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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研究报告·行业简评 

新版医保目录发布， 

支付结构有望加速调整 

 

事件： 

2019 版国家医保目录发布 

国家医保局公布《国家基本医疗保险、工伤保险和生育保险药品

目录（2019 年版）》，是自 2000 年第一版药品目录以来对原有

目录品种的一次全面梳理。 

 

点评 

常规目录总体数量稳定，结构调整加速 

2019 版国家医保目录发布内容包括凡例、常规目录（西药）、常

规目录（中药）及尚在有效期内的以前谈判目录品种。 

本次纳入药品 2643 个，与 2017 年版相比总体数量稳定，仅增加

148 个药品。其中：①常规目录包括西药 1279 个，中成药 1316

个，中西药基本平衡，中药饮片 892 个；②谈判药品 48 个，来

那度胺、阿比特龙、利妥昔单抗、硼替佐米、替格瑞洛等品种因

已有仿制药/类似药上市，已有市场化竞价方式，从谈判目录调入

常规目录。 

本次调出品种有 150 个，主要是药监取消文号、临床价值不高或

者滥用明显的药品，其中国家辅助用药目录中的 20 个品种全部

调出国家医保目录，对部分仍在目录中的地方辅助用药、重点监

控用药支付范围/支付时间也增加了限制，体现医保支付调整结构

的趋势。 

 

尚在有效期内谈判目录品种 48 个，拟谈判品种 128 个 

尚在有效期内的往年谈判品种包括：36 个 17 年谈判品种及 17 个

18 年肿瘤药谈判品种，其中部分已有仿制药/类似药的品种移到

常规目录。预计后续 36 个 17 年谈判品种（19 年 12 月 31 日到期）

也需进行新的价格谈判，但降幅相对有限。同时，还公告了有 128

个拟谈判品种，将会参与后续谈判。考虑到未来地方医保目录将

在 3 年逐步清理，我们预计企业将会高度重视本轮谈判机会。谈

判品种为 18 年底前获批的新药或者近年来获批的新适应症，我

们根据新药审批情况对此作了合理的预测，供投资者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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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1： 拟谈判目录涉及上市公司的重点品种预测 

产品名 商品名 厂商 适应症 类别 

特瑞普利单抗 拓益 君实生物 黑色素瘤 肿瘤药 

信迪利单抗 达伯舒 信达生物 经典型霍奇金淋巴瘤 肿瘤药 

吡咯替尼 艾瑞妮 恒瑞医药 乳腺癌 肿瘤药 

硫培非格司亭注射液 艾多 恒瑞医药 中性粒细胞减少 肿瘤药 

注射用紫杉醇脂质体 力朴素 绿叶制药 卵巢癌等 肿瘤药 

盐酸多柔比星脂质体注射液 -- 石药、金远药业、复旦张江 卡波氏肉瘤 肿瘤药 

注射用雷替曲塞 赛维健 正大天晴 结直肠癌 肿瘤药 

康柏西普 朗沐 康弘药业 DME 眼科药  

注射用艾普拉唑 壹丽安 丽珠集团 消化性溃疡出血 消化道 

注射用雷替曲塞 赛维健 正大天晴 结直肠癌 肿瘤药 

利多卡因凝胶贴膏 得百宁 正大天晴 带状疱疹后遗神经痛 镇痛 

达诺瑞韦 戈诺卫 歌礼生物 慢性肝炎 慢性病 

安立生坦 凡瑞克等 GSK、豪森、正大天晴 肺动脉高压 罕见病 

资料来源：中信建投证券研究发展部 

 

涉及上市公司潜在重磅品种调入新版常规目录，看好恒瑞医药、翰森制药、中国生物制药 

本次医保常规目录调整，恒瑞医药、翰森制药、华东医药、丽珠集团、科伦药业、兴齐眼药、双鹭药业、

华润双鹤、上海医药、远大医药均有新品种进入医保目录。恒瑞医药罂粟乙碘油新进医保目录，用于碘缺乏病

的治疗和淋巴造影，2018 年 PDB 样本医院销售额 0.37 亿，纳入医保后有望快速增长，阿比特龙新增适应症新

诊断的高危转移性内分泌治疗敏感性前列腺癌，且调入常规目录降价压力较小。中国生物制药虽无新品进入医

保目录，但阿比特龙、硼替佐米、来那度胺均为近一年来新获批上市品种，其中阿比特龙新增适应症新诊断的

高危转移性内分泌治疗敏感性前列腺癌，硼替佐米和来那度胺取消了联合使用不予报销的限制，且调入常规目

录后降价压力减小，伊马替尼新增报销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诊断并有费城染色体阳性的检验证据的儿童患者、

