养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之一，用以满足成人每日对脂溶性维生

素 A、维生素 D2、维生素 E、维生素 K1 的生理需要。 

格利福斯 甘油磷酸钠注射液 成人肠外营养的磷补充剂，适用于磷缺乏病人 

安达美 多种微量元素注射液(II) 10ml 能满足成人每天对铬、铜、铁、锰、钼、硒、锌、氟和碘的基本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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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 类型 产品名称 通用名称 适应症 

中等需要，适用于妊娠妇女补充微量元素。 

氨基酸 

力太 丙氨酰谷氨酰胺注射液 
适用于需要补充谷氨酰胺患者的肠外营养，包括处于分解代谢和高代谢

状况的患者。 

谷安光 
复方氨基酸（15）双肽（2）

注射液 

适用于不能口服或经肠道补给营养、以及通过这些途径补充营养不能满

足需要的患者，尤其适用于处于中度至重度分解代谢状况的患者。 

乐凡命 复方氨基酸注射液(18AA-II) 
对于不能口服或经肠道补给营养，以及营养不能满足需要的患者，可静

脉输注本本以满足机体合成蛋白质的需要。 

凡命 复方氨基酸注射液(18AA-I) 
适用于蛋白质摄入不足、吸收障碍等氨基酸不能满足机体代谢需要的患

者。 

复方氨基酸注

射液 
复方氨基酸注射液(18AA) 

用于蛋白质摄入不足、吸收障碍等氨基酸不能满足机体代谢需要的患者，

以及改善手术后病人的营养状况。 

大冢制

药 

脂肪乳  脂肪乳注射液（C14-24） 能量补充药，为需要肠外营养的患者补充能量和必需脂肪酸。 

氨基酸  复方氨基酸注射液 18AA-II 提供蛋白合成的原料，维持氮平衡；提供能量。 

资料来源：公司官网，平安证券研究所 

外资企业的产品在含葡萄糖的复方输液和营养型输液中占据可观份额，这两个领域也是国内企业进

口替代的市场所在。 

2017 年 PDB 样本医院里含葡萄糖的复方输液市场规模为 11 亿元，外资品种以 14%的数量占比瓜

分了 17%的市场份额，其中以百特和大冢的产品为主。而在营养型输液中 4 家外资企业的产品占据

了 43%的市场份额，销售数量占比为 42%。因此，在营养型输液领域，国内企业尚有较大的发展空

间。 

图表39 2017 年含葡萄糖的复方大输液市场格局（按销
售金额） 

图表40 2017 年含葡萄糖的复方大输液市场格局（按销售
数量） 

  

资料来源：PDB，平安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PDB，平安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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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41 2017 年营养型输液市场格局（按销售金额） 图表42 2017 年营养型输液市场格局（按销售数量） 

  

资料来源：PDB，平安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PDB，平安证券研究所 

 

三、 完善抗生素全产业链：川宁进入正轨，其他项目盈利
可期 

3.1 红海竞争市场，拥有全产业链者得天下 

2016 年在按照疾病划分的我国公立医院用药结构中，抗感染用药市场占比约为 16%，排在第一位。

我国抗感染用药终端市场规模超过 1000 亿元，其中约 70%是抗生素制剂。按照结构不同，抗生素

分为β-内酰胺类、氨基糖苷类、大环内酯类、林可霉素类、多肽类、喹诺酮类、磺胺类、抗结核药、

抗真菌药及其他抗生素。根据 PDB数据库 2017年数据，头孢类和青霉素类分别占抗感染用药的 38%

和 10%，预计两类的市场规模合计约 500 亿元。 

图表43 2017 年国内样本医院抗感染类药物分类（总市场规模为 337 亿元） 

 

资料来源：PDB，平安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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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生素是临床科室的常用药，医生对常规抗生素的使用也无需专门做学术推广，因此普通抗生素同

