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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周行情回顾 

本周医药生物指数下跌 1.71%，高于沪深 300 指数 1.69 个百分点，申万医药

二级子行业除医疗器械板块均有不同程度的下跌，其中中药板块下跌幅度最

大为 3.84%，医疗服务板块下跌幅度最小为 0.51%。 

 政策及行业动向 

1）FDA 批准默沙东公司开发的创新抗生素组合 Recarbrio 上市。治疗由

特定敏感革兰氏阴性菌导致的复杂性尿路感染和复杂性腹腔内感染。

Recarbio 是由 relebactam, imipenem 和 cilastatin 构成的抗菌产品，relebactam

是一款创新β-内酰胺酶抑制剂，imipenem 是一款获批β-内酰胺类抗生素，

而 cilastatin 可防止 imipenem 被肾脏分解。2）7月 18日，国务院办公厅发布

《关于建立职业化专业化药品检查员队伍的意见》。国务院药品监管部门和

省级药品监管部门要分别建立国家级和省级职业化专业化药品检查员队伍，

配备满足检查工作要求的专职检查员，为药品监管行政执法等提供技术支

撑，此外还要重点强化疫苗等高风险药品检查员队伍建设。 

 高频数据追踪 

本周维生素 A 市场关注增加，贸易商价格略有松动，维生素 E 市场偏弱

整理，维生素 D3 市场报价有所回调，维生素 K3 部分厂家提价或停报，生

物素市场价格底部抬升，维生素 B1 市场报价稳中趋强，维生素 B2 市场偏弱

运行，烟酸部分厂家提价，市场窄幅整理，泛酸钙市场报价松动，维生素 C

市场底部抬升，总体来说维生素市场价格宽泛。4）本周共有效监测 515 个

中药材品种，本周价格(日)指数收于 1203.7 点，比上周同期上涨了 3.18 点，

上涨幅度为 0.26%。本期价格指数上涨的品种有 43 种，占 8.3%；下跌的品

种 22 种，占 4.3%；另外有 450 个品种价格没有明显变化。下跌超过 3%的

品种有 1 种，仅占 0.19%，上涨大于 3%的品种有 10 种，占 1.94%。大多数

品种的涨跌幅介于-3%~3%之间，价格变化集中度比较高。本周数据微涨，

市场行情较为稳定。在价格变动的产品中，本期价格上涨稍大的品种有薏苡

仁、八角茴香、枸杞子、鸡血藤、土茯苓、太子参、酸枣仁、香叶等；吴茱

萸、锁阳、红花、草果、覆盆子、月季花、苦杏仁、合欢花等品种价格下跌

幅度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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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行情走势分析 

本周沪深 300 指数下跌 0.02%，医药板块下跌 1.71%，其中，化学制药下跌 0.69%，中药下跌 3.84%，生物制品下

跌 1.44%，医药商业下跌 2.58%，医疗器械下跌 2.37%，医疗服务下跌 0.51%，根据我们的统计，截至 2019 年 7 月 12

日，沪深 300 成分估值 12.33 倍，医药生物各板块估值分别为化学制药 44.86 倍，中药 23.80 倍，生物制品 45.41 倍，

医药商业 17.33 倍，医疗器械 45.44 倍，医疗服务 61.53 倍（TTM 整体法，不调整）。溢价率方面，医疗服务板块对

于沪深 300 的估值溢价率最高，为 400.04%，医药商业最低，为 40.81%。 

 

 

表 1：医药生物各板块估值溢价率（截至 2019 年 7 月 19 日） 

板块名称 化学制药 中药 生物制品 医药商业 医疗器械 医疗服务 

估值溢价率 264.51% 93.41% 269.02% 40.81% 269.26% 400.04% 

资料来源：Wind，浙商证券研究所 

周医药生物板块下跌 1.71%，次新股和概念股跌幅居前。在涨幅榜上，本周医药板块共 88 只个股上涨，其中贝达

药业、ST 运盛、和佳股份等个股涨幅居前。在跌幅榜上，本周医药板块 216 只个股下跌，其中普利制药、东阿阿胶、

九安医疗等个股跌幅居前。 

表 2：本周医药板块个股涨幅前五和跌幅前五 

股价表现排名 公司代码 公司名称 涨跌幅 

涨幅前五 

 

300558.SZ 贝达药业 12.8274 

600767.SH ST 运盛 12.2736 

300273.SZ 和佳股份 12.1221 

002422.SZ 科伦药业 7.7477 

300326.SZ 凯利泰 7.3651 

跌幅前五 

 

300630.SZ 普利制药 -21.4808 

000423.SZ 东阿阿胶 -16.5438 

002432.SZ 九安医疗 -14.9492 

300725.SZ 药石科技 -12.0474 

002727.SZ 一心堂 -11.3696 

资料来源：Wind，浙商证券研究所 

图 1：2014 年至今医药各板块估值水平变化 

 

资料来源：Wind，浙商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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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本周行业动态及新闻综述 

2.1. 政策动向 

7 月 18 日，国务院办公厅发布《关于建立职业化专业化药品检查员队伍的意见》。国务院药品监管部门和省级药

品监管部门要分别建立国家级和省级职业化专业化药品检查员队伍，配备满足检查工作要求的专职检查员，为药品监

管行政执法等提供技术支撑，此外还要重点强化疫苗等高风险药品检查员队伍建设。 

7 月 18 日，国家卫健委、国家发改委、财政部、国家医保局、国家中医药局和国务院扶贫办联合发布《解决贫困

人口基本医疗有保障突出问题工作方案》。要求加强县医院能力建设，配备基本医疗设备，每个贫困县建好一所县级

公立医院。 

7 月 18 日，上海市卫健委印发《上海市<医疗技术临床应用管理办法>实施细则》。将心血管疾病介入诊疗技术、

人工髋关节和膝关节臵换技术、神经血管介入诊疗技术等 30 项技术列入《上海市限制临床应用医疗技术目录（2019

版）》 

7 月 17 日，浙江省政府公布了《关于推进全省县域医共体基本医疗保险支付方式改革的意见》。以全面建设县域

医共体为契机，在全省范围内全面推行总额预算管理；对住院医疗服务，主要按 DRGs 点数法付费；对长期、慢性病住

院医疗服务，逐步推行按床日付费；对门诊医疗服务，探索结合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实行按人头付费。 