难治的或复发的费城染色体阳性的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成人患者；我们预计有望快速放量。 

我们认为，在不考虑市场规模差异的情况下，公司受益顺序为：独家品种>竞争格局好的仿制药品种>竞争

格局差的仿制药品种。影响竞争格局的因素除了持有批文的家数，还有通过仿制药一致性评价的家数。兼顾考

虑调入和调出品种的影响，我们认为，确定受益的公司有恒瑞医药、翰森制药，大概率受益的有中国生物制药、

石药集团、信立泰、华东医药、双鹭药业、丽珠集团。 

 恒瑞医药：罂粟乙碘油、阿比特龙（谈判调入常规，新增适应症），其中罂粟乙碘油为恒瑞独家品种，

受益确定，阿比特龙为公司今年获批新品，仿制药批文仅两家持有，竞争格局好，受益确定。 

 中国生物制药：阿比特龙（谈判调入常规，新增适应症）、硼替佐米（谈判调入常规，减少限制）、来

那度胺（谈判调入常规，减少限制）、伊马替尼（新增适应症），这四个品种通过仿制药一致性的厂家

均不超过 3 家，竞争格局好，受益确定。前列地尔调出，2018 年该品种销售额约 7.6 亿元，预计将受

到部分影响。 

 翰森制药：瑞格列奈二甲双胍、硼替佐米（谈判调入常规），其中，瑞格列奈二甲双胍为公司独家品

种，受益确定，硼替佐米通过一致性评价的不超过 3 家，竞争格局较好。 

 石药集团：替格瑞洛、阿比多尔，其中仅 2 家获得仿制药批文，竞争格局好，大概率受益，阿比多尔

生产厂家超过 5 家，预计竞争较激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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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信立泰：替格瑞洛，仅 2 家获得仿制药批文，竞争格局好，大概率受益。 

 华东医药：吡格列酮二甲双胍、奥硝唑，其中，吡格列酮二甲双胍仅两家企业有批文，竞争格局较好，

受益确定；奥硝唑持有批文厂家超过 10 家，目前尚未有通过一致性评价。 

 双鹭药业：奥硝唑、来那度胺（谈判调入常规），奥硝唑持有批文厂家超过 10 家，目前尚未有通过一

致性评价。来那度胺目前仅 2 家仿制，竞争格局较好。 

 丽珠集团：哌罗匹隆，公司独家品种，受益确定。鼠神经生长因子调出，2018 年该品种销售额约 4.4

亿元，预计将受到部分影响。 

 科伦药业：奥硝唑、奥硝唑氯化钠，奥硝唑持有批文厂家超过 10 家，目前尚未有通过一致性评价。 

 兴齐眼药：加替沙星 

 华润双鹤：非诺贝特 

 上海医药：非诺贝特 

 远大医药：双歧杆菌四联活菌 

 

图表2： 2019 版国家医保目录西药调入品种 

药品名称 剂型 2018 年 PDB 销售额（亿元） 涉及上市公司 

抗肿瘤    

米托蒽醌氯化钠 注射剂 0.012 奥赛康 

硼替佐米 注射剂 4.57 正大天晴、江苏豪森 

阿比特龙 口服常释剂型 3.25 恒瑞医药、正大天晴 

抗人 T 细胞猪免疫球蛋白 注射剂 0.23 / 

戈利木单抗 注射剂 0.0058 / 

托珠单抗 注射剂 0.2 / 

来那度胺 口服常释剂型 1.43 双鹭药业、正大天晴 

糖尿病    

德谷胰岛素 注射剂 0.025 
 

吡格列酮二甲双胍 口服常释剂型 0.44 华东医药 

二甲双胍格列吡嗪 口服常释剂型 0.0428 
 

瑞格列奈二甲双胍 口服常释剂型 - 豪森 

二甲双胍维格列汀 口服常释剂型 0.0378 
 

利格列汀二甲双胍 口服常释剂型 0.007649 
 

西格列汀二甲双胍 口服常释剂型 0.3344 
 

沙格列汀二甲双胍 缓释控释剂型 0.04023 
 

心血管    

银杏达莫 注射剂 0.9546 益佰制药 

银杏叶提取物 口服常释剂型 1.2025 
 

银杏叶提取物 口服液体剂 0.2639 
 

银杏叶提取物 注射剂 2.6547 
 

银杏蜜环 口服液体剂 0.3954 
 

薯蓣皂苷 口服常释剂型 0.0591 
 

复方罗布麻 口服常释剂型 0.0016582 同仁堂科技、亚宝药业 

吲达帕胺Ⅱ 缓释控释剂型 0.1953 康缘药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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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品名称 剂型 2018 年 PDB 销售额（亿元） 涉及上市公司 

