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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数据  

[Table_BaseData] 股票家数 351 

行业总市值（亿元） 61,575.44 

流通市值（亿元） 59,931.89 

行业市盈率 TTM 25.5 

沪深 300市盈率 TTM 12.9 
 

 

相关研究  

[Table_Report]  1. 创新药周报-2022年 6月第四周

（6.20-6.26）  (2022-06-27) 

2. 医药行业周报（6.20-6.24）：辩证性看

待 Q2 业绩预期  (2022-06-26) 

3. 医疗创新器械-影像行业专题：核心三

问，窥影像设备技术兴替和投资机会  

(2022-06-24) 

4. 创新药周报-2022年 6月第三周

（6.13-6.19）  (2022-06-20) 

5. 医药行业 2022年中期策略：医药估值

回归，重点布局“穿越医保”、“疫情复

苏”、“供应链自主可控”三大主线  

(2022-06-19) 

6. 医药行业周报（6.13-6.17）：看好医药

反弹持续性行情  (2022-06-19) 
  

[Table_Summary]  事件：2022年 6月 25日，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等四部门发布《关于加强新时代

中医药人才工作意见》，《意见》聚焦中医药振兴发展重大需求，到 2025 年，

实现二级以上公立中医医院中医医师配置不低于本机构医师总数的 60%，全部

社区服务中心和乡镇卫生院设置中医馆、配置中医医师。 

 六个方面重点强调中医人才培养任务。《意见》提出 6 个方面的重点任务：一

是加快培养集聚中医药高层次人才。提出培养造就中医药领域战略科学家、培

育壮大领军人才队伍、促进青年人才脱颖而出、打造中医药人才发展高地 4个

方面的政策措施。二是夯实基层中医药人才队伍。提出扩大基层人才供给、推

动人才向基层流动、改善基层人才发展环境 3个方面的政策措施。三是大力推

进西医学习中医。提出完善西医学习中医制度、实施西医学习中医专项 2个方

面的政策措施。四是统筹推进中医药重点领域人才队伍建设。提出强化中药专

业技术人才培养、加强中医技师队伍建设、加快急需紧缺人才队伍建设、强化

中医药管理人才队伍建设 4个方面的政策措施。五是医教协同深化中医药教育

改革。提出改革中医药院校教育、完善中医药人才培养模式 2个方面的政策措

施。六是深化人才发展体制机制改革。提出拓宽中医医疗服务岗位、落实用人

自主权、加大薪酬激励力度、完善人才评价体系、健全表彰奖励机制 5个方面

的政策措施。 

 重点夯实基层中医药人才队伍。一是扩大基层人才供给。持续开展全国基层名

老中医药专家传承工作室建设，到 2025 年，为每个二级以上县级中医医疗机

构建立 1—2 个传承工作室，培养一批基层人才。二是推动人才向基层流动。

中医医师晋升副高级职称应当有累计 1年以上县级以下或对口支援的医疗机构

提供服务的经历。到 2025年，社区卫生服务站至少配备 1名中医类别医师或

能够提供中医药服务的临床类别医师，80%以上的村卫生室至少配备 1名能够

提供中医药服务的医务人员。三是改善基层人才发展环境。 

 投资建议：中药板块业绩分化明显，在“政策边际利好+提价+低库存+混改”

背景下，重点看好医保免疫的中药消费品同仁堂、云南白药、片仔癀、寿仙谷、

马应龙、东阿阿胶、广誉远等；中药(基药)独家品种太极集团、华润三九、达

仁堂、以岭药业、佐力药业、济川药业、福瑞股份、众生药业等；此外，关注

中药创新药以岭药业、康缘药业等，中药配方颗粒关注华润三九、中国中药等；

中药材业务关注珍宝岛等；关注中医医疗服务如固生堂等。 

 风险提示：提价不达预期；混改不达预期；业绩不达预期；政策超预期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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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师承诺 

本报告署名分析师具有中国证券业协会授予的证券投资咨询执业资格并注册为证券分析师，报告所采用的数据均

来自合法合规渠道，分析逻辑基于分析师的职业理解，通过合理判断得出结论，独立、客观地出具本报告。分析师承

诺不曾因，不因，也将不会因本报告中的具体推荐意见或观点而直接或间接获取任何形式的补偿。  

 