7 月 17 日，山东省药品集中采购网发布通知，51 个药品撤网，退出山东省的医院市场。 

7 月 16 日，国家药监局官网发布《关于进一步完善药品关联审评审批和监管工作有关事宜的公告》。进一步明确

原料药、药用辅料、直接接触药品的包装材料和容器与药品制剂关联审评审批和监管。 

7 月 16 日，河北省生态环境厅、省卫生健康委、省公安厅联合在全省范围内集中开展为期 3个月的打击整治涉医

疗废物违法违规行为专项行动。 

7 月 16 日，安徽省医保局、卫健委、财政厅和药监局联合发布《安徽省省属公立医疗机构高值医用耗材集中带量

采购谈判议价（试点）实施方案》。详细规定了采购量、采购方式、采购范围以及回款等问题。 

7 月 16 日，安徽省药监局公示了 2019 年 6 月药品流通监督检查信息。统计发现，安庆、蚌埠、亳州、池州、滁

州、阜阳、广德、合肥、淮北、淮南、黄山、六安、马鞍山、铜陵、芜湖、宿松、宿州、宣城 18市县有 640家药店被

查处。 

7 月 16 日，四川药械招标采购网站发布《关于执行 2019 年度第六批挂网抗癌药动态调整结果的通知》。对本次

申请限价动态调整的 5 个药品挂网价予以价格调整 

7 月 15 日，国务院发布《国务院关于实施健康中国行动的意见》。将开展 15 个重大专项行动，推动从以治病为

中心转变为以人民健康为中心，努力使群众不生病、少生病，提高生活质量。心脑血管、糖尿病、癌症、慢性呼吸系

统等四类药物迎来机会。 

7 月 15 日，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官网发布《国家药监局关于认定首批重点实验室的通知》。要求名单内各重点实

验室主管部门和各依托单位按照国家药监局重点实验室相关要求，认真做好组织运行和管理保障工作。 

7 月 15 日，江苏省南通市医疗保障局向 77 家耗材生产经营企业发出医用耗材集中带量采购价格谈判邀请函，对

41 种产品开展价格谈判。 

7 月 15 日，内蒙古兴安盟医疗保险资金管理局发布文件，宣布停用 55个辅助用药。 

2.2. 本周投融资概览 

Phreesia 完成 1.25 亿美元 IPO 融资。该公司股票将在纳斯达克挂牌交易，Phreesia 是一家医疗保健软件公司，该

公司的成立旨在彻底改变患者的入院问题，并创造更好、更具吸引力的医疗保健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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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rum Therapeutics 完成 3000 万美元 B 轮融资。本次融资投资方包括 IMM Investment、Smilegate Investment、KTB 

Network、Stassets Investment、InterVest、KB Investment 和 Solidus Investment，融资所得将用于打造特异性细胞穿透抗

体开发平台 Oromab，并扩建其在韩国和美国的研发实验室。 

Kronos Bio 完成 1.05 亿美元的 A 轮融资。融资所得将用于支持小分子微阵列平台的持续开发。 

星尘生物完成 A 轮第一期 2000 万美元融资。本次融资由跨国风投 Panacea Venture 领投，Virtus Inspire Ventures、

Efung Investment 和 Lombard Odier Co-Investment 等国际资本共同参与。融资所得将主要用于加速公司目前多个产品管

线的临床转化以及后续创新管线的研发及技术整合, 同时用于加强公司研发设施和临床申报能力的建设。 

Trefoil Therapeutics 完成 2800 万美元 A 轮融资。本轮融资由 Bios Partners 领投，所有现有投资者，包括 Access 

Biotechnology、Hatteras Venture Partners、Aju IB Investment、Correlation Ventures、ExSight Ventures 和 InFocus Capital 

Partners 跟投。融资所得将主要用于候选药物 TTHX1114 纳入人体试验，并支持 Trefoil 完成角膜内皮营养不良症。 

Cradle Genomics完成 1700万美元A轮融资。该轮融资由 Illumina Ventures和Section 32领投，Alexandria Real Estate 

Equities、Sea Lane Ventures、Listwin Ventures 和 Axon Ventures 跟投。融资所得将用于运营 CLIA 实验室以进行临床实

验，完善企业基础设施。此外，该公司还计划开发基于无创 DNA 产前检测技术的新产品。 

Notable Health 完成 4000 万美元 B 轮融资。本次融资由 B Capital Group 和 Lifeforce Capital 领投，Industry Ventures

跟投。融资所得将用于公司发展，完善其药物临床试验平台，以帮助制药企业开发抗癌药物。该平台主要用于预测在

短期内能产生药物反应的患者类群，帮助药物研究员评估临床试验有效性，以增大试验成功几率。 

生物技术公司 Recursion Pharmaceuticals 完成 1.21 亿美元 C 轮融资。本轮融资由 Baillie Gifford 的旗舰投资信托

公司 Scottish Mortgage Investment Trust 领投，参与此轮融资的还有新投资者 Intermountain Ventures、明尼苏达大学、德

克萨斯理工大学的董事、部分天使投资者及部分先前投资者。融资所得将用于支持 Recursion 继续扩建其机器学习启

用的药物发现平台以及旨在从根本上加速新化学实体和预测安全药理学的新功能；继续推进其不断增长的临床前和临

床管线资产。 

Filterlex Medical 完成 300 万美元 A 轮融资。本轮融资未披露融资细节及投资方。 

Vasopharm GmbH 完成 950 万欧元融资。本轮融资由 Heidelberg Capital Private Equity 和 EF Investments 领投，

Bayern Kapital、Future Capital、Hanseatic Asset Management 和 Rington Holdings 跟投。融资所得将用于对其主要药物

Ronopterin 进行化学分析和稳定性测试，探索该药适应症，为扩大生产规模做准备。 

张江科学城企业亚飞（上海）生物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Affinity（Shanghai）完成 6000 万人民币的 Pre-A 轮融资。

此轮融资由磐霖资本领投，腾远投资跟投。 

Altimmune 收购 Spitfire，获得 Spitfire 的一种治疗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炎的候选产品 SP-1373。Spitfire 股东将收到

