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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创板正式开板，关注政策免疫及存在

估值重构预期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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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周医药板块跟随大盘反弹，前期受政策影响超跌药品板块估值修复。申万医

药生物指数报收 6698.94 点，累计上涨 3.30%，涨跌幅排在行业第 8 位，跑赢

沪深 300 指数 0.77 个百分点。 

6 月 12 日，国家医保局、卫健委等十部委联合印发《关于促进社会办医持续

健康规范发展的意见》，从加大政府支持社会办医力度、简化准入审批服务等

六方面入手，提出 22 项政策措施促进社会办医发展。随着国内人口老龄化加

速、居民消费能力提升，国内医疗服务市场需求持续增加，单独依靠公立医疗

机构已无法满足居民健康服务需求，社会办医已成为我国医疗卫生服务体系重

要组成部分。目前我国社会办医存在服务能力水平总体不高、社会信任度不高、

监管不完善、政策落实不到位等问题，《意见》通过深化“放管服”改革，推

动“非禁即入”、审批应减尽减和清理妨碍公平竞争各种规定做法的落实，解

决重点难点问题，进一步促进社会办医持续健康规范发展，推动形成多元化办

医格局，提高医疗服务供给能力。 

6 月 15 日，北京近 3700 家医院启动医耗联动改革，改革通过取消耗材加成和

药品加成，降低部分检验项目价格，废除通过销售药品和医用耗材赚取收入、

补偿医院运行机制，推动合理用药，合理使用医用耗材，合理开展检测项目，

规范医务人员服务行为，减少浪费。同时，将药品、耗材“腾挪”出来的空间，

一部分用于提高真正体现医务人员劳动价值的项目价格，推动从“以药养医”

“以耗养医”转变成主要依靠改善医疗服务来取得成本补偿。 

近期医保局、卫健委等相关部门下发多个文件，细化医改政策，推进医保制度

改革，DRG 分组付费、诊所建设、社会办医等环节推进速度加快，短期内政

策对行业扰动不断，同时伴随科创板正式开板，上市交易日期临近，A 股相关

创新标的有望迎来估值重构，我们建议提前布局受政策免疫、估值相对合理、

改善预期较大的标的：推荐的重点标包括创新药/器械代表海普瑞（002399）、

正海生物（300653），以及创新产业链上的服务型企业昭衍新药（603127）、

凯莱英（002821）；抗体药物进展较快的企业康弘药业（002773）、安科生物

（300009）；血制品企业博雅生物（300294）、华兰生物(002007)、天坛生物

(600161)；专业药用原辅料包材企业美诺华（603538）、山河药辅（300452）、

山东药玻（600529）；医疗保健服务类企业金域医学（603882）；以及存在国

企改革预期概念的海正药业（600267）等。 

 

 市场回顾：截至 6 月 16 日，上证综指报收 2881.97 点，单周（2019 年 6

月 9 日至 6 月 16 日）累计上涨 1.92 %，中小板指数累计上涨 2.92%，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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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板指数累计上涨 2.68%。申万一级行业指数全部实现上涨。本周生物医

药板块跟随大盘反弹，申万医药生物指数报收 6698.94 点，累计上涨

3.30%，涨跌幅排在行业第 8 位，跑赢沪深 300 指数 0.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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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77 倍，较上

周上升 0.93 个单位，比 2009 年以来的均值 37.38 低 8.62 个单位。本周申

万一级医药生物行业相对于沪深 300 的 11.54 倍 PE 的估值溢价率为

149.22%，与上周相比上升了 3.67%，比 2009 年以来的均值 204.44%低

55.22%，仍位于历史相对低位。 

 行业动态：（1）6 月 12 日，国家医保局、卫健委等十部委联合印发《关

于促进社会办医持续健康规范发展的意见》。（2）6 月 15 日，北京医耗

联动综合改革正式实施，近 3700 家医院启动医耗联动改革。（3）6 月 13

日，科创板正式开板，截止 6 月 16 日，上交所已受理 30 家生物医药相关

企业的科创板上市申请，其中微芯生物已提交注册，南微医学顺利过会。 

 公司公告：沃森生物控股子公司上海泽润及其全资子公司玉溪泽润收到重

组 EV71 疫苗的《临床试验通知书》。康泰生物全资子公司民海生物收到

《13 价肺炎球菌结合疫苗Ⅲ期临床试验总结报告》，公司 13 价肺炎球菌

结合疫苗具备申请新药生产的必备条件。普利制药的注射用盐酸万古霉素

获得美国 FDA 注册批件。华海药业收到美国 FDA 关于“氯化钾缓释胶囊”