投资评级说明 
 

公司评级  

买入：未来 6 个月内，个股相对沪深 300 指数涨幅在 20%以上 

持有：未来 6 个月内，个股相对沪深 300 指数涨幅介于 10%与 20%之间 

中性：未来 6 个月内，个股相对沪深 300 指数涨幅介于-10%与 10%之间 

回避：未来 6 个月内，个股相对沪深 300 指数涨幅介于-20%与-10%之间 

卖出：未来 6 个月内，个股相对沪深 300 指数涨幅在-20%以下 

行业评级  

强于大市：未来 6 个月内，行业整体回报高于沪深 300 指数 5%以上 

跟随大市：未来 6 个月内，行业整体回报介于沪深 300 指数-5%与 5%之间 

弱于大市：未来 6 个月内，行业整体回报低于沪深 300 指数-5%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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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具有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核准的证券投资咨询业务资格。  

本公司与作者在自身所知情范围内，与本报告中所评价或推荐的证券不存在法律法规要求披露或采取限制、静默

措施的利益冲突。 

《证券期货投资者适当性管理办法》于 2017 年 7 月 1 日起正式实施，本报告仅供本公司客户中的专业投资者使

用，若您并非本公司客户中的专业投资者，为控制投资风险，请取消接收、订阅或使用本报告中的任何信息。本公司

也不会因接收人收到、阅读或关注自媒体推送本报告中的内容而视其为客户。本公司或关联机构可能会持有报告中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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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告中的信息均来源于公开资料，本公司对这些信息的准确性、完整性或可靠性不作任何保证。本报告所载的

资料、意见及推测仅反映本公司于发布本报告当日的判断，本报告所指的证券或投资标的的价格、价值及投资收入可

升可跌，过往表现不应作为日后的表现依据。在不同时期，本公司可发出与本报告所载资料、意见及推测不一致的报

告，本公司不保证本报告所含信息保持在最新状态。同时，本公司对本报告所含信息可在不发出通知的情形下做出修

改，投资者应当自行关注相应的更新或修改。  

本报告仅供参考之用，不构成出售或购买证券或其他投资标的要约或邀请。在任何情况下，本报告中的信息和意

见均不构成对任何个人的投资建议。投资者应结合自己的投资目标和财务状况自行判断是否采用本报告所载内容和信

息并自行承担风险，本公司及雇员对投资者使用本报告及其内容而造成的一切后果不承担任何法律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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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陆家嘴东路 166 号中国保险大厦 20 楼 

邮编：200120 

北京 

地址：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 35 号国际企业大厦 A 座 8 楼 

邮编：100033 

深圳 

地址：深圳市福田区深南大道 6023 号创建大厦 4 楼 

邮编：518040 

重庆 

地址：重庆市江北区金沙门路 32 号西南证券总部大楼 

邮编：400025 

 

西南证券机构销售团队 

[Table_SalesPerson] 区域  姓名  职务  座机  手机  邮箱  

上海  

蒋诗烽 
总经理助理 

销售总监 
021-68415309 18621310081 jsf@swsc.com.cn 

崔露文 高级销售经理 15642960315 15642960315 clw@swsc.com.cn 

黄滢 高级销售经理 18818215593 18818215593 hying@swsc.com.cn 

王昕宇 高级销售经理 17751018376 17751018376 wangxy@swsc.com.cn 

陈慧琳 销售经理 18523487775 18523487775 chhl@swsc.com.cn 

薛世宇 销售经理 18502146429 18502146429 xsy@swsc.com.cn 

北京  

李杨 销售总监 18601139362 18601139362 yfly@swsc.com.cn 

张岚 销售副总监 18601241803 18601241803 zhanglan@swsc.com.cn 

杜小双 高级销售经理 18810922935 18810922935 dxsyf@swsc.com.cn 

王兴 销售经理 13167383522 13167383522 wxing@swsc.com.cn 

来趣儿 销售经理 15609289380 15609289380 lqe@swsc.com.cn 

王宇飞 销售经理 18500981866 18500981866 wangyuf@swsc.com 

广深  

郑龑 
广州销售负责人 

销售经理 
18825189744 18825189744 zhengyan@swsc.com.cn 

陈慧玲 销售经理 18500709330 18500709330 chl@swsc.com.cn 

杨新意 销售经理 17628609919 17628609919 yxy@swsc.com.cn 

张文锋 销售经理 13642639789 13642639789 zwf@swsc.com.c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