500 万美元预付款，并有资格在未来的临床试验取得突破后获得 800 万美元的现金或普通股。未来 Spitfire 的股东也有

资格获得高达 8000 万美元的销售分红。 

Cronos Group 收购 Apotex Fermentation 旗下制造工厂，用于生产优质大麻。本次收购未披露任何财务条款。 

医疗收购公司 Chardan Healthcare Acquisition 宣布与微生物技术公司 BiomX 合并。合并完成后，CHAC 将更名

为 BiomX 并在纽约证券交易所上市，初始市值约为 2.54 亿美元。 

勃林格殷格翰与 Bridge Biotherapeutics 公司达成新合作及许可协议，开发后者的自分泌运动因子抑制剂 BBT-877，

用于纤维化间质性肺病患者的治疗。Bridge Biotherapeutics 公司将获得 4500 万欧元的前期和近期付款，根据特定的开

发、监管和商业里程碑的成功实现，将有资格获得高达 11 亿美元的潜在付款，并有资格获得高达 2 位数的特许权使用

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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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国 Celltrion 公司与中国香港南丰集团宣布成立合资企业鼎赛医药科技有限公司。合资公司将专注在中国开发、

生产及商业化单克隆抗体生物类似药，致力通过提供世界一流品质、价格优惠的生物类似药产品，服务中国病患未被

满足的巨大医疗需求。 

2.3. 行业新闻 

FDA 批准海正药业（杭州）有限公司申报的注射用放线菌素 D 的新药简略申请。 

FDA 批准默沙东公司开发的创新抗生素组合 Recarbrio 上市。治疗由特定敏感革兰氏阴性菌导致的复杂性尿路感

染和复杂性腹腔内感染。Recarbio 是由 relebactam, imipenem 和 cilastatin 构成的抗菌产品，relebactam 是一款创新β-

内酰胺酶抑制剂，imipenem 是一款获批β-内酰胺类抗生素，而 cilastatin 可防止 imipenem 被肾脏分解。 

FDA 批准 Airduo®Digihaler™吸入粉。这是一款带内臵传感器的组合疗法数字吸入器，可连接到配套的移动应用

程序，为哮喘患者提供吸入器使用信息。 

FDA 批准 Gadavist 注射液用于心脏磁共振成像。用于已知或疑似冠状动脉疾病成人患者评估心肌灌注和晚期钆

增强。 

FDA 批准本年度第 8 个 NME。用于治疗绝经前女性性欲障碍。 

FDA 授予 Dicerna Pharmaceuticals 公司在研 RNAi 疗法 DCR-PHXC 突破性疗法认定。用于治疗 1 型原发性高草

酸尿症。 

FDA 接受诺华在研新药 crizanlizumab（SEG101）的上市申请，并授予了其优先审评资格。 

NICE 批准诺华 Kisqali 与阿斯利康 Faslodex 联用。治疗先前接受过其他治疗的激素受体阳性(HR+)、HER2 阴性

的乳腺癌患者。 

NICE 批准 Farxiga 用于 1 型糖尿病患者的治疗。Farxiga 是阿斯利康公司的口服降糖药。 

中国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批准葛兰素史克公司的倍力腾上市。这是全球首个获批应用于治疗系统性红斑狼疮的生

物制剂， 

中国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批准针对 CD47 靶点的创新全人单克隆抗体 TJC4 开展新药临床试验。该抗体由天境生

物自主研发，临床试验将针对晚期恶性肿瘤的患者。 

中国药品监督管理局批准卫材内部开发的新型抗癌药 Halaven。用于既往已接受过至少两种化疗方案的局部晚期

或转移性乳腺癌患者。 

国家药监局批准英国葛兰素公司的贝利尤单抗进口注册申请。用于正在接受标准治疗的活动性、自身抗体阳性的

系统性红斑狼疮成人患者。这是第一个用于治疗 SLE 的单抗药物。 

国家药监局批准优时比在中国递交的塞妥珠单抗新药上市申请。用于治疗成中度至重度类风湿性关节炎（RA）。 

盐酸二甲双胍缓释片获得中国国家药监局批准通过仿制药质量和疗效一致性评价。该药为中国生物制药附属公司

正大天晴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的降糖药。 

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药品审评中心受理勃林格殷格翰恩格列净片新的临床申请。恩格列净是第一种将降低心血管

死亡风险数据纳入药物标签的 2 型糖尿病药物。 

恒瑞官方正式公布其 PD-1 单抗卡瑞利珠单抗的价格，并出台伴随定价策略的慈善赠药政策。卡瑞利珠单抗目前

在国内的售价为：200mg/19800 元，同时根据其慈善赠药方案显示：卡瑞利珠单抗将以买 2 赠 2，再买 4 赠至一年（不

超过 18 支）的计划为患者提供更大的药物可及性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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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高频数据追踪 

3.1. 主要维生素品种价格走势 

本周维生素 A 市场关注增加，贸易商价格略有松动，维生素 E 市场偏弱整理，维生素 D3 市场报价有所回调，维

生素 K3 部分厂家提价或停报，生物素市场价格底部抬升，维生素 B1 市场报价稳中趋强，维生素 B2 市场偏弱运行，

烟酸部分厂家提价，市场窄幅整理，泛酸钙市场报价松动，维生素 C 市场底部抬升，总体来说维生素市场价格宽泛。 

3.1.1. 维生素 A 

维生素 A 本周价格报收 385-395 元/kg，欧洲市场价格反弹至 85-90欧元/kg。BASF德国工厂维生素 A（100 万 IU）

预计 10 月底（原计划 9~10 月停产扩建）之前保持停产，9 月份将再次评估。供应面收缩存支撑，国内需求疲软抑制

市场，国内 VA 市场低价货源减少，需继续关注厂家动态、需求等（相关上市公司：新和成、金达威、安迪苏、浙江

医药） 

 

 

 

 

 

 

 

 

 

3.1.2. 维生素 E 

维生素 E 本周价格报收 49-55 元/kg，欧洲市场价格反弹至 4.7-4.9 欧元/kg。国内需求疲软抑制市场，VE 市场

窄幅整理，需继续关注厂家动态、需求等（相关上市公司：能特科技、益曼特） 

图 3：维生素 E 价格走势  

 

资料来源：Wind，浙商证券研究所  

图 2：维生素 A 价格走势  

 

资料来源：Wind，浙商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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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3. 维生素 D3 

维生素 D3本周报价为 265-280 元/kg。欧洲价格小幅走弱，市场报价 40-41欧元/kg。新和成工厂搬迁，部分厂家

停报，国内需求疲软，有新厂家产品进入，市场报价有所回调。（相关上市公司：花园生物、新和成、金达威、浙江

医药） 

图 4：维生素 D3 价格走势  

 

资料来源：Wind，浙商证券研究所  

3.1.4. 维生素 B1 

维生素 B1 本周价格报收 188-200 元/kg。江苏省安全排查，部分厂家报价上调。兄弟或将复产，天新药业计划 7

月 20 日起停产检修 60 天，市场存支撑。（相关上市公司：兄弟科技） 

图 5：维生素 B1 价格走势  

 