的新药简略申请（ANDA）批准。人福医药子公司宜昌人福收到美国 FDA

关于“于烟酸缓释片”的新药简略申请（ANDA）批准。  

 重点推荐标的：海普瑞（002399）、昭衍新药（603127）、安科生物（300009）、

康弘药业（002773）、正海生物（300653）、金域医学（603882）。 

 风险提示：中美贸易战加剧风险、政策变动风险、市场估值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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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主要观点 

1.1 本周观点 

上周医药板块跟随大盘反弹，前期受政策影响超跌药品板块估值修复。申万医药生物指

数报收 6698.94 点，累计上涨 3.30%，涨跌幅排在行业第 8 位，跑赢沪深 300 指数 0.77

个百分点。细分行业方面，全部板块上涨，仅中药板块跑输大盘。其中生物制品板块领

涨，涨幅为 5.33%，医疗器械、化学制药板块紧随其后，分别上涨 3.50%、3.48%。个股

表现上，上周申万医药行业企业 230 家上涨，47 家下跌。汉森制药本周涨幅达 22.43%，

居行业涨幅榜首位。方盛制药单周下跌 15.35%，居行业跌幅榜首位。 

6 月 12 日，国家医保局、卫健委等十部委联合印发《关于促进社会办医持续健康规范发

展的意见》。《意见》从加大政府支持社会办医力度、简化准入审批服务、公立医疗机

构与社会办医分工合作、优化运营管理服务、完善医疗保险支持政策、完善综合监管体

系等六方面入手，提出 22 项政策措施促进社会办医发展，同时明确各项措施负责部门。

随着国内人口老龄化加速、居民消费能力提升，国内医疗服务市场需求持续增加，单独

依靠公立医疗机构已无法满足居民健康服务需求。截至 2018 年底，社会办医疗机构数量

达到 45.9 万个，占比 46%；社会办医院数量达到 2.1 万个，占比 63.5%；社会办医床位、

人员、诊疗量占比均持续增长，社会办医已成为我国医疗卫生服务体系重要组成部分，

是满足不同人群医疗卫生服务需求并为全社会提供更多医疗服务供给的重要力量。目前

我国社会办医存在服务能力水平总体不高、社会信任度不高、监管不完善、政策落实不

到位等问题，《意见》通过深化“放管服”改革，推动“非禁即入”、审批应减尽减和

清理妨碍公平竞争各种规定做法的落实，解决重点难点问题，进一步促进社会办医持续

健康规范发展，推动形成多元化办医格局，提高医疗服务供给能力。 

6 月 15 日，北京医耗联动综合改革正式实施，北京近 3700 家医院启动医耗联动改革，主

要改革要点包括：降低仪器设备开展的检验项目价格；提升中医、病理、精神、康复、

手术等体现医务人员劳动价值的项目价格；取消医疗机构医用耗材 5%或 10%的加价政策，

按医用耗材采购进价收费；实施医用耗材联合采购和药品带量采购；改善医疗服务，加

强综合监管。改革通过取消耗材加成和药品加成，降低部分检验项目价格，废除通过销

售药品和医用耗材赚取收入、补偿医院运行机制，推动合理用药，合理使用医用耗材，

合理开展检测项目，规范医务人员服务行为，减少浪费。同时，将药品、耗材“腾挪”

出来的空间，一部分用于提高真正体现医务人员劳动价值的项目价格，推动从“以药养

医”“以耗养医”转变成主要依靠改善医疗服务来取得成本补偿。 

科创板方面，6 月 13 日，在第十一届陆家嘴论坛开幕式上，中国证监会和上海市人民政

府联合举办了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开板仪式。截止 6 月 16 日，上交所已受理 30 家生

物医药相关企业的科创板上市申请，其中微芯生物已提交注册，南微医学顺利过会，洁

特生物、泽璟生物处于受理阶段，其余 26 家处于问询和回复阶段。 

随着医保制度改革稳步推进，各项医改政策逐步细化，规范行业秩序，引领市场良性发

展，但是短期内政策频发引发市场对行业发展的不确定性，因此我们建议提前布局受政

策免疫、估值相对合理、改善预期较大的标的：推荐的重点标包括创新药/器械代表海普

瑞（002399）、正海生物（300653），以及创新产业链上的服务型企业昭衍新药（603127）、

凯莱英（002821）；抗体药物进展较快的企业康弘药业（002773）、安科生物（300009）；

血制品企业博雅生物（300294）、华兰生物(002007)、天坛生物(600161)；专业药用原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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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包材企业美诺华（603538）、山河药辅（300452）、山东药玻（600529）；医疗保健

