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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观点 

[Table_Summary]  

⚫ 医药周观点：第五轮集采即将启动，政策免疫赛道仍是优选。 

4 月 15 日，国家组织药品联合采购办公室（简称“联采办”）下发通

知至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医疗保障局，要求各

地报送第五批国家组织药品集中采购品种范围相关采购数据。本轮集

采共包含 60 个品种 207 个品规，其中注射剂 30 个品种，占比达半数，

本次集采是规模最大、产品数量最多的一次。 

我们的判断：1、预计平均降价幅度与前四轮相当，从前四轮集采平

均降价幅度看，分别为 52%、59%、53%和 52%，我们预计第五轮集

采平均降幅也将于前四轮相当。2、集采常态化已经显现，从 1 年 1

次提升到 1 年 2 次的频率将成为新常态。2021 年 2 月已经完成第四轮

集采，随之第五轮集采开始报量，预计下半年完成集采竞标。3、集

采品种方面将进一步扩围。从前四轮口服制剂为主，过度到第五轮注

射剂品种为集采主力，未来集采将纳入更多注射剂品种；胰岛素、生

物类似药和中成药等在时机成熟时，也将陆续纳入集采范围。 

我们强调在集采常态化下，更加聚焦政策免疫、大创新和器械（非高

值耗材）赛道。政策免疫优先推荐血制、疫苗等生物制品细分行业，

行业共同特点是进入门槛极高，玩家较少，竞争环境友好；大创新建

议战略性看好医药创新产业链，一是服务创新研发/生产的 CXO 行业，

二是创新研发的实践者——创新药企；自主器械政策释放配置需求，

聚焦平台性龙头和细分优势公司政策免疫赛道仍是优选。。 

⚫ 市场回顾：本周生物医药板块有所回调，周涨幅排全部 SW 一级行业

第 21 位；今年以来，医药生物下跌 2.69%，跑赢沪深 300 指数 0.69

个百分点，排全部 SW 一级行业第十八位。 

细分行业方面，本周医药生物子版块涨跌互现，医疗器械、化学原料

药和中药有所涨幅，医疗服务下跌幅度最大。今年以来，化学原料药

和中药表现最优，年初至今分别上涨 7.74%和 1.72%；化学制剂是表

现最弱的子行业，下跌 10.06%。化学制剂和生物制品（下跌 2.91%）

跑输医药生物（SW）行业指数。 

个股表现方面，上周涨幅排名前五的个股为：葫芦娃（36.84%）、览

海医疗（26.26%）、山大华特（22.40%）、康芝药业（19.29%）和海南

海药（17.04%）。跌幅排名前五的个股为：美年健康（-23.55%）、华

海药业（-21.09%）、天宇股份（-14.75%）、爱朋医疗（-11.28%）和哈

三联（-11.04%）。 

 

⚫ 估值：本周估值呈现回调趋势，截止周五（4 月 9 日），医药生物（SW）

全行业 PE（TTM）42.60 倍，PB（LF）4.78 倍。 

 

⚫ 风险提示：医药政策风险；降价超预期；系统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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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周观点：第五轮集采即将启动，政策免疫赛道仍是优选 

4 月 15 日，国家组织药品联合采购办公室（简称“联采办”）下发通知至各省、自

治区、直辖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医疗保障局，要求各地报送第五批国家组织药品集中