质化严重，价格是决定销售的重要因素。抗生素产业链中，中间体和原料药是卡位环节，决定了下

游产品价格，抗生素企业将产业链向上游延伸可以增大对价格的把控力，从而增加产品竞争力。 

公司着力打造抗生物全产业链，从上游中间体到下游制剂销售均有完善的布局。相当大的一部分抗

生素的使用需要配合大输液，因此两者的销售渠道具有较大重叠，并且两者具有类似的销售模式，

公司在大输液的销售实力强劲，有望带动抗生素实现良好的销售。 

公司围绕抗生素产业链的子公司包括：主要生产抗生素中间体的新疆伊犁川宁工厂，生产抗生素原

料药的邛崃分公司（抗生素原料药、抗病毒原料药等）、新迪医化（原料药及培南、头孢类化工中间

体）和广西科伦（头孢类原料药和制剂），生产抗生素制剂的湖南岳阳科伦。 

 

3.2 川宁工厂已满产盈利 

环保优势：川宁工厂一期于 2012 年建成投产，二期于 2014 年建成投产，2015 年因环保问题停产。

此后公司加大环保投入，建成了国内环保排放标准最高的抗生素中间体生产企业。2018 年 1 月公司

整体通过环保验收，2018 年 4 月即全面满产。随着国内环保标准的提高，环保监察越来越严格，环

保工程落后的产能将被淘汰，川宁工厂完善的环保设施也将成为优势。 

成本优势：川宁工厂在用电成本（煤炭成本低）、玉米采购（伊犁主产区）、大豆采购（哈萨克斯坦

进口）、棉花采购（新疆主产区）等方面具有成本优势，综合成本较内地低 20%左右。 

全产品链优势：川宁工厂是全球唯一一家同时拥有硫红、青霉素类、头孢类中间体生产商，且主要

产品规模的全球市占率超过 30%以上，鉴于抗生素中间体价格具有周期性特征，三大产品的合理供

应具有较强的市场抗风险能力。公司三个主要品种市场占有率较高，硫红大概50%，青霉素接近30%，

7-ACA 约 40%。 

图表44 川宁主要产品竞争格局 

 
硫氰酸红霉素 青霉素工业盐 7-ACA 6-APA 

国内主要产能 9000 吨 10 万吨 7400 吨 4.3 万吨 

国内主要厂家 

宁夏启元（3000 吨） 河南华兴 石药集团（1500 吨） 联邦制药（24000 吨） 

宜都东阳光（3000 吨） 石药集团（18000 吨） 健康元（1800 吨） 威奇达（7000 吨） 

科伦药业(3000 吨) 联邦制药 联邦制药（1200 吨） 科伦药业（5000 吨） 

 
华北制药 哈药集团（1000 吨） 中华帝斯曼（4000 吨） 

 
科伦药业（3000 吨） 福州抗生素集团（1000 吨） 华兴制药（3000 吨） 

  
鲁抗（900 吨） 

 

  
科伦药业（4000 吨） 

 

资料来源：公司网站，平安证券研究所 

此外，川宁公司的高管队伍中，不乏从联邦制药、华北制药、东阳光药等优秀的同行公司中过去的

人才，他们具有丰富的行业经验，也为川宁长期稳健运营打下良好的基础。 

四种中间体的价格走势具有相似性，均在 2017 年下半年开始回暖，2018 年维持在较高位置。川宁

工厂 2017 年一期满产，实现收入 18.5 亿元，亏损 7500 万元。随着 2018 年 4 月二期全面满产，预

计 2018 年全年可实现净利润约 6 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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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45 7-ACA 历年价格走势 图表46 6-APA 历年价格走势 

  

资料来源：wind，平安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wind，平安证券研究所 

 

图表47 青霉素工业盐历年价格走势 图表48 硫红历年价格走势 

  

资料来源：wind，平安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wind，平安证券研究所 

 