资料来源：Wind，浙商证券研究所  

3.1.5. 维生素 B2 

维生素 B2本周价格报收在 123-130 元/kg左右，有部分厂家提价，近日市场购销清淡，市场偏弱运行。欧洲现货

市场价格下跌至 23.0-24.0欧元/kg。国内价格接近底部区间，国内外价差在逐渐缩小。（相关上市公司：广济药业）  

图 6：维生素 B2 价格走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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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Wind，浙商证券研究所  

3.1.6. 维生素 C 

维生素 C 本周价格报收 23-26 元/kg。近期厂家报价回落，VC 市场跌至历史低位，而部分厂家停产减产，供应面

收缩，VC 市场底部抬升。（相关上市公司：东北制药、华北制药、石药集团）  

图 7：维生素 C 价格走势  

 

资料来源：Wind，浙商证券研究所  

3.1.7. 维生素 K3 

维生素 K3本周价格报收 100-110 元/kg。由于原料价格上涨，部分厂家抬高报价。铬粉销售不佳，环保压力大，

厂家持挺价心态，国内需求不佳，近日 K3市场整理。 

图 8：维生素 K3 价格走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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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Wind，浙商证券研究所  

3.1.8. 烟酸 

烟酸/烟酰胺本周价格报收 49-53 元/kg，因原料上涨，部分厂家提高报价。龙沙南沙工厂计划 8月份烟酰胺生产

线停产检修 4周。不佳，烟酰胺市场窄幅整理。 

图 9：烟酸价格走势  

 

资料来源：Wind，浙商证券研究所  

3.1.9. 泛酸钙 

泛酸钙本周价格报收 350-380 元/kg。欧洲市场报价企稳 44.0-46.0欧元/kg。国内工厂有工厂停产检修，供应收

缩支撑市场。新进入厂家产量低，下游需求疲弱，近日市场报价松动。需继续关注原料供应、厂家动态等。 

图 10：泛酸钙价格走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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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Wind，浙商证券研究所  

 

3.1.10. 生物素 

生物素本周价格报收 57-60元/kg。纯品价格宽泛，出口报价上调。部分厂家停报，市场仍有较多存货，成交价格

底部抬升，低价货源减少，后期以时间换空间。（相关上市公司：新和成、圣达生物） 

图 11：生物素价格走势  

 

资料来源：Wind，浙商证券研究所  

3.2. 非大宗原料药价格走势 

截止 2019 年 6 月，相比上月价格，上涨的有：地塞米松磷酸钠、马来酸依那普利、厄贝沙坦、替米沙坦、

咖啡因；下跌的有：皂素、双烯(双烯醇酮醋酸酯)、洛伐他汀、赖诺普利、对乙酰氨基酚(扑热息痛) 安乃近；持

平的有：氢化可的松、醋酸氢化可的松、黄体酮、醋酸甲地孕酮、7-ADCA、7-ACA-酶法、6-APA、4-AA 辛、伐

他汀、阿托伐他汀钙、氟伐他汀钠、卡托普利、缬沙坦、布洛芬、阿司匹林。 

3.2.1. 激素类 

图 12：:地塞米松磷酸钠价格走势  图 13：氢化可的松价格走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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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Wind，浙商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Wind，浙商证券研究所 

 

图 14：醋酸氢化可的松价格走势  图 15：黄体酮价格走势 

 

 

 

资料来源：Wind，浙商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Wind，浙商证券研究所 

 

图 16：醋酸甲地孕酮价格走势  图 17：皂素价格走势 

 

 

 

资料来源：Wind，浙商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Wind，浙商证券研究所 

 

图 18：双烯(双烯醇酮醋酸酯)价格走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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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Wind，浙商证券研究所  

3.2.2. 抗生素 

图 19：7-ADCA 价格走势  图 20：7-ACA-酶法价格走势 

 

 

 

资料来源：Wind，浙商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Wind，浙商证券研究所 

 

图 21：6-APA 价格走势  图 22：4-AA 价格走势 

 

 

 

资料来源：Wind，浙商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Wind，浙商证券研究所 

3.2.3. 他汀类 

图 23：:辛伐他汀价格走势  图 24：洛伐他汀价格走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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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Wind，浙商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Wind，浙商证券研究所 

 

图 25：阿托伐他汀钙价格走势  图 26：氟伐他汀钠价格走势 

 

 

 

资料来源：Wind，浙商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Wind，浙商证券研究所 

3.2.4. 普利类 

图 27：卡托普利价格走势  图 28：赖诺普利价格走势 

 

 

 

资料来源：Wind，浙商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Wind，浙商证券研究所 

 

图 29：马来酸依那普利价格走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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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Wind，浙商证券研究所  

3.2.5. 沙坦类 

图 30：厄贝沙坦价格走势  图 31：缬沙坦价格走势 

 

 

 

资料来源：Wind，浙商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Wind，浙商证券研究所 

 

图 32：替米沙坦价格走势  

 

 

资料来源：Wind，浙商证券研究所  

3.2.6. 解热镇痛类 

图 33：布洛芬价格走势  图 34：对乙酰氨基酚(扑热息痛)价格走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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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Wind，浙商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Wind，浙商证券研究所 

 

图 35：安乃近价格走势  图 36：阿司匹林价格走势 

 

 

 

资料来源：Wind，浙商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Wind，浙商证券研究所 

 

图 37：咖啡因价格走势  

 

 

资料来源：Wind，浙商证券研究所  

3.3. 国内药审进度 

表 3：国内药审进度表 

药品名称 企业名称 
注册

分类 
审评结果 治疗类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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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CDE 官网和米内网数据库，浙商证券研究所 