采购品种范围相关采购数据。 

本轮集采共包含 60 个品种 207 个品规，其中注射剂 30 个品种，占比达半数，本次

集采是规模最大、产品数量最多的一次。药品涉及疾病领域包括肿瘤化疗药物、消化制

剂、抗生素、呼吸、吸入制剂、造影剂、糖尿病药物、辅助用药、眼科相关用药、抗病

毒用药等；抗生素在这批名单中所占比重较高，涉及 30 个品规，其中包括阿奇霉素、

头孢呋辛、头孢曲松、头孢他啶等；肿瘤药方面有吉西他滨、紫杉醇、奥沙利铂、多西

他赛等；糖尿病药物沙格列汀、抗凝药利伐沙班；消化领域上埃索美拉唑(艾司奥美拉

唑)等。本次集采品种未涉及胰岛素、生物类似药和中成药。  

表 1 我国历次药品集采情况一览 

  药品首轮 药品第二轮 药品第三轮 药品第四轮 药品第五轮 

时间 2018 年 11 月 2019 年 11 月 2020 年 8 月 2021 年 2 月 2021 年下半年 

组织机构 国家卫健委 国家医保局 国家医保局 国家医保局 国家医保局 

大类 药品 药品 药品 药品 药品 

品种 31 个通用名药物、42

个品规、37 家药企 

33 个通用名药物、

100+企业 

56 个通用名药物，354

个产品、194 家企业 

45 个通用名药物、215

个品种、152 家企业 

60 个通用名药物、

207 个品种 

区域 4+7 城市：北京、天津、

上海、重庆和沈阳、大

连、厦门、广州、深圳、

成都、西安 

全国 31 个省级地区 全国 31 个省级地区 全国 31 个省级地区 全国 31 个省级地

区 

 

 

 

 

 

 

中标规则 

2 家议价、3 家竞价，

价低者独家中标 

多家中标（最多 6

家），约定采购量

与集采周期与中标

企业数量挂钩 

1 家谈判、2 家议价、

3-7 家 n-1 入围，7 家

以上保留 6 家。 

1 家谈判、2 家议价、

3-7 家 n-1 入围，7 家

以上保留 6 家。 

NA 

独享 4+7 城市市场 价格调控 1.8 倍机

制；按中标价低高

依次选择 1 个中标

区域，轮次直至选

完。 

价格调控1.8倍机制；

低价药企优先选择

2-3 省，价格低高依

次选择，轮次直至选

完。 

价格调控 1.8 倍机制；

低价药企优先选择

2-3 省，价格低高依次

选择，轮次直至选完。 

NA 

独家中标，60%量 1 家 50%，2 家 60%，

3 家 70%，4 家以上

80%；中标有效期 1

家 1 年，2-3 家为 2

年,4 家以上 3 年。 

1 家 50%，2家 60%，3

家 70%，4-6家 80%；

中标有效期 1家 1年，

2-6 家为 2 年。 

1 家 50%，2 家 60%，3

家 70%，4-6家 80%；

中标有效期 1 家 1 年，

2-6 家为 2 年。 

NA 

集采成果 25 个品种中选，平均降

幅 52% 

25 个品种中选，相

对联盟地区采购最

低价平均降幅

59%，相对“4+7”试

点基础降幅 25% 

拟中标55个通用名品

种，共 191 个产品，

企业 125 家，平均降

幅 53%，最高降幅
95% 

118家药企拟中选产品

数 158 个，平均降幅
52% 

NA 

谈判成功率 80.6% 75.6% 54% 73% NA 

备注 首轮试点 扩“围”不扩“品” 扩“围”又扩“品” 全国，扩品 全国，扩品 

资料来源：国家卫健委，国家医保局，首创证券 

预计过评企业数量较多的品种竞价激烈。根据前四轮集采投标及中标情况，过评企

业数量越多，竞价相对激烈。第四轮集采降价幅度最大的的注射用帕瑞昔布，共有 17

家过评企业参与报价，中标 10 家，其中峨眉山通惠药业中标价为 2.98 元/支，降幅达

96.82%。据 E 药经理人统计，本轮 60 个品种，其中 3 家企业过评的品种有 37 个， 4

家过评的品种 8 个，5 家过评的产品 8 个（注射用头孢曲松钠、注射用头孢他啶等），6

家过评的产品 5 个（左氧氟沙星氯化钠注射液等），各有 1 个品种过评厂家达到 9 家（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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射用艾司奥美拉唑钠）和 13 家（利伐沙班片）。 

