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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件： 

2019 年 5 月 5 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把目前针对 2000 亿美元中国进口商品加征的 10%关税提升至

25%；5 月 13 日晚，国务院关税税则委员会发布公告，自 2019年 6月 1日 0时起，对原产于美国的部分进

口商品提高加征关税税率。关税分四档执行。 

点评： 

◼ 美对中2000亿美元清单涉及医药类项目对我国医药工业出口影响有限。在2000亿美元中国出口商品清

单中，涉及到医药的相关项目很少，其中包括一些药用化合物、生物制品、医用耗材等。清单中并未

出现对美顺差贡献较多的原料药和医用敷料，而化学制剂与生物制品我国对美处于绝对的贸易逆差，

耗材类出口厂商可能会受到一定影响，但贸易占比非常小。行业整体的供需关系未发生重大改变。 

◼ 中对美600亿美元清单涉及产品较多，有利于加速国产进口替代。600亿美元商品清单中，25%档的关

税税率出现较多生物制品，如胰岛素、激素和抗生素等；20%和10%两个档次涉及到的医药产品主要

以常用器械为主；5%档涉及品种最多，有化学制剂、手术耗材、大型仪器设备等。药品中的化学制剂

与器械中的医院诊疗设备是我国对美医药贸易逆差最主要的部分，我国在这两大领域的核心技术上仍

处于比较落后的地位，因此对美进口的产品依赖程度仍较大，本次只加征了5%的关税。我国目前在一

些领域已经初步具备了与美国厂商竞争的能力，药品方面，带量采购配套一致性评价推进将持续挤压

高价进口原研药的市场空间；器械方面，大型仪器设备国产化虽然起步较晚，但国产率正在不断提升。 

◼ 2018年我国医药工业顺差扩大，西药进口替代高速推进。2018年中国医药工业出口额644.22亿美元，

同比上升5.96%，进口额504.29亿美元，同比下降9.75%，顺差接近140亿美元，同比增加184.31%。目

前我国的医药工业进出口仍呈现顺差，但几乎全部由原料药贡献，顺差高达214.27亿美元，同增5%。

中国是美国最大的原料药进口国，由于原料药高污染高能耗的性质，美国本土进行产业转移的难度很

大，美国是制剂出口大国，对原料药供应的依赖程度高，因此对原料药进口采取限制的可能性极小。

贡献顺差的还有中药提取物、医用敷料和保健康复用品，但体量不大。化学制剂、生物制品与医院诊

疗器械2018年仍处于绝对逆差，贸易逆差分别为89.31、20.18和50.49亿美元，但比2017年均有所缩小，

2017年数据分别为137.01、52.01和52.29亿美元。从数据可以看出我国制剂的国产化率有了明显提升，

器械则仍处于技术储备期。 

◼ 投资建议：中美贸易摩擦升温可能会对我国的宏观经济预期造成影响，但对医药生物板块的影响有限，

建议配置产品梯队丰富、替代空间广阔的制剂厂商，推荐科伦药业、华东医药；此外建议配置已具备

一定进口替代能力的大型仪器厂商，推荐迈瑞医疗、万东医疗。 

◼ 风险提示：原料药议价能力下降风险、海外并购受限、研发进展不及预期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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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美对中加征关税清单涉及医药主要项目 

美国商品编码 商品描述（中文版，供参考）

12119092
植物，植物的一部分（包括种子和水果），用于香水，药物，杀虫，杀真菌或类似用途，其
他，新鲜或干燥

12119093
植物，植物的一部分（包括种子和水果），用于香水，药物，杀虫，杀真菌或类似用途，冷藏
或冷冻

29182110 水杨酸及其盐，药用

29182310 萨罗（水杨酸苯酯）药用

29222927
氨基萘酚和酚类药物，及其醚类和酯类，含氧官能超过一种以上者除外， 未列明或未包括在其
他编号內

29224926 芳香族氨基酸类药物及其酯类，含氧官能超过一种以上者除外， 未列明或未包括在其他编号內

29232010 纯化蛋磷脂，符合美国FDA要求的药用级，用于静脉注射脂肪乳剂

29252920 亚胺及其衍生物的芳香药物， 未列明或未包括在其他编号內

29319022 芳香族有机 - 无机（有机硫除外）化合物的药物

29331935 仅含有未稠合的吡唑环且具有氮杂原子杂环化合物的芳族或改性芳族药物

29331945 仅含有未稠合的吡唑环、具有氮杂原子杂环化合物的非芳香族药物

29332920 仅具有氮杂原子的杂环化合物的芳香族或改性芳香族药物，含有未稠合的咪唑环

29332945 仅含氮杂原子的杂环化合物的非芳香族药物，含有未稠合的咪唑环

29420005 其他有机化合物的芳香族或改性芳香族药物

35029000 白蛋白，白蛋白化合物和其他白蛋白衍生物

35079020 青霉素酰化酶

40151910 不含硬橡胶的硫化橡胶的无缝手套，不含外科手套或医用手套

40151950 除硬橡胶外的硫化橡胶的非无缝手套，外科手套或医用手套除外

70109005 玻璃血清瓶，小瓶和其他药品容器

70171060
无论是否经过校准或研究，熔融石英或其他熔融石英的实验室，卫生或医药玻璃器皿，其他品
目未列明

70172000 实验室，卫生或医药玻璃器皿，无论是否经过校准或研究，都具有低热膨胀系数的玻璃

70179050 实验室，卫生或医药玻璃器皿，无论是否经过校准，其他品目未列明  

数据来源：东莞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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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中对美加征关税清单涉及医药主要项目 