3.4. 重磅生物药研发管线跟踪 

表 4：重磅生物药研发管线进度表 

企业名称 适应症 进度 

利妥昔单抗(CD20)在国内的研发进展(截至 2019 年 6 月） 

Mirati Therapeutics, 百济神州 尿生殖系统癌症, 非小细胞肺癌, 肾细

胞癌, 脂肉瘤, 软组织肉瘤 

II 期 

百奥泰生物科技 
视神经脊髓炎 临床申请 

慢性淋巴细胞白血病, 多发性硬化 I 期 

QF-036-NMG 江西青峰药业有限公司  1 暂无 【化】 

QF-036片 江西青峰药业有限公司 1 暂无 【化】 

CX1440 胶囊 

杭州三因泰医药科技有限公

司 杭州澳津生物医药技术有

限公司 1 

暂无 【化】 

CX1440 

杭州三因泰医药科技有限公

司 杭州澳津生物医药技术有

限公司 1 

暂无 【化】 

富马酸奥比特嗪 

深圳市真兴医药技术有限公

司 1 

暂无 【化】 

富马酸奥比特嗪肠

溶微丸胶囊 

深圳市真兴医药技术有限公

司 1 

暂无 【化】 

注射用紫杉醇聚合

物胶束 上海谊众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2.2 

暂无 【化】 

盐酸伊立替康脂质

体注射液 

江苏恒瑞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恒瑞医药有限公司 

2.2/2

.4 暂无 【化】 

盐酸氨溴索雾化吸

入溶液 

云南龙海天然植物药业有限

公司 3 暂无 【化】 

格隆溴铵注射液 

广东嘉博制药有限公司 广东

嘉博制药有限公司 3 暂无 【化】 

盐酸美金刚片 

扬子江药业集团有限公司 扬

子江药业集团北京海燕药业

有限公司 4 暂无 【化】 

左氧氟沙星片 

扬子江药业集团四川海蓉药

业有限公司 四川海汇药业有

限公司 4 暂无 【化】 

注射用比伐芦定 海南普利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4 暂无 【化】 

苹果酸舒尼替尼胶

囊 齐鲁制药（海南）有限公司 4 暂无 【化】 

盐酸奥洛他定滴眼

液 北京汇恩兰德制药有限公司  4 暂无 【化】 

奥氮平片 四川科伦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4 暂无 【化】 

注射用艾司奥美拉

唑钠 湖南赛隆药业有限公司 4 暂无 【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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症, 类风湿性关节炎, 非霍奇金淋巴瘤 

北京天广实生物  B 细胞淋巴瘤, 慢性淋巴细胞白血病  I 期 

成都金凯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类风湿性关节炎, 淋巴瘤  临床申请 

东曜药业  套细胞淋巴瘤, 实体瘤  I 期 

海思科医药集团 血液系统恶性肿瘤 I 期 

河南省肿瘤医院  B 细胞淋巴瘤  I 期 

华兰基因工程  非霍奇金淋巴瘤  III 期 

嘉和生物药业, 南京优科生物  弥漫大 B 细胞淋巴瘤, 非霍奇金淋巴瘤 III 期 

丽珠集团 弥漫大 B 细胞淋巴瘤, CD20 阳性滤泡

性淋巴瘤  

I 期 

赛诺菲, 梯瓦  实体瘤 I 期 

三生国健药业 弥漫大 B 细胞淋巴瘤  III 期 

山东新时代药业 非霍奇金淋巴瘤  I 期 

上海隆耀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难治性弥漫大 B 细胞淋巴瘤 II 期 

上海美雅珂生物技术 非霍奇金淋巴瘤 I 期 

上海生物制品研究所  血液系统恶性肿瘤  I 期 

上海医药集团 
 淋巴瘤 I 期 

慢性淋巴细胞白血病, 非霍奇金淋巴瘤  I 期 

深圳万乐药业 类风湿性关节炎, 淋巴瘤  I 期 

神州细胞工程, 石药集团 非霍奇金淋巴瘤  III 期 

喜康生技, 赛诺菲 类风湿性关节炎, 非霍奇金淋巴瘤  III 期 

信达生物制药, 礼来  弥漫大 B 细胞淋巴瘤  III 期 

浙江海正药业  弥漫大 B 细胞淋巴瘤  II 期 

浙江海正药业, 北京天广实生物  弥漫大 B 细胞淋巴瘤  II 期 

浙江特瑞思药业 
非霍奇金淋巴瘤 I 期 

淋巴瘤  I 期 

正大天晴 非霍奇金淋巴瘤  II 期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 
白血病, 淋巴瘤 I 期 

B 细胞淋巴瘤, 白血病  II 期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 西比曼生物科

技有限公司 

白血病, 淋巴瘤 II 期 

重庆西南医院 弥漫大 B 细胞淋巴瘤 II 期 

曲妥珠单抗（Her2）在国内的研发进展(截至 2019 年 6 月) 

AbClon, 上海复宏汉霖生物技术股份

有限公司 

胃癌, 乳腺癌 I 期 

Alteogen, Cristalia, 齐鲁制药  乳腺癌, 转移性胃癌, HER2 阳性转移性

乳腺癌, 胃食管交界腺癌  

I 期 

Alteogen, 沈阳三生制药 胃癌, 乳腺癌 I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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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mbrx, 浙江医药 实体瘤  I 期 

Array BioPharma 胃癌, 乳腺癌, 实体瘤, 肝细胞癌, 胰腺

癌, 胆道癌 

III 期 

Genmab, 杨森  非小细胞肺癌 I 期 

LegoChemBio, 复星医药  胃癌, 乳腺癌, 实体瘤 I 期 

Zymeworks, 百济神州 输卵管癌, 胆囊癌, 胃癌, 食道癌, 乳腺

癌, 结肠直肠癌, 卵巢癌, 宫颈癌, 胆道

癌 

I 期 

阿斯利康 非小细胞肺癌, 转移性乳腺癌  II 期 

安科生物  乳腺癌 III 期 

安润医药  胃癌, HER2 阳性乳腺癌, 胰腺癌 I 期 

百奥泰生物科技 实体瘤, 转移性乳腺癌  III 期 

北京天广实生物  胃癌, HER2 阳性乳腺癌  I 期 

北京天广实生物, 浙江海正药业 乳腺癌  I 期 

第一三共, 百时美施贵宝, Puma 

Biotechnology, 阿斯利康 

尿生殖系统癌症, 非小细胞肺癌, 胃

癌, 乳腺癌, 结肠直肠癌, 宫颈癌 

III 期 

东曜药业 HER2 阳性乳腺癌, 实体瘤 I 期 

广东东阳光药业 食道癌 II 期 

哈药集团  乳腺癌  临床申请 

杭州多禧生物医药  HER2 阳性乳腺癌, 实体瘤  I 期 

华兰基因工程  转移性胃癌, 转移性乳腺癌  I 期 

嘉和生物药业 

乳腺癌 III 期 

HER2 阳性乳腺癌 I 期 

HER2 阳性转移性乳腺癌  I 期 

江苏豪森医药 实体瘤 I 期 

江苏恒瑞 
HER2 阳性转移性乳腺癌  I 期 

HER2 阳性转移性乳腺癌 I 期 

丽珠集团丽珠制药厂  HER2 阳性转移性乳腺癌, HER2 阳性乳

腺癌 

I 期 

罗氏, 中外制药 乳腺癌 III 期 

齐鲁制药 乳腺癌 I 期 

齐鲁制药, 齐鲁安替制药 非小细胞肺癌, 胃癌, 乳腺癌  II 期 

三生国健药业 乳腺癌  BLA 申请 

三生国健药业 不明 临床申请 

上海艾力斯  乳腺癌, 肺癌  II 期 

上海复宏汉霖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

司, Accord Healthcare 

乳腺癌 III 期 

上海美雅珂生物技术  胃癌, 乳腺癌  I 期 

上海生物制品研究所 乳腺癌, 转移性胃癌, 转移性乳腺癌 I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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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医药  HER2 阳性乳腺癌  I 期 