图 1 第五轮集采 60 个品种过评企业数量统计一览 

 
资料来源：E药经理人、首创证券 

第五轮集采注射剂品种成为集采主力对象。相对于第四轮主要以口服制剂为主（注

射剂品种 8 个，占比 18%），第五轮集采注射剂型品种占比达半数（30 个，占比 50%），

其中以抗生素类占比较高，包括头孢呋辛、头孢曲松、头孢他啶、头孢唑林、阿奇霉素

等。我们认为，随着注射剂过评品种的丰富，未来越来越多注射剂品种进入集采视野。 

我们的判断： 

1、预计平均降价幅度与前四轮相当，从前四轮集采平均降价幅度看，分别为 52%、

59%、53%和 52%，我们预计第五轮集采平均降幅也将于前四轮相当，在 52%左右。 

2、集采常态化已经显现，从 1 年 1 次提升到 1 年 2 次的频率将成为新常态。2021

年 2 月已经完成第四轮集采，随之第五轮集采开始报量，预计下半年完成集采竞标。 

3、集采品种方面将进一步扩围。从前四轮口服制剂为主，过度到第五轮注射剂品

种为集采主力，未来集采将纳入更多注射剂品种；胰岛素、生物类似药和中成药等在时

机成熟时，也将陆续纳入集采范围。 

我们认为：在集采常态化下，仿制药等普药类价格随着后续集采螺旋下降是趋势，

仿制药一般为上市多年的品种（首仿除外），临床用药量较为稳定，因此总量上增长相

对缓慢，集采价格平均降幅超过 50%，中标品种单药市场规模难以避免大幅下滑。仿制

药企参与集采最终目的在于降价获得更多存量市场，以量补价。集采促进存量竞争，市

场再分配，一是通过一致性评价质量优胜劣汰，二是借助集采市场重新分配，销售能力

不再重要，成本控制成为影响利润重要因素。 

我们强调在集采常态化下，更加聚焦政策免疫、大创新和器械（非高值耗材）赛道。

政策免疫优先推荐血制、疫苗等生物制品细分行业，行业共同特点是进入门槛极高，玩

家较少，竞争环境友好；大创新建议战略性看好医药创新产业链，一是服务创新研发/

生产的 CXO 行业，二是创新研发的实践者——创新药企；自主器械政策释放配置需求，

聚焦平台性龙头和细分优势公司政策免疫赛道仍是优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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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市场回顾：医药生物上周有所回调 

2.1 整体：涨少跌多，医药生物板块回调 

上证指数全周（2021.04.12-2021.04.16）下跌 0.70%，收于 3,426.62 点。28 个 SW

一级行业指数中，汽车、采掘和食品饮料涨幅排名前三，分别上涨 2.09%、1.53%和 1.48%；

休闲服务、银行、公用事业位居跌幅前三，分别下跌 4.26%、2.47%和 2.25%。生物医药

板块有所回调，下跌 1.71%，周涨幅位居 SW 一级行业指数中第 23 位。 

2021 年以来，医药生物下跌 4.35%，跑赢沪深 300 指数 0.35 个百分点，排全部

SW 一级行业第十八位。 

图 2 SW 一级行业指数一周市场表现（2021.04.12-2021.04.16） 

 
资料来源：Wind，首创证券 

2.2 医药二级子行业：大部分板块有所回调 

本周医药生物回调明显，除生物制品板块小幅上涨（上涨 0.57%），其他各个二级

子版块均有所下跌。本周医药生物细分子行业中化学制剂和医药商业跌幅较大，分别下

跌 4.51%和 3.15%；化学制剂、医药商业、医疗服务（下跌 2.38%）和化学原料药（下

跌 1.75%）跑输医药生物（SW）行业指数。 

2021 年以来，化学原料药表现最优，年初至今上涨 5.85%；其次是中药，上涨 1.26%；

化学制剂是表现最弱的子行业，下跌 14.12%。化学制剂、医药商业（下跌 5.09%）跑输

医药生物（SW）行业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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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医药生物行业一周市场表现（2021.04.12-2021.04.16）  图 4 今年以来医药生物子行业涨跌幅 

 

 

 