服务类企业金域医学（603882）；以及存在国企改革预期概念的海正药业（600267）等。 

1.2 投资组合 

表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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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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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科生物 生长激素保持快速增长，多个新产品即将获批，精准医疗标的 

康弘药业 
康柏西普纳入新医保目录和基药目录，放量在即；美国三期临床进展顺利，竞争格局

较好 

正海生物 主要产品口腔修复膜和生物膜增长稳定，在研品种市场空间广阔 

金域医学 子公司扭亏为盈，已逐步贡献业绩，ICL 市场空间巨大 

资料来源：长城证券研究所 

1.3 报告汇总 

表 2：长城医药近期报告汇总 

时间 报告题目 

2019-05-13 企业持续分化，重点关注创新——2018 年年报和 2019 年 1 季报点评 

2019-04-30 
Q1 低基数下扣非净利润受到影响，新产能释放助力全年业绩高增长——昭衍新药

（603127.SH）2019 年一季报点评 

2019-04-29 
肝素产业链布局完善，新业务逐步贡献业绩——海普瑞（002399.SZ）2018 年年报和

2019 年一季报点评 

2019-04-29 
成品药业务高速增长，打造精神神经管线提升综合竞争力——京新药业（002020.SZ）

2018 年年报和 2019 年一季报点评 
2019-04-26 业绩增长稳健，新产品获优先审评——正海生物（300653.SZ）2019 年一季报点评 

2019-04-23 
体外诊断放量，费用增长趋缓，业绩逐步释放——理邦仪器（300206.SZ）2018 年年

报和 2019 年一季报点评 

2019-04-22 业绩符合预期，三大业务领域稳健增长——迈瑞医疗（300760.SZ）2018 年年报点评 

2019-04-19 
创新研发持续推进，步入新阶段——海普瑞（002399.SZ）发布《关于控股子公司新药

临床试验申请获得受理的公告》点评 

2019-04-16 加大市场开拓力度，业绩高速增长——北陆药业（300016.SZ）2019 年一季报点评 

2019-04-01 业绩增长稳健，新产品获优先审评——正海生物（300653.SZ）公司动态点评 

2019-04-01 
投资收益锦上添花，创新逻辑逐步兑现——海普瑞（002399.SZ）2019 年一季度业绩

预告点评 

资料来源：长城证券研究所 

2. 市场回顾 

2.1 市场涨跌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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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 6 月 16 日，上证综指报收 2881.97 点，单周（2019 年 6 月 9 日至 6 月 16 日）累计

上涨 1.92 %，中小板指数累计上涨 2.92%，创业板指数累计上涨 2.68%。申万一级行业指

数全部实现上涨。本周生物医药板块跟随大盘反弹，申万医药生物指数报收 6698.94 点，

累计上涨 3.30%，涨跌幅排在行业第 8 位，跑赢沪深 300 指数 0.77 个百分点。 

图 1：上周申万一级行业指数涨跌幅情况 

 
资料来源：Wind、长城证券研究所整理 

细分行业方面，全部板块上涨，仅中药板块跑输大盘。其中生物制品板块领涨，涨幅为

5.33%，医疗器械、化学制药板块紧随其后，分别上涨 3.50%、3.48%。 

图 2：上周申万医药生物二级行业指数涨跌幅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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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Wind、长城证券研究所整理 

概念指数方面，所有指数上涨；生物疫苗指数、二胎政策指数、民营医院指数涨幅靠前，

分别上涨 3.72%、3.27%、2.95%。 

图 3：上周医药生物板块主要概念指数涨跌幅情况 

 

资料来源：Wind、长城证券研究所整理 

个股表现上，上周申万医药行业企业 230 家上涨，47 家下跌。汉森制药本周涨幅达 22.43%，

居行业涨幅榜首位。此外，沃华医药，普利制药，我武生物，万孚生物涨幅居前。方盛

制药单周下跌 15.35%，居行业跌幅榜首位。此外，康美药业，润都股份，冠昊生物，福

安药业跌幅相对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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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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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汉森制药 22.43   方盛制药 -15.35 