多磺酸粘多糖 软膏剂 0.3861 
 

替格瑞洛 口服常释剂型 2.7376 石药集团、信立泰、正大天晴 

培哚普利吲达帕胺 口服常释剂型 0.6007 
 

培哚普利氨氯地平 口服常释剂型 - 
 

奥美沙坦酯氨氯地平 口服常释剂型 - 
 

替米沙坦氨氯地平 口服常释剂型 - 
 

坎地氢噻 口服常释剂型 0.01785 
 

非诺贝特 口服常释剂型 0.7345 华润双鹤、哈药集团、上海医药、人福医药、恩华药业等多家 

卡泊三醇倍他米松 软膏剂/凝胶剂 0.1748 
 

他扎罗汀 软膏剂/凝胶剂 0.0256 华邦健康 

他卡西醇 软膏剂 0.0556 
 

他扎罗汀倍他米松 软膏剂 0.0017543 华邦健康 

氯喹那多普罗雌烯 阴道片 0.03176 亚宝药业 

阿托西班 注射剂 0.5955 
 

其他    

西甲硅油 口服液体剂 
  

水飞蓟素 口服常释剂型 0.29 
 

双歧杆菌四联活菌 口服常释剂型 0.67 远大医药 

维生素 AD 口服液体剂 0.3809 复星医药、修正药业等多家 

艾曲泊帕乙醇胺 口服常释剂型 0.0161136 
 

维生素 K4 口服常释剂型 - 
 

生理氯化钠 冲洗剂 0.7618 华润双鹤、科伦药业等多家 

生理氯化钠 溶液剂 0.7618 科伦药业 

浓氯化钠 注射剂 - 科伦药业、华润双鹤等多家 

地诺孕素 口服常释剂型 0.1216   

索利那新 口服常释剂型 0.2369 浙江海正 

奥硝唑 口服常释剂型 0.3075 九典制药、科伦药业、华东医药 

洛匹那韦利托那韦 口服常释剂型 0.0158   

阿比多尔 口服常释剂型 0.0435 石药集团 

拉考沙胺 口服常释剂型 -   

唑尼沙胺 口服常释剂型 0.0068 / 

雷沙吉兰 口服常释剂型 0.0051 / 

恩他卡朋双多巴 口服常释剂型 -   

哌罗匹隆 口服常释剂型 0.046 丽珠集团 

利斯的明 贴剂 - 
 

纳曲酮 口服常释剂型 - 
 

色甘萘甲那敏 鼻用喷雾剂 - 
 

加替沙星 滴眼剂/眼用凝胶 0.25 兴齐眼药 

奥布卡因 滴眼剂 0.27 / 

短肽型肠内营养剂 口服粉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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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品名称 剂型 2018 年 PDB 销售额（亿元） 涉及上市公司 

整蛋白型肠内营养剂 口服粉剂 - 
 

肠内营养粉(AA-PA) 口服粉剂 - 
 

罂粟乙碘油 注射剂 0.37 恒瑞医药 

资料来源：中信建投证券研究发展部 

     

中药品种方面，同仁堂体系本次调入目录品种最多，有 12 个品种调入目录，其次是白云山有 6 个品种调入

目录。上海医药、中国中药、葵花药业、康恩贝、太极集团等调入品种数量均达到 3 个或以上。 

 

图表3： 2019 版国家医保目录中药调入品种 

中药调入 涉及公司数量 上市公司 

小儿感冒颗粒 大于 5 家 白云山、佛慈制药、金嗓子、云南白药、盘龙药业等 

小儿感冒退热糖浆 3 
 

小儿退热合剂（口服液） 大于 5 家 白云山、同仁堂科技 

小儿保安丸 1 
 

山蜡梅叶颗粒 1 
 

小儿双解止泻颗粒 1 
 

三仁合剂 1 太极集团 

小儿暑感宁糖浆 1 太极集团 

养阴通秘胶囊 1 
 

益气通便颗粒 1 马应龙药业 

清开灵片（胶囊、颗粒、软胶囊） 3 
 

四季抗病毒合剂 1 
 

蛇伤解毒片 1 
 

重楼解毒酊 1 
 

儿童清肺口服液 1 同仁堂 

健肝乐颗粒 2 
 

茵陈退黄胶囊 1 
 

虎地肠溶胶囊 1 
 

连番止泻胶囊 1 
 

香连止泻片 1 同仁堂科技 

清热定惊散 1 白云山 

纯阳正气丸 大于 5 家 上海医药、中国中药、同仁堂 

济生橘核丸 3 佛慈制药、上海医药 

标准桃金娘油肠溶胶囊 1 
 

小儿宣肺止咳颗粒 2 健民集团 

小儿咳嗽宁糖浆 1 
 

小儿清热宣肺贴膏 1 
 

麻杏宣肺颗粒 1 
 

小儿麻甘颗粒 大于 5 家 葵花药业、健民集团、马应龙 

丹龙口服液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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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药调入 涉及公司数量 上市公司 