上海医药, 上海交联  HER2 阳性乳腺癌 I 期 

深圳万乐药业  乳腺癌  I 期 

石药集团中奇制药  不明 临床申请 

四川科伦药业 胃癌, HER2 阳性乳腺癌 II 期 

苏州康宁杰瑞生物科技  胃癌, 乳腺癌  I 期 

天津和美生物技术, 峡江和美药业  HER2 阳性乳腺癌 I 期 

武汉友芝友生物 胃癌, HER2 阳性乳腺癌  I 期 

武田, 千年制药, Ariad  非小细胞肺癌 II 期 

信达生物制药 不明  临床申请 

轩竹医药 
食管鳞癌, 非小细胞肺癌, 胃癌 I 期 

非小细胞肺癌, 乳腺癌, 肺癌 II 期 

烟台荣昌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荣昌生物制药有限公司 

胃癌, 尿路上皮癌, HER2 阳性转移性乳

腺癌  

II 期 

浙江海正药业 
HER2 阳性转移性乳腺癌  I 期 

乳腺癌  临床申请 

正大天晴 
乳腺癌  I 期 

HER2 阳性转移性乳腺癌  I 期 

贝伐珠单抗（VEGFA）在国内的研发进展(截至 2019 年 6 月) 

Epitomics, Apexigen, 江苏泰康生物医

药有限公司, 先声药业  

结肠直肠癌, 卵巢癌, 湿性年龄相关性

黄斑变性, 血液癌症 

I 期 

爱尔康  年龄相关性黄斑变性 BLA 申请 

北京天广实生物, 中国医学科学院基础

医学研究所, 贝达药业 

晚期无鳞状非小细胞肺癌 III 期 

东方百泰生物 非小细胞肺癌, 转移性结直肠癌  I 期 

东曜药业  非小细胞肺癌 III 期 

华兰基因工程 非小细胞肺癌, 转移性结直肠癌  I 期 

辉瑞  非小细胞肺癌, 肾细胞癌, 转移性结直

肠癌, 转移性乳腺癌, 宫颈癌 

2019 批准上市 

基因泰克, 诺华  黄斑水肿, 视网膜静脉阻塞, 脉络膜新

生血管, 糖尿病性黄斑水肿, 黄斑变性  

2006 批准上市 

基因泰克, 中外制药 原发性腹膜癌, 输卵管癌, 多形性成胶

质细胞瘤, 非小细胞肺癌, 肾细胞癌, 乳

腺癌, 结肠直肠癌, 转移性结直肠癌, 卵

巢癌, 宫颈癌, 恶性胶质瘤  

2004 批准上市 

江苏奥赛康药业, AskGene Pharma  转移性结直肠癌  I 期 

江苏恒瑞  转移性结直肠癌, 晚期非小细胞肺癌  I 期 

罗氏 糖尿病性黄斑水肿, 湿性年龄相关性黄

斑变性 

III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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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鲁制药  湿性年龄相关性黄斑变性  I 期 

山东博安生物, 绿叶制药 非小细胞肺癌, 结直肠肿瘤  III 期 

上海复宏汉霖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非小细胞肺癌, 转移性结直肠癌 III 期 

上海联合赛尔生物科技 黄斑水肿  I 期 

喜康生技 肺癌, 转移性结直肠癌, 卵巢癌  I 期 

信达生物制药 非小细胞肺癌, 结直肠肿瘤  BLA 申请 

兴盟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龙瑞药

业  

实体瘤  I 期 

再生元制药, 拜耳, 参天 黄斑水肿, 黄斑变性 2011 批准上市 

正大天晴  非小细胞肺癌 I 期 

阿达木单抗（TNF-α）在国内的研发进展(截至 2019 年 6 月) 

HanAll, 和铂医药, 大熊制药 干眼症  III 期 

Us Pharm Holdings 外周血管疾病  批准上市 

艾伯维 脊柱关节炎, 化脓性汗腺炎, 克罗恩氏

病, 幼年特发性关节炎, 强直性脊柱

炎, 斑块状银屑病, 眼色素层炎, 脓疱型

银屑病, 银屑病, 溃疡性结肠炎, 银屑病

关节炎, 类风湿性关节炎, 幼年型类风

湿性关节炎, 儿童节段性回肠炎 

2002 批准上市 

安徽未名达木生物医药 类风湿性关节炎  临床申请 

安进, 第一三共 幼年特发性关节炎, 眼色素层炎, 强直

性脊柱炎, 斑块状银屑病, 溃疡性结肠

炎, 化脓性汗腺炎, 银屑病关节炎, 克罗

恩氏病, 类风湿性关节炎  

2016 批准上市 

安进, 辉瑞, 武田, 勃林格殷格翰  幼年特发性关节炎, 脊柱关节炎, 斑块

状银屑病, 儿童斑块状银屑病, 强直性

脊柱炎, 银屑病, 银屑病关节炎, 类风湿

性关节炎, 幼年型类风湿性关节炎  

1998 批准上市 

百奥泰生物科技 

强直性脊柱炎, 类风湿性关节炎 BLA 申请 

强直性脊柱炎, 银屑病关节炎, 类风湿

性关节炎  

I 期 

北京绿竹生物技术 类风湿性关节炎  I 期 

大庆东竺明生物 类风湿性关节炎 I 期 

大熊制药, 中国药科大学, 合肥合源医

药科技, 山东步长制药  

胃癌, 白血病, 肝癌 I 期 

东方百泰生物  幼年特发性关节炎, 斑块状银屑病, 强

直性脊柱炎, 克罗恩氏病, 类风湿性关

节炎 

I 期 

广东东阳光药业 类风湿性关节炎 临床申请 

海南赛乐敏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强直性脊柱炎, 类风湿性关节炎  临床申请 

和记黄埔医药  溃疡性结肠炎, 克罗恩氏病 III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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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北制药 强直性脊柱炎, 类风湿性关节炎 I 期 