资料来源：Wind，首创证券  资料来源：Wind，首创证券 

2.3 个股涨跌幅榜 

个股表现来看，上周涨幅排名前五的个股为：热景生物（132.50%）、东方生物

（41.92%）、明德生物（28.45%）、硕世生物（20.40%）和沃森生物（17.25%）。跌幅排

名前五的个股为：康弘药业（-31.43%）、康德莱（-17.35%）、英科医疗（-15.64%）、大

参林（-15.40%）和康希诺-U（-14.83%）。        

表 2 医药生物单周涨跌幅榜前十个股 

本周涨幅前十名 本周跌幅前十名 

代码 名称 周涨跌幅 代码 名称 周涨跌幅 

688068.SH 热景生物 132.50% 002773.SZ 康弘药业 -31.43% 

688298.SH 东方生物 41.92% 603987.SH 康德莱 -17.35% 

002932.SZ 明德生物 28.45% 300677.SZ 英科医疗 -15.64% 

688399.SH 硕世生物 20.40% 603233.SH 大参林 -15.40% 

300142.SZ 沃森生物 17.25% 688185.SH 康希诺-U -14.83% 

000963.SZ 华东医药 16.84% 600896.SH 览海医疗 -14.10% 

600200.SH 江苏吴中 14.90% 300199.SZ 翰宇药业 -13.72% 

603520.SH 司太立 14.17% 000710.SZ 贝瑞基因 -12.60% 

002524.SZ 光正眼科 13.97% 600276.SH 恒瑞医药 -11.60% 

000919.SZ 金陵药业 13.92% 605199.SH 葫芦娃 -11.40% 

资料来源：Wind，首创证券 

 

2.4 重点跟踪公司公告 

表 3 本周重点跟踪公司公告 

名称 公告日期 内容 

君实生物 2021/04/12 公司发布公告，公司收到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核准签发的《药品注册证书》，特瑞普利单抗用于含

铂化疗失败包括新辅助或辅助化疗 12 个月内进展的局部晚期或转移性尿路上皮癌的治疗的新适

应症上市申请获得附条件批准。尿路上皮癌是常见的一种膀胱癌，占所有膀胱癌病例的 90%以上。

作为中国十大常见癌种之一，尿路上皮癌易转移、易复发、治疗手段有限，成为我国重要疾病 

负担之一，并严重威胁患者的生存时间和生活质量。本次新适应症的获批基于由北京大学肿瘤医

院郭军教授和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仁济医院黄翼然教授共同牵头的 POLARIS-03 研究，数据

显示，特瑞普利单抗在总体人群及各亚组中均显示了明确的抗肿瘤活性及持续的有效性。整体人

群 ORR 为 27.2%，其中 PD-L1 阳性人群的 ORR 为 42.2%，PD-L1 阴性人群的 ORR 为 18.8%。因

此，不论 PD-L1 表达状况如何，晚期尿路上皮癌患者均可获益。另外，特瑞普利单抗的安全性及



 
行业简评报告  证券研究报告 

 

 

 请务必仔细阅读本报告最后部分的重要法律声明                               6 

耐受性与先前研究结果一致。 

康宁杰瑞 2021/04/12 公司发布公告， 以电子海报形式展示的 KN046（一种重组人源化 PD-L1/CTLA-4 双特异性抗体）

联合白蛋白紫杉醇对转移性 TNBC 患者的初步安全性、耐受性及疗效结果已于 2021 年美国癌症

研究协会年会上发布。研究显示，KN046 联合白蛋白紫杉醇组合安全耐受，在晚期 TNBC 患者的

一线治疗中显示出令人鼓舞的抗肿瘤活性、持续的肿瘤应答。在所有可评价患者中，DCR 高达

96.0%。在 PD-L1 阳性患者中，中位 PFS 高达 13.8 个月。这些优异的结果显示 KN046 联合白蛋

白紫杉醇组合疗法具有同类最佳的潜质，可以为转移性 TNBC 患者提供新的治疗选择。 

健帆生物 2021/04/13 公司发布 2021 年第一季度报告，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57,890.14 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

52.79%；归属于股东的净利润为 28,330.59 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 53.62%，归属于股东的扣非后

净利润为 27,378.05 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 45.07%；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3,472.01 万元，

较上年同期增长 56.94%。 

科伦药业 2021/04/13 公司发布公告，于近日获得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核准签发的化学药品“富马酸丙酚替诺福韦片”