肉蔻四神丸 2 同仁堂制药(非上市公司) 

小儿广朴止泻口服液 1 上海医药 

潞党参口服液 1 
 

半夏和胃颗粒 1 
 

小儿腹泻宁 大于 5 家 白云山、九芝堂、济川药业 

小儿厌食颗粒 1 
 

青蒿鳖甲片 2 贵州百灵、太极集团 

百令片（胶囊） 3 华东医药 

金水宝片（胶囊) 1 
 

宁心宝胶囊 大于 5 家 通化东宝、上海医药、葵花药业、西藏药业、白云山、石药集团等 

至灵胶囊 大于 5 家 
 

参芪消渴颗粒 大于 5 家 
 

麦芪降糖丸 1 
 

炙甘草合剂 3 太极集团 

六味安神胶囊 1 华森制药 

榆栀止血颗粒 1 
 

芪参通络胶囊 1 
 

补虚通瘀颗粒 1 葵花药业 

灵宝护心丹 1 
 

龙加通络胶囊 1 
 

芪丹通脉片 1 
 

通心舒胶囊 1 
 

血塞通注射液 大于 5 家 
 

注射用血塞通(冻干) 2 昆药集团、珍宝岛 

血栓通注射液 大于 5 家 
 

注射用血栓通(冻干) 1 中恒集团 

灯盏细辛注射液 1 生物谷 

灯盏花素注射液 大于 5 家 
 

注射用灯盏花素 大于 5 家 
 

龙血通络胶囊 1 康缘药业 

三七通舒胶囊 1 
 

血塞通片（颗粒、胶囊、软胶囊、滴丸、分 散片） 大于 5 家 
 

银杏酮酯片（颗粒、胶囊、滴丸、分散片） 1 
 

杏灵分散片 1 
 

舒血宁注射液 大于 5 家 石药集团、华润三九、神威药业、振东制药、珍宝岛 

复脉定胶囊 1 方盛制药 

复方龙血竭胶囊 1 
 

脑栓康复胶囊 1 
 

消癥丸 1 
 

心速宁胶囊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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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胃消炎颗粒 4 大唐药业、步长制药、同仁堂 

猴头健胃灵片 1 
 

舒肝消积丸 1 佛慈制药 

健胃消食口服液 1 济川药业 

胃痞消颗粒 1 中国中药 

复方小活络丸 1 同仁堂 

祛风骨痛巴布膏 1 哈药股份 

威灵骨刺膏 1 
 

狼疮丸 2 
 

舒筋通络颗粒 1 神威药业 

补肾通淋颗粒 1 
 

舟车丸 3 同仁堂制药(非上市公司)、和黄药业、中新药业 

分清五淋丸 大于 5 家 同仁堂、白云山、天一生物 

黄莪胶囊 1 康恩贝 

龙金通淋胶囊 1 康恩贝 

双冬胶囊 1 
 

益肾化湿颗粒 1 康臣药业 

脂必妥片 2 永安药业 

脂必泰胶囊 1 
 

脂必妥胶囊 4 绿叶制药 

生肌八宝散 1 精华制药 

提毒散 大于 5 家 葵花药业、哈药股份、同仁堂 

通关藤注射液（消癌平注射液） 2 圣和药业、通化金马 

经前舒颗粒 1 
 

香附调经止痛丸 1 
 

化瘀散结灌肠液 1 
 

加味生化颗粒 1 中国中药 

妇可靖胶囊 1 
 

椿乳凝胶 1 千金药业 

妇必舒阴道泡腾片 1 康德药业 

复方熊胆滴眼液 1 普华制药 

止血祛瘀明目片 1 
 

冰连滴耳剂 1 科伦药业 

小儿鼻炎片 2 同仁堂科技 

苍耳子鼻炎滴丸 1 
 

小儿青翘颗粒（小儿金翘颗粒） 1 
 

八味锡类散 1 同仁堂 

甘桔清咽颗粒 1 
 

正骨紫金丸 1 
 

关节镇痛巴布膏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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恒古骨伤愈合剂 1 
 