3.3 广西科伦已实现单月盈利，新迪医化&邛崃项目有望扭亏 

公司抗生素产业链下的邛崃分公司、新迪医化有望扭亏。新迪医化主要产品是抗生素中间体，其

GCLE 车间于 2016 年完成安装，2017 年正在进行调试和优化工艺路线。邛崃公司也是草酸艾司西

酞普兰片的原料药厂，该产品在在 4+7 带量采购中独家中标，未来有望提高全国市场占有率，从而

带动原料药的销售。 

广西科伦通过了技术攻关，部分产品产量创历史新高，并于 2017 年 11 月和 12 月实现单月盈利，

未来有望持续贡献利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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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49 公司抗生素产业链主要下属公司情况 

下属公司 产品类别 产品 产能 

邛崃分公

司 

抗生素原料药、抗病

毒原料药 

10 个产品：丙氨酰谷氨酰胺、草酸艾司西酞普兰、泛酸钠、胶体果胶铋、普卢利沙星、

氢溴酸西酞普兰、盐酸伐昔洛韦、依地酸钙钠、甲磺酸帕珠沙星、奥美拉唑 

一期 114.3 吨，

二期 44.9 吨 

新迪医化 
培南类中间体、头孢

类中间体 

13 个中间体：4-AA、GCLE、2-甲氧亚氨基-2-(2-氨基-4-噻唑基)-(z)-硫代乙酸苯

胼噻唑酯（AE 活性酯）、2,5-二氢-6-羟基-2-甲基-5-氧-3-巯基-1,2,4-三嗪;三嗪

酸、(Z)-2-(2-氨基噻唑-4-基)-2-三苯甲氧亚氨基乙酸(2-巯基苯并噻唑)酯(头孢地尼

活性酯侧链）、氧化白藜芦醇、白皮杉醇、白藜芦醇、N-甲基-2-（2-氨乙基）-吡咯

烷、他唑巴坦起始原料、3 -氨基-2'-羟基 1,1’-联苯-3 -羧酸 、（二）双（膦酸）、

马拉维诺 

1000 吨 

广西科伦 头孢类原料药和制剂 

14 个产品：第一代抗生素：头孢拉定、头孢噻吩钠、头孢硫脒、头孢替唑钠；第二代

抗生素：头孢呋辛钠、头孢孟多酯钠、头孢西丁钠；第三代抗生素头孢三嗪（头孢曲松）、

头孢哌酮、头孢噻肟钠、头孢他啶、头孢米诺钠、头孢地嗪钠；第四代头孢菌素硫酸头

孢匹罗等一至四代共头孢菌素 

约 700 吨 

资料来源：公司网站，平安证券研究所 

 

四、 盈利预测与估值 

主要假设： 

1，由于两票制在各地执行，公司业务由低开转为高开，2018 年毛利率增长较快； 

2，川宁项目维持满产，中间体价格稳中略升； 

3，公司近三年每年均有 10 个左右仿制药上市，销售团队搭建顺利。 

图表50 公司收入与毛利预测 

单位：亿元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2018E 2019E 2020E 

总收入 51.48  58.86  68.31  80.24  77.64  85.65  114.35  162.07  191.65  217.39  

增速   14.3% 16.1% 17.5% -3.2% 10.3% 33.5% 41.7% 18.3% 13.4% 

输液                     

收入 46.29  51.04  57.00  61.92  59.29  60.09  75.79  106.11  122.02  134.22  

增速 
 

10.3% 11.7% 8.6% -4.2% 1.3% 26.1% 40% 15% 10% 

毛利 20.83  23.10  28.12  30.30  29.37  31.82  48.28  78.52  90.91  100.67  

毛利率 45.00% 45.26% 49.33% 48.93% 49.54% 52.95% 63.70% 74% 75% 75% 

非输液                     

收入 5.01  7.73  11.13  17.53  16.89  22.24  37.52  54.71  68.13  81.36  

增速 
 

54.3% 44.0% 57.5% -3.7% 31.7% 68.7% 45.8% 24.5% 19.4% 

  川宁项目收入 

    

5.05  11.02  18.51  30.00  36.00  39.60  

  增速 
     

118.2% 68.0% 62.1% 20% 10% 

  制剂 

    