华兰基因工程 类风湿性关节炎 I 期 

吉林康慧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不明  临床申请 

嘉和生物药业  类风湿性关节炎 III 期 

嘉和生物药业, Biocad 类风湿性关节炎  I 期 

丽珠集团丽珠制药厂 类风湿性关节炎  II 期 

迈博太科药业 不明  临床申请 

齐鲁制药 
强直性脊柱炎, 类风湿性关节炎 I 期 

强直性脊柱炎, 类风湿性关节炎 BLA 申请 

山东丹红制药 斑块状银屑病, 强直性脊柱炎, 类风湿

性关节炎  

I 期 

上海百迈博制药 类风湿性关节炎 BLA 申请 

上海百迈博制药, 中国抗体制药 
类风湿性关节炎  临床申请 

类风湿性关节炎 III 期 

上海复旦张江生物医药 类风湿性关节炎  BLA 申请 

上海复宏汉霖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斑块状银屑病, 类风湿性关节炎  BLA 申请 

上海华奥泰生物药业有限公司 不明 I 期 

上海迈泰亚博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类风湿性关节炎 临床申请 

上海谐生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不明  I 期 

深圳万乐药业 强直性脊柱炎, 类风湿性关节炎  临床申请 

神州细胞工程 斑块状银屑病, 类风湿性关节炎 I 期 

四川三叶草生物制药 类风湿性关节炎  I 期 

苏州康宁杰瑞生物科技 类风湿性关节炎 I 期 

天津和美生物技术 类风湿性关节炎, 炎症性肠病 I 期 

天津和美生物技术, 海南海灵化学制药 银屑病  I 期 

通化东宝  类风湿性关节炎  I 期 

武汉生物制品研究所  斑块状银屑病, 强直性脊柱炎, 类风湿

性关节炎 

I 期 

信达生物制药 强直性脊柱炎 BLA 申请 

兴盟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龙瑞药业 类风湿性关节炎  临床申请 

浙江海正药业 
强直性脊柱炎 BLA 申请 

类风湿性关节炎  I 期 

正大天晴  类风湿性关节炎  I 期 

肿瘤生物学国家重点实验室  胃癌, 结肠直肠癌, 肺癌, 肾癌, 头颈癌 II 期 

众合医药, 上海君实生物医药 类风湿性关节炎 III 期 

以 PD-1 为靶点的单抗在国内的研发进展(截至 2019 年 6 月) 

安徽安科生物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三阴性乳腺癌, 食道癌, 尿路上皮癌, 肺

癌, 淋巴瘤  

I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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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柯顿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食道癌 II 期 

百奥泰生物科技 胃癌, 结直肠肿瘤, 实体瘤, 肝癌  II 期 

百济神州, 新基, 勃林格殷格翰 鼻咽癌, 非小细胞肺癌, 胃癌, 食道

癌, 尿路上皮癌, 肝细胞癌, 高微卫星不

稳定性癌症, 霍奇金淋巴瘤  

BLA 申请 

北京马力喏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成都银

河, 北京大学 

B 细胞淋巴瘤  I 期 

哈尔滨誉衡药业, 药明康德, Arcus 

Biosciences  

三阴性乳腺癌, 胃癌, 实体瘤, 肝癌, 霍

奇金淋巴瘤  

II 期 

杭州尚健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实体瘤  I 期 

恒瑞源正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实体瘤  I 期 

基石药业  实体瘤  I 期 

嘉和生物药业, CBT  胸腺瘤, 实体瘤, 软组织肉瘤, 外周 T 细

胞淋巴瘤, 非霍奇金 B 细胞淋巴瘤, 宫

颈癌  

II 期 

南京医科大学  鼻咽癌, 胃癌, 弥漫大 B 细胞淋巴瘤, 淋

巴瘤, 霍奇金淋巴瘤 

II 期 

诺华 骨髓增生异常综合征, 鼻咽癌, 神经内

分泌肿瘤, 乳腺癌, 实体瘤, 多发性骨髓

瘤, 结肠直肠癌, 急性骨髓性白血病, 非

小细胞肺癌相关的厌食症或精神萎

顿, 淋巴瘤, 肝细胞癌, 卵巢癌, 黑色素

瘤 

III 期 

瑞阳制药 恶性肿瘤 I 期 

山东新时代药业 
实体瘤, 淋巴瘤, 癌症 I 期 

实体瘤 I 期 

上海复宏汉霖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非小细胞肺癌, 实体瘤  III 期 

上海细胞治疗研究院 实体瘤  II 期 

神州细胞工程 实体瘤, 淋巴瘤  I 期 

思坦维 实体瘤  I 期 

信达生物制药 暂不明确 临床申请 

信达生物制药, 礼来 恶性肿瘤 I 期 

中国抗体制药, 迈博太科药业 非小细胞肺癌, 肝细胞癌  I 期 

中山大学  肝细胞癌 II 期 

中山康方生物医药 

实体瘤  II 期 

转移性非小细胞肺癌, 鼻咽炎, 实体

瘤, 肝细胞癌, 霍奇金淋巴瘤  

III 期 

中山康方生物医药, 泰州翰中生物医

药, 杭州翰思生物医药 

胃癌, 实体瘤, 高微卫星不稳定性癌

症, 黑色素瘤  

II 期 

珠海市丽珠单抗生物技术 实体瘤  I 期 

资料来源：CDE 官网和米内网数据库，浙商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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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中药材价格走势 

本周价格(日)指数收于 1203.7 点，比上周同期上涨了 3.18 点，上涨幅度为 0.26%。 

其中三七价格（120 头）亳州市场 150 元/公斤，与上周价格相同；冬虫夏草（2000 条/西藏）亳州市场 180000 元

/公斤，与上周价格相同；燕窝（密盏 4A/进口）亳州市场 13600 元/公斤，与上周价格相同；太子参（统/贵州）亳州

市场 60 元/公斤, 较上周上涨 9.09%。 

本周共有效监测 515个中药材品种，本周价格(日)指数收于 1203.7点，比上周同期上涨了 3.18点，上涨幅度为 0.26%。

本期价格指数上涨的品种有 43 种，占 8.3%；下跌的品种 22 种，占 4.3%；另外有 450 个品种价格没有明显变化。下

跌超过 3%的品种有 1 种，仅占 0.19%，上涨大于 3%的品种有 10 种，占 1.94%。大多数品种的涨跌幅介于-3%~3%之

间，价格变化集中度比较高。本周数据微涨，市场行情较为稳定。在价格变动的产品中，本期价格上涨稍大的品种有

薏苡仁、八角茴香、枸杞子、鸡血藤、土茯苓、太子参、酸枣仁、香叶等；吴茱萸、锁阳、红花、草果、覆盆子、月

季花、苦杏仁、合欢花等品种价格下跌幅度稍大。 

图 38：2018-2019 年中国中药材价格（日）指数 

 
资料来源：康美中药网，浙商证券研究所 

图 39：三七价格（日）指数  图 40：冬虫夏草价格（日）指数 

 