全杜仲胶囊 1 
 

复方硫黄乳膏 大于 5 家 康恩贝 

蛇脂参黄软膏 1 太安堂 

银屑胶囊（颗粒） 大于 5 家 晶珠藏药、东诚药业 

郁金银屑片 4 
 

珊瑚七十味丸 1 
 

安神丸 大于 5 家 
 

六味明目丸 1 
 

扫日劳清肺止咳胶囊 1 
 

凉血十味散（片） 4 
 

消白软膏 1 
 

资料来源：中信建投证券研究发展部 

 

调出辅助用药和滥用药，医保支付结构调整加速，继续看好制药龙头公司 

    本次目录调整，调出 150 个品种，涉及药监取消文号、临床价值不高或者滥用明显的药品，其中国家辅助

用药目录中的 20 个品种全部调出国家医保目录，对部分仍在目录中的地方辅助用药、重点监控用药支付范围/

支付时间也增加了限制，体现医保支付调整结构的趋势。2019 版国家医保目录涉及上市公司的调出品种中，2018

年 PDB 销售额超 5 亿的有鼠神经生长因子（8.38 亿元）、依达拉奉（9.59 亿元）、长春西汀（6.05 亿元）、前列

地尔（12.89 亿元）、小牛血清去蛋白（5.79 亿元）、美洛西林舒巴坦（5.09 亿元）。我们认为，医保目录的调整

将加速药品结构调整，继续看好创新药、治疗用药，继续看好制药龙头公司，恒瑞医药、中国生物制药、君实

生物、信达生物。 

 

图表4： 2019 版国家医保目录涉及上市公司的调出品种 

药品名称 剂型 2018 年 PDB 销售额（亿元） 涉及上市公司 

鼠神经生长因子 注射剂 8.38 舒泰神、海特生物、未名医药、丽珠集团 

依达拉奉 注射剂 9.58 华润双鹤、健民制药 

长春西汀 口服常释剂型 0.19 东北制药 

长春西汀 注射剂 6.05 众生药业、华仁药业、亚宝药业 

果糖二磷酸钠 注射剂 0.20 上海医药、仟源医药、辰欣药业、华北制药、双鹭药业等多家 

小牛血清去蛋白 注射剂 5.79 复星医药 

前列地尔 注射剂 12.89 哈药集团、复星医药、亚宝药业、泰德制药等多家 

桂哌齐特 注射剂 3.91 海思科 

磺苄西林 注射剂 2.68 哈药集团、尔康制药、福安药业 

阿莫西林舒巴坦 注射剂 0.60 华北制药、联邦制药、贵州百灵 

美洛西林舒巴坦 注射剂 5.09 仟源医药、福安药业、复星医药 

地红霉素 口服常释剂型 0.14 九典制药、华润双鹤、康恩贝、石药集团、辰欣药业等多家 

资料来源：中信建投证券研究发展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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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5： 2019 版国家医保目录涉及上市公司调出中药品种 

药品名称 涉及公司数量 涉及上市公司 

感咳双清胶囊 1 康弘药业 

双黄连口服液 4 瑞格制药，太龙药业，哈药股份，福森药业 

清热解毒注射液 大于 5 家 辅仁药业、民康制药、康恩贝、康华药业 

澳泰乐片（胶囊、颗粒） 1 吉林敖东 

虫草菌发酵制剂 2 国药控股 

三七片（胶囊） 大于 5 家 同仁堂科技、哈药集团、修正药业、亚宝药业、以岭药业等 

荷叶丸 2 中新药业、同仁堂 

胃疼宁片 1 羚锐制药 

石龙清血颗粒 1 葵花药业 

泰脂安胶囊 1 华润三九 

脂康颗粒 1 天大药业 

生肌散 4 同仁堂 

得生丸 大于 5 家 葵花药业、同仁堂 

湿毒清片(胶囊） 3 康臣药业、仁和药业 

银黄注射液 大于 5 家 丽珠药业、华润三九、神威药业 

资料来源：中信建投证券研究发展部 

 

风险提示 

医保控费政策比预期严格，医保产品放量不及预期；企业产品销售不及预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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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级说明 

以上证指数或者深证综指的涨跌幅为基准。 

买入：未来 6 个月内相对超出市场表现 15％以上； 

增持：未来 6 个月内相对超出市场表现 5—15％； 

中性：未来 6 个月内相对市场表现在-5—5％之间； 

减持：未来 6 个月内相对弱于市场表现 5—15％； 

卖出：未来 6 个月内相对弱于市场表现 15％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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