的《药品注册证书》。 丙酚替诺福韦为富马酸替诺福韦二吡呋酯（TDF）的前药，为强效抗病毒

药物，因血浆稳定性更高，能更有效地靶向至肝细胞，25mg 剂量的 TAF 治疗慢性乙型肝炎的疗

效即与 300mg 剂量的 TDF 相当，且具有更好的骨骼和肾脏安全性。目前已被美国 AASLD《慢性

乙型肝炎预防、诊断和治疗（2018 年）》、中华医学会《慢性乙型肝炎基层诊疗指南（2020 年）》、

《慢性乙型肝炎防治指南（2019 年版）》等国内外权威指南和专家共识推荐作为慢性乙型肝炎的

一线药物。本次公司富马酸丙酚替诺福韦片获批，将为中国乙肝患者提供更多更好的用药选择，

同时将进一步完善公司的肝病产品管线。 

美年健康 2021/04/13 公司发布 2020 年年度报告与 2021 年第一季度业绩预告。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78.15 亿

元，同比下降 8.33%;归母净利润为 5.54 亿元，同比增长 163.93%；经营活动产生的净现金流为 9.73

亿元，同比下降 22.73%。公司是目前全国最大的健康体检连锁企业，旗下有“美年大健康”、“慈

铭”、“奥亚”、“美兆”四大品牌，以满足市场上不同层次、不同人群的个体化需求。截至 2020

年底，公司旗下体检中心数量为 605 家，其中控股体检中心 266 家，参股体检中心 339 家，已覆

盖除港澳台外的 31 个省市自治区的 308 个城市。预计 2021 年第一季度归母净利润亏损 38,000 万

元-43,000 万元，比上年同期下降：28.16%-36.51% ，基本每股收益亏损：0.10 元/股-0.11 元/股。

第一季度由于受春节假期影响及客户消费习惯等原因，是健康体检行业的传统淡季，加之疫情的

不稳定，公司体检业务也受到一定的影响。在疫情不明朗的情况下，公司加强统一管理，充分发

挥全国体检中心协同优势，通过各种举措加强单个体检中心运营效率，持续提升服务能力，稳定

经营业务；以客户为中心，持续提升公司医疗品质，夯实医疗基础，逐步走出疫情的影响。 

艾德生物 2021/04/13 公司发布 2020 年年度报告，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7.28 亿元，同比增长 25.94%；归母净