11.84  11.22  19.01  24.71  32.13  41.76  

  增速 
     

-5.2% 69.4% 30% 30% 30% 

毛利 1.19  1.98  3.00  3.76  3.15  5.28  10.36  18.06  23.84  30.11  

毛利率 23.75% 25.61% 26.95% 21.45% 18.65% 23.74% 27.61% 33% 35% 37% 

其他业务                     

收入 0.18  0.09  0.18  0.79  1.46  3.32  1.04  1.25  1.50  1.80  

增速 
 

-50.0% 100.0% 338.9% 84.8% 127.4% -68.7% 20% 20% 20% 

毛利 0.00  0.03  0.07  0.10  0.06  0.02  0.03  0.04  0.06  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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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亿元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2018E 2019E 2020E 

毛利率 0.00% 33.33% 38.89% 12.66% 4.11% 0.60% 2.88% 3% 4% 5% 

资料来源：wind，平安证券研究所 

 

五、 风险提示 

1、政策风险： 

医药行业政策频出，药品带量采购、招标降价、辅助用药名单出台、DRGs 管理路径等政策出台短

期对药品销售造成一定负面影响。2018 年各地招标药品价格持续下降，大输液总体价格趋于平稳，

但鉴于医保控费压力大，仍有降价风险；4+7 带量采购使得目录内仿制药价格大幅下降，预计未来

仿制药价格持续下降将是常态，公司大批仿制药处于在研阶段，带量采购对于公司来讲，既是机遇

也是挑战。 

2、产品不能中标的风险： 

公司产品基本为处方药，需要进院销售，若重要品种在某些省份缺标，则可能对销售收入造成影响。

公司大输液具有成熟的销售团队，落标风险较小；后续即将上市的大批仿制药由于新进入市场，是

否能中标具有一定不确定性。 

3、研发项目失败的风险： 

公司多个在研项目，其中不乏完全创新的药物，一般情况下，药品创新程度越高，研发失败的风险

越大。根据报告《Clinical Development Success Rates 2006-2015》的数据显示：新药研发从临床

I 期到成功上市的概率仅为 9.6%。 

4、抗生素原料药价格波动的风险： 

原料药价格波动较大，公司原料药板块的主要产品包括硫红、青霉素工业盐、7-ACA、6-APA、各种

中间体等，近两年价格稳中有升，不排除未来价格产生波动，对公司业绩造成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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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产负债表                                      单位：百万元 
 