  沃华医药 20.23   康美药业 -10.56 

  普利制药 18.56   润都股份 -8.83 

  我武生物 17.67   冠昊生物 -6.97 

  万孚生物 14.26   福安药业 -5.69 

  上海莱士 13.36   吉药控股 -4.82 

  沃森生物 12.96   博腾股份 -4.72 

  振东制药 12.83   海虹控股 -4.49 

  东宝生物 11.14   泰合健康 -3.68 

  开立医疗 11.03   九强生物 -3.34 

资料来源：Wind、长城证券研究所 

2.2 行业估值与溢价 

截至 2019 年 6 月 16 日，申万一级医药生物行业市盈率（TTM，整体法，剔除负值）为

28.77 倍，较上周上升 0.93 个单位，比 2009 年以来的均值 37.38 低 8.62 个单位。 

本周申万一级医药生物行业相对于沪深 300 的 11.54 倍 PE 的估值溢价率为 149.22%，与

上周相比上升了 3.67%，比 2009 年以来的均值 204.44%低 55.22%，仍位于历史相对低位。 

图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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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 年 6 月 16 日，医疗服务估值最高，达 42.63 倍。医疗器械和化学

制药板块估值相对较高，中药和医药商业板块估值相对较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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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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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城证券研究所整理 

3. 行业动态 

（1） 6 月 12 日，国家医保局、卫健委等十部委联合印发《关于促进社会办医持续健康

规范发展的意见》。 

《意见》从加大政府支持社会办医力度、简化准入审批服务、公立医疗机构与社会办医

分工合作、优化运营管理服务、完善医疗保险支持政策、完善综合监管体系等六方面入

手，提出 22 项政策措施促进社会办医发展，同时明确各项措施负责部门。 

加大政府支持社会办医力度措施包括拓展社会办医空间、扩大用地供给、推广政府购买

服务、落实税收优惠政策等 4 项；简化准入审批服务措施包括提高准入审批效率、规范

审核评价、进一步放宽规划限制、试点诊所备案管理等 4 项；公立医疗机构与社会办医

分工合作措施包括发挥三级公立医院带动作用、探索医疗机构多种合作模式、拓展人才

服务等 3 项；优化运营管理服务措施包括优化校验服务、优化职称评审、提升临床服务

和学术水平、加大培训力度等 4 项；完善医疗保险支持政策措施包括优化医保管理服务、

支持社会办医发展“互联网+医疗健康”、支持商业健康保险发展等 3 项；完善综合监管

体系措施包括落实部门监管责任、加强医疗质量安全管理、建立健全信用体系、发挥行

业组织自律作用等 4 项。 

随着国内人口老龄化加速、居民消费能力提升，国内医疗服务市场需求持续增加，单独

依靠公立医疗机构已无法满足居民健康服务需求。截至 2018 年底，社会办医疗机构数量

达到 45.9 万个，占比 46%；社会办医院数量达到 2.1 万个，占比 63.5%；社会办医床位、

人员、诊疗量占比均持续增长，社会办医已成为我国医疗卫生服务体系重要组成部分，

是满足不同人群医疗卫生服务需求并为全社会提供更多医疗服务供给的重要力量。目前

我国社会办医存在服务能力水平总体不高、社会信任度不高、监管不完善、政策落实不

到位等问题，《意见》通过深化“放管服”改革，推动“非禁即入”、审批应减尽减和

清理妨碍公平竞争各种规定做法的落实，解决重点难点问题，进一步促进社会办医持续

健康规范发展，推动形成多元化办医格局，提高医疗服务供给能力。 

（2） 6 月 15 日，北京医耗联动综合改革正式实施。 

6 月 15 日，北京近 3700 家医院启动医耗联动改革，主要改革要点包括：降低仪器设备开

展的检验项目价格；提升中医、病理、精神、康复、手术等体现医务人员劳动价值的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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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价格；取消医疗机构医用耗材 5%或 10%的加价政策，按医用耗材采购进价收费；实施