税率 税则号列 商品简称
12119039 其他主要用作药料的植物
15041000 鱼肝油及其分离品
29362100 未混合的维生素 A 及其衍生物
29362200 未混合的维生素 B1 及其衍生物
29362300 未混合的维生素 B2 及其衍生物
29362400 未混合的 D 或 DL-泛酸及其衍生物
29362600 未混合的维生素 B12 及其衍生物
29371210 重组人胰岛素及其盐
29371290 其他胰岛素及其盐
29371900 其他多肽激素、蛋白激素、糖蛋白激素及其衍生物和类似结构物
29372290 其他皮质（甾）激素的卤化衍生物
29372390 其他皮质甾类激素的卤化衍生物
29372900 其他甾族激素及其衍生物和类似结构物
29375000 前列腺素、血栓烷和白细胞三烯及其衍生物和结构类似物
29411093 6 氨基青霉烷酸(6APA)
29419010 庆大霉素及其盐和衍生物
29419059 其他头孢菌素及其衍生物以及它们的盐
30063000 X 光检查造影剂；诊断试剂
30066010 以激素等为基本成分的化学避孕药
30069100 可确定用于造口术用具
90181941 听力计
90189020 血压测量仪器及器具
90221300 其他牙科用 X 射线应用设备
90221920 X 射线无损探伤检测仪
90251100 可直接读数的液体温度计
29362800 未混合的维生素 E 及其衍生物
29362900 其他未混合的维生素及其衍生物
29369090 其他维生素原、混合维生素及其衍生物
30064000 牙科粘固剂及其他牙科填料；骨骼粘固剂
30065000 急救药箱、药包
30067000 专用于人类或作兽药用的凝胶制品

25%

20%

10%

http://www.hibor.com.cn/


医药生物行业事件点评 

 4  
 
请务必阅读末页声明。 

 

29329500 四氢大麻酚（所有异构体）
29329930 蒿甲醚
29332100 乙内酰脲及其衍生物
29333100 吡啶及其盐

29333300
阿芬太尼、阿尼利定、氰苯双哌酰胺、溴西泮、地芬诺新、地芬诺酯、地匹哌酮、芬太尼、凯
托米酮、哌醋甲酯、喷他左辛、哌替啶、哌替啶中间体 A、苯环利定、苯哌利定、哌苯甲醇、
哌氰米特、丙吡兰和三甲利定以及它们的盐

29333990 其他结构上有非稠合吡啶环化合物（不论是否氢化）
29334100 左非诺及其盐
29335200 丙二酰脲（巴比土酸）及其盐
29335910 胞嘧啶
29339100 阿普唑仑、卡马西泮等以及它们的盐
29349100 阿米雷司、溴替唑仑、氯噻西泮等以及他们的盐
29349930 核酸及其盐
29379000 其他激素及其衍生物和结构类似物，包括改性链多肽
29393000 咖啡因及其盐
29394200 假麻黄碱及其盐

29397190
芽子碱、左甲苯丙胺、去氧麻黄碱、去氧麻黄碱外消旋体及其盐和衍生物；可卡因的酯及其他
衍生物

29411019 其他氨苄青霉素盐
29412000 链霉素及其盐和衍生物
29419090 其他抗菌素
30059010 药棉、纱布、绷带
30059090 其他医用软填料及类似物品

30061000
无菌外科肠线；无菌昆布、无菌粘合胶布、无菌吸收性止血材料、外科或牙科用无菌抗粘连阻
隔材料及类似无菌材料

30062000 血型试剂
90181100 心电图记录仪
90181210 B 型超声波诊断仪
90181291 彩色超声波诊断仪
90181299 其他超声扫描装置
90181390 核磁共振成像成套装置零件
90181400 闪烁摄影装置
90181990 其他电气诊断装置
90183100 注射器
90183220 缝合用针
90183900 导管、插管及类似品
90184910 装有牙科设备的牙科用椅
90189010 听诊器
90189040 肾脏透析设备(人工肾)
90189050 透热疗法设备
90189060 输血设备
90189070 麻醉设备
90189091 宫内节育器
90200000 其他呼吸器具及防毒面具
90211000 矫形或骨折用器具
90212100 假牙
90213900 其他人造的人体部分
90221200 X 射线断层检查仪
90221910 低剂量 X 射线安全检查设备
90222990 其他α、β、γ射线的应用设备
90223000 X 射线管

5%

 

数据来源：东莞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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