会计年度 2017A 2018E 2019E 2020E 

流动资产 11619 21839 24303 28106 

现金 1231 8469 10015 11360 

应收账款 4862 7073 7040 8968 

其他应收款 73 164 116 202 

预付账款 429 571 611 730 

存货 2500 2947 3448 3753 

其他流动资产 2523 2615 3073 3093 

非流动资产 16369 23865 28857 33170 

长期投资 2138 4256 6376 8494 

固定资产 11065 15053 17427 19399 

无形资产 1383 1375 1348 1343 

其他非流动资产 1784 3181 3706 3934 

资产总计 27988 45704 53160 61276 

流动负债 11892 28048 34513 41675 

短期借款 2720 19860 24292 32317 

应付账款 1387 1840 1948 2317 

其他流动负债 7785 6348 8273 7041 

非流动负债 4114 4606 4163 3425 

长期借款 3496 3989 3545 2808 

其他非流动负债 617 617 617 617 

负债合计 16006 32655 38675 45100 

少数股东权益 179 276 400 542 

股本 1440 1440 1440 1440 

资本公积 3532 3532 3532 3532 

留存收益 6914 7773 8806 10025 

归属母公司股东权益 11803 12773 14085 15634 

负债和股东权益 27988 45704 53160 61276  
 

现金流量表                                    单位：百万元 
 

会计年度 2017A 2018E 2019E 2020E 

经营活动现金流 1103 -942  4990 1483 

净利润 811 1368 1686 1967 

折旧摊销 806 874 1118 1310 

财务费用 553 709 1324 1740 

投资损失 -788  -112  -114  -113  

营运资金变动 -865  -3781  976 -3420  

其他经营现金流 585 0 0 0 

投资活动现金流 -2279  -8258  -5996  -5510  

资本支出 1477 5378 2872 2194 

长期投资 -486  -2118  -2119  -2119  

其他投资现金流 -1287  -4998  -5243  -5435  

筹资活动现金流 1211 -703  -1880  -2654  

短期借款 -100  0 0 0 

长期借款 2110 492 -443  -738  

普通股增加 0 -0  0 0 

资本公积增加 55 0 0 0 

其他筹资现金流 -853  -1195  -1436  -1916  

现金净增加额 30 -9903  -2886  -6680   

 

利润表                                           单位：百万元 
 
会计年度 2017A 2018E 2019E 2020E 

营业收入 11435 16207 19165 21739 

营业成本 5568 6546 7684 8652 

营业税金及附加 185 243 287 326 

营业费用 3074 5672 6363 7174 

管理费用 1450 1459 1533 1522 

财务费用 553 709 1324 1740 

资产减值损失 306 0 0 0 

公允价值变动收益 0 0 0 0 

投资净收益 788 112 114 113 

营业利润 1157 1690 2088 2438 

营业外收入 7 50 50 50 

营业外支出 23 30 30 30 

利润总额 1141 1710 2108 2458 

所得税 330 342 422 492 

净利润 811 1368 1686 1967 

少数股东损益 63 96 124 142 

归属母公司净利润 749 1272 1562 1825 

EBITDA 2306 3246 4410 5268 

EPS（元） 0.52 0.88 1.08 1.27  
 

主要财务比率 
 

会计年度 2017A 2018E 2019E 2020E 

成长能力 - - - - 

营业收入(%) 33.5 41.7 18.3 13.4 

营业利润(%) 73.2 46.1 23.6 16.8 

归属于母公司净利润(%) 28.0 69.9 22.8 16.8 

获利能力 - - - - 

毛利率(%) 51.3 59.6 59.9 60.2 

净利率(%) 6.5 7.8 8.1 8.4 

ROE(%) 6.8 10.5 11.6 12.2 

ROIC(%) 5.5 5.0 6.1 6.1 

偿债能力 - - - - 

资产负债率(%) 57.2 71.4 72.8 73.6 

净负债比率(%) 51.5 125.5 130.9 154.6 

流动比率 1.0 0.8 0.7 0.7 

速动比率 0.8 0.7 0.6 0.6 

营运能力 - - - - 

总资产周转率 0.4 0.4 0.4 0.4 

应收账款周转率 2.7 2.7 2.7 2.7 

应付账款周转率 4.1 4.1 4.1 4.1 

每股指标（元） - - - - 

每股收益(最新摊薄) 0.52 0.88 1.08 1.27 

每股经营现金流(最新摊薄) 1.77 -0.65  3.47 1.03 

每股净资产(最新摊薄) 8.20 8.87 9.78 10.86 

估值比率 - - - - 

P/E 37.37 22.00 17.91 15.33 

P/B 2.37 2.19 1.99 1.79 

EV/EBITDA 15.0 13.8 10.8 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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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烈推荐 （预计 6 个月内，股价表现强于沪深 300 指数 20%以上） 

推  荐 （预计 6 个月内，股价表现强于沪深 300 指数 10%至 20%之间） 

中  性 （预计 6 个月内，股价表现相对沪深 300 指数在±10%之间） 

回  避 （预计 6 个月内，股价表现弱于沪深 300 指数 10%以上） 

行业投资评级:  

强于大市 （预计 6 个月内，行业指数表现强于沪深 300 指数 5%以上） 

中  性 （预计 6 个月内，行业指数表现相对沪深 300 指数在±5%之间） 

弱于大市 （预计 6 个月内，行业指数表现弱于沪深 300 指数 5%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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