医用耗材联合采购和药品带量采购；改善医疗服务，加强综合监管。 

改革通过取消耗材加成和药品加成，降低部分检验项目价格，废除通过销售药品和医用

耗材赚取收入、补偿医院运行机制，推动合理用药，合理使用医用耗材，合理开展检测

项目，规范医务人员服务行为，减少浪费。同时，将药品、耗材“腾挪”出来的空间，

一部分用于提高真正体现医务人员劳动价值的项目价格，推动从“以药养医”“以耗养

医”转变成主要依靠改善医疗服务来取得成本补偿。 

（3） 科创版正式开板，微芯生物已提交注册 

6 月 13 日，在第十一届陆家嘴论坛开幕式上，中国证监会和上海市人民政府联合举办了

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开板仪式。截止 6 月 16 日，上交所已受理 30 家生物医药相关企

业的科创板上市申请，其中微芯生物已提交注册，南微医学顺利过会，洁特生物、泽璟

生物处于受理阶段，其余 26 家处于问询和回复阶段。 

4. 上市公司重要公告 

重大事项 

【方盛制药】：分别以 1,195 万元、935 万元价格将“复脉定胶囊”、“清脑降压颗粒”

的药品生产技术转让给大宋制药。 

【华森制药】：公司与 Epic Pharma 就受让 Epic Pharma 丁螺环酮片剂美国 ANDA 批文及

相关技术事宜签订协议，交易价格为 200 万美元。 

【广济药业】：与中科院天津所就“大肠杆菌从头合成维生素 B12 技术”签订进行技术

许可与委托开发的合同，广济药业投资金额：研究开发经费 1000 万元+专利许可费 300

万元+未来十年产业化提成。 

【香雪制药】：下属子公司香雪精准与金斯瑞就细胞治疗项目签订《关于战略合作的框

架协议》。 

【昆药集团】：与美国阿南达医药科技有限公司就双方同意在中国境内组建合资企业，

开发治疗神经性疼痛疾病的大麻二酚(CBD)药物签订合作框架协议。 

【哈药股份】：投资 21,308 万元进行哈药集团制药总厂注射用头孢粉针制剂生产线项目

建设。 

【广生堂】：以 1,150 万元向奥华集团转让全资子公司阿吉安北京 100%股权。  

【爱尔眼科】：拟收购普洱爱尔 70%股权，交易价格为 2,022.98 万元。 

【新天药业】：公司拟受让大伦医药认缴的汇雅医药部分出资权 735 万元，本次交易完

成后新天药业出资比例为 87.75%。 

【美年健康】：全资子公司美年大健康以自有资金 150,273,224.07 元向其下属全资子公

司美爱投资进行增资，美爱投资增资完成后再以 150,273,224.07 元向其境外全资子公司

美惠投资进行增资；公司拟以自筹资金向全资子公司美年大健康增资 80,000 万元。 

【欧普康视】：公司终止南昌欧普项目、香港美光项目和阳光医疗项目。 

【紫鑫药业】：收到政府补助款 1,000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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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利制药】：沈世华先生辞去副总经理职务。。 

【广誉远】：邱旻先生出任董事会秘书。 

【同济堂】：张美华先生出任董事长，李青女士总经理，李冲先生出任董事会秘书，魏

军桥先生出任财务总监，李亚骏先生出任证券事务代表。 

【太安堂】：柯少彬先生出任总经理。 

【南京医药】：监事会主席袁渝娟女士辞职。 

 