 

 

资料来源：康美中药网，浙商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康美中药网，浙商证券研究所 

 

图 41：燕窝价格（日）指数  图 42：太子参价格（日）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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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康美中药网，浙商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康美中药网，浙商证券研究所 

4. 重要公告集锦 

表 5：重要公告集锦 

公司代码 公司名称 公告内容 

600436.SH 片仔癀 
公司发布《2019 年半年度业绩预告》，预计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 74,354.83

万元，比上年同期增长 22.87%。 

603368.SH 柳药股份 
公司发布《2019 年半年度业绩预告》，预计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 35,616.77

万元，比上年同期增长 39.36%。 

002923.SZ 润都股份 
公司发布《2019 年半年度业绩预告》，预计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 6589.56

万元，比上年同期利润增长 26.28%。 

002873.SZ 新天药业 

公司宣布以自有资金向全资子公司上海海天医药科技开发有限公司增资人民币

4,000 万元。本次增资完成后，海天医药的注册资本将变更为人民币 5,000 万元，公

司仍持有海天医药 100%股权。 

002118.SZ 紫鑫药业 

公司提供连带责任担保，关于子公司吉林紫鑫般若药业有限公司向吉林磐石农村商

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申请办理不超过 12,500 万元贷款，期限两年，担保期间为此笔

贷款发放之日起至贷款本息结清之日止。 

002750.SZ 龙津药业 

公司公布关于全资子公司签署对外投资协议的进展公告，龙津康佑近日办理完成工

商注册登记并领取《营业执照》，龙津康佑各出资人已按合同约定履行第一期出资

义务，龙津梵天合计拥有龙津康佑股东大会 51%表决权。 

603896.SH 寿仙谷 
公司全资子公司金华市康寿制药有限公司拟以人民币995.00万元收购温州海鹤药业

有限公司持有的温州温鹤金仙制药有限公司 100%的股权。 

002332.SZ 仙琚制药 
公司拟以货币出资方式向子公司仙琚卢森堡公司增资 13,000 万美元，后续仙琚卢森

堡公司再向仙琚意大利公司增资。 

603987.SH 康德莱 
公司拟以自有资金向子公司珠海康德莱进行增资，增资金额为人民币 20,000 万元。

本次增资完成后，珠海康德莱的注册资本将增加至人民币 36,000 万元。 

600267.SH 海正药业 
公司宣布其子公司海正药业（杭州）有限公司申报的注射用放线菌素 D 的新药简略

申请已获 FDA 批准 

600351.SH 亚宝药业 
公司宣布其子公司北京亚宝生物药业有限公司申报的索拉非尼片的新药简略申请已

获 FDA 暂时批准 

资料来源：Wind，浙商证券研究所 

5. 风险提示 

1. 行业突发事件影响超预期，拖累医药板块整体走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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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医保控费致使药品降价幅度超预期。 

3. 海外创新药加速上市，国内创新药上市进度低于预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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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投资评级说明 

以报告日后的 6 个月内，证券相对于沪深 300 指数的涨跌幅为标准，定义如下： 

1、买入：相对于沪深 300 指数表现＋20％以上； 

2、增持：相对于沪深 300 指数表现＋10％～＋20％； 

3、中性：相对于沪深 300 指数表现－10％～＋10％之间波动； 

4、减持：相对于沪深 300 指数表现－10％以下。 

 

行业的投资评级： 

以报告日后的 6 个月内，行业指数相对于沪深 300 指数的涨跌幅为标准，定义如下： 

1、看好：行业指数相对于沪深 300 指数表现＋10%以上； 

2、中性：行业指数相对于沪深 300 指数表现－10%～＋10%以上； 

3、看淡：行业指数相对于沪深 300 指数表现－10%以下。 

我们在此提醒您，不同证券研究机构采用不同的评级术语及评级标准。我们采用的是相对评级体系，表示投资的相对

比重。 

建议：投资者买入或者卖出证券的决定取决于个人的实际情况，比如当前的持仓结构以及其他需要考虑的因素。投资

者不应仅仅依靠投资评级来推断结论 

 

法律声明及风险提示 

本报告由浙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已具备中国证监会批复的证券投资咨询业务资格，经营许可证编号为：Z39833000）

制作。本报告中的信息均来源于我们认为可靠的已公开资料，但浙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及其关联机构（以下统称“本

公司”）对这些信息的真实性、准确性及完整性不作任何保证，也不保证所包含的信息和建议不发生任何变更。本公

司没有将变更的信息和建议向报告所有接收者进行更新的义务。 

本报告仅供本公司的客户作参考之用。本公司不会因接收人收到本报告而视其为本公司的当然客户。 

本报告仅反映报告作者的出具日的观点和判断，在任何情况下，本报告中的信息或所表述的意见均不构成对任何人的

投资建议，投资者应当对本报告中的信息和意见进行独立评估，并应同时考量各自的投资目的、财务状况和特定需求。

对依据或者使用本报告所造成的一切后果，本公司及/或其关联人员均不承担任何法律责任。 

本公司的交易人员以及其他专业人士可能会依据不同假设和标准、采用不同的分析方法而口头或书面发表与本报告意

见及建议不一致的市场评论和/或交易观点。本公司没有将此意见及建议向报告所有接收者进行更新的义务。本公司的

资产管理公司、自营部门以及其他投资业务部门可能独立做出与本报告中的意见或建议不一致的投资决策。 

本报告版权均归本公司所有，未经本公司事先书面授权，任何机构或个人不得以任何形式复制、发布、传播本报告的

全部或部分内容。经授权刊载、转发本报告或者摘要的，应当注明本报告发布人和发布日期，并提示使用本报告的风

险。未经授权或未按要求刊载、转发本报告的，应当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本公司将保留向其追究法律责任的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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