增减持及股本变动  

【誉衡药业】：公司控股股东誉衡集团及其一致行动人誉衡国际、健康科技及其质权人

可能减持公司股份合计不超过 21,981,229 股。 

【凯莱英】：公司高级管理人员陈朝勇先生、周炎先生、黄小莲女士、徐向科先生拟合

计减持公司股份不超过 130,684 股。 

【药石科技】：公司持股 5%以上的股东恒通博远计划减持公司股份不超过 1,100,000 股。 

【景峰医药】：控股股东之一致行动人张慧女士拟减持公司股票不超过 1,000,000 股。 

【我武生物】：实际控制人胡赓熙先生计划减持公司股份不超过 15,707,520 股。 

【司太立】：公司合计持股 5%以上股东朗生投资及丰勤有限分别累计减持公司股份

525,000 股和 675,000 股，减持计划未完成。  

【金域医学】：持股 5%以上股东君睿祺减持公司股份 9,909,989 股，减持计划未完成。 

【一心堂】：副总裁田俊先生减持公司股份 91,500 股，减持计划未完成。 

【汉森制药】：持股 5%以上股东上海复星减持公司股份 1,848,916 股，减持计划完成。 

【同济堂】：公司持股 5%以上股东盛世建金及其一致行动人盛世信金合计减持公司股份

1,651,783 股，减持计划未完成。 

【盘龙药业】：公司持股 5%以上股东苏州永乐九鼎，天枢钟山九鼎，及其一致行动人春

秋晋文九鼎，春秋齐桓九鼎，春秋楚庄九鼎累计减持公司股份 866700 股，减持计划未完

成。 

【昭衍新药】：公司董事顾晓磊先生的一致行动人拉萨香塘累计减持公司股份 758,724

股，减持计划未完成。 

【兴齐眼药】：公司持股 5%以上股东桐实投资累计减持公司股份 1,421,300 股，减持计

划未完成。 

【同和药业】：持股 5%以上股东赵鸿良先生累计减持公司股份 830,300 股，减持计划已

完成；公司持股 5%以上股东赵鸿良先生拟减持公司股份不超过 541,267 股。 

【长春高新】：公司马骥、安吉祥等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拟增持公司股份。 

【新开源】：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王坚强先生累计增持公司股份 255,657 股，增持

计划未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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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医药】：公司控股股东百联集团累计增持公司股份 2,253,540 股，增持计划未完成。 

 

批件与证书 

【康恩贝】：全资子公司杭州康恩贝收到蒙脱石散（3g）的《药品补充申请批件》，该

药品通过仿制药一致性评价。 

【上海医药】：控股子公司福达制药收到头孢氨苄胶囊的《药品补充申请批件》，该药

品通过仿制药一致性评价；公司控股子公司上海福达收到《药品 GMP 证书》，认证范

围：片剂（含头孢菌素类）、硬胶囊剂（含头孢菌素类）、颗粒剂。 

【金城医药】：控股子公司金城金素收到注射用头孢唑林钠的一致性评价受理通知书。 

【普利制药】：公司的注射用盐酸万古霉素获得美国 FDA 注册批件。 

【华海药业】：收到美国 FDA 关于“氯化钾缓释胶囊”的新药简略申请（ANDA）批准。

【人福医药】：子公司宜昌人福收到美国 FDA 关于“于烟酸缓释片”的新药简略申请

（ANDA）批准。 

【京新药业】：子公司杭州京瑞的“沙美特罗替卡松吸入粉雾剂”获注册申请《受理通

知书》。 

【沃森生物】：公司控股子公司上海泽润及其全资子公司玉溪泽润生物技术有限公司收

到重组 EV71 疫苗的《临床试验通知书》。 

【康泰生物】：全资子公司民海生物收到《13 价肺炎球菌结合疫苗Ⅲ期临床试验总结报

告》，公司 13 价肺炎球菌结合疫苗具备申请新药生产的必备条件；全资子公司民海生物

收到发明专利证书，专利名称：一种肺炎链球菌荚膜多糖蛋白结合物的制备方法。 

【康德莱】：全资子公司浙江康德莱收到一次性使用无菌注射器的医疗器械注册证。 

【安图生物】：公司取得两项医疗器械注册证书。 

【戴维医疗】：子公司维尔凯迪取得一次性使用脐带剪断器的《医疗器械注册受理通知

书》。 

【贵州百灵】：收到日本专利证书，专利名称：嘌呤基-N-羟基嘧啶甲酰胺衍生物及其制

备方法和用途。 

【塞隆药业】：长沙分公司医药研发中心取得一项发明专利证书，专利名称：一种血管

紧张素受体拮抗剂和米力农的复合物及其用途。 

【众生药业】：公司控股子公司众生睿创收到专利证书，专利名称：Hydroxyl purine 

compounds and applications thereof（羟基嘌呤类化合物及其应用）。 

【九典制药】：公司收到左羟愈酚胶囊的临床试验通知书；全资子公司九典宏阳收到《药

品生产许可证》，许可范围：原料药，药用辅料。 

【富祥股份】：公司他唑巴坦、舒巴坦、哌拉西林产品以零缺陷通过美国 FDA 的现场

质量检查。 

【恒瑞医药】：全资子公司苏州盛迪亚生物获得《药品 GMP 证书》，认证范围：治疗用

生物制品（注射用卡瑞利珠单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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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科生物】：公司取得《药品 GMP 证书》，认证范围：生物制品（重组人生长激素注

射液）。 

【复星医药】：公司控股子公司复星医药产业收到关于同意阿伐曲泊帕片用于治疗肿瘤

化疗引起的血小板减少症（CIT）临床试验的批准。 

【白云山】：公司全资子公司中一药业收到《药品再注册批件》，产品名称：紫地宁血

颗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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