利润 1.80 亿元，同比增长 33.11%；扣非净利润为 1.47 亿元，同比增长 25.69%；经营活动产生的

净现金流为 2.21 亿元，同比增长 45.65%。报告期内，尽管受到新冠疫情的不利影响，公司聚焦

主业，以临床需求、患者受益为导向，持续研发创新，稳步推进国际化战略，采取多项举措保障

研发、生产、销售、服务等各项经营工作的有序开展，在产品研发和市场开拓中取得显著的成绩，

SDC2、PD-L1、PCR-11 基因、MSI、Classic panel、HRD、Master panel 等新产品陆续推出，与阿

斯利康、辉瑞、礼来、卫材、强生、安进、默克、恒瑞、百济、海和、广生堂等国内外众多药企

持续推进伴随诊断与市场推广合作，从核心市场到下沉市场，从国内“大循环”到践行“一带一

路”国策，公司始终坚持“知而治之、艾德相伴”的经营宗旨，为实现“让肿瘤患者从精准医疗

中真正获益”的企业愿景而努力。 

普利制药 2021/04/13 公司 2021 年第一季度业绩预告，预计第一季度归母净利润盈利 10,410.52 万元-12,012.14 万元，

比上年同期上升 30%-50%。2021 年第一季度公司继续加强国内与国际市场开拓和管理，公司一季

度营业收入较去年同期稳步增长，经营业绩实现稳步提升。 

康希诺 2021/04/14 公司发布公告，公司研发的 13 价肺炎球菌多糖结合疫苗（CRM197，TT 载体）已完成Ⅲ期临床

试验准备工作，正式进入Ⅲ期临床试验。公司的 PCV13i 采用多糖抗原与蛋白载体共价结合的方

式，多糖抗原连接载体蛋白后，多糖可以转化为 T 细胞依赖性抗原，不仅可以在 2 岁以下婴幼儿

体内诱导出很高的特异性抗体水平，还可以产生记忆性 B 细胞，产生免疫记忆。同时，公司采用

双载体技术，可减少与其他疫苗共注射时对免疫原性造成的免疫抑制。在生产工艺上，公司采用

了更加安全的生产工艺，发酵培养基采用无动物来源培养基，降低了动物源生物因子造成的风险，

且避免了传统纯化工艺采用苯酚方法带来的毒性残留。 

甘李药业 2021/04/15 公司 2020 年年度报告，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33.62 亿元，同比增长 16.12%；归母净利

润为 12.31 亿元，同比增长 5.43%；扣非净利润为 12.05 亿元，同比增长 9.05%；经营活动产生的

净现金流为 12.41 亿元，同比增长 7.23%。 2020 年，是挑战与机遇并存的一年，在新冠疫情的冲

击下以及带量采购的扩围下，政府也陆续出台鼓励医药创新发展的一系列政策，推动医药企业积

极布局创新药，促使整个行业优化发展。面对政策环境和市场环境的新变化，甘李药业董事会、

管理层积极拥抱医药体制变革，快速适应政策调整，进一步明确公司发展战略目标，提高公司自

主创新能力，丰富公司产品研发管线，准确把握新品上市的契机，同时继续加大国际化战略的实

施力度，积极拓展海外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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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伦药业 2021/04/15 公司 2020 年度业绩快报与 2021 年第一季度业绩预告。2020 年，公司实现营业总收入 164.64 亿元，

同比下降 6.65%；实现归母净利润 8.29 亿元，同比下降 11.57%。经营业绩变动主要原因为：2020

年上半年受新型冠状病毒疫情影响，医疗机构非疫情科室未正常开展诊疗工作，导致输液、非输

液制剂产品销量下降，下半年销售量逐步恢复；公司持续大力推进“创新驱动”战略，研发费用

同比增加；受疫情影响，公司投资收益减少；公司仿制药持续放量，营业收入和利润同比增加；

伊犁川宁产品价格恢复性上涨及销量增加，利润同比增加。2021 年第一季度预计归母净利润盈利

16,000 万元-20,000 万元，同比增长 630.95%-813.69%。业绩变动的主要原因为：2020 年一季度受

疫情影响，产品终端使用量大幅减少，随着国内疫情不断好转，2021 年一季度产销量基本恢复，

公司输液、非输液制剂及新产品销量同比增长；伊犁川宁产品受市场环境影响，价格恢复性上涨，

利润同比增加；公司持续加大创新投入，研发费用较同期增加。 

国际医学 2021/04/15 公司发布 2020 年度业绩快报与 2021 年第一季度业绩预告。2020 年度公司实现营业总收入

161,317.87 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 62.79%；营业利润 1,278.09 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 103.37%；

利润总额 1,226.29 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 103.19%；归母净利润 5,144.27 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

112.74%；基本每股收益 0.03 元，较上年同期增长 112.70%。公司 2021 年第一季度营业收入预计

为 6.25 亿元-6.35 亿元，归母净利润预计亏损 1.78 亿元-1.88 亿元。公司 2021 年第一季度业绩亏

损主要原因是：西安国际医学中心医院全面投入运营后，公司 2021 年第一季度营业收入较上年同

期有较大增长，但因其床位使用量仍处于提升阶段，运营成本、期间费用相较于营业收入依然处

于较高水平；公司持有的交易性金融资产本报告期内公允价值变动收益对公司净利润影响约为

-7,360 万元。 

贝瑞基因 2021/04/15 公司发布 2020 年度业绩快报与 2021 年第一季度业绩预告。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154,038.57 万元，较上年同期减少 4.78%；归母净利润 21,066.52 万元，较上年同期下降 46.07%。

影响经营业绩的主要因素为：国家基础科学研究政策向好，惠及科研服务领域，公司凭借平台优

势及品牌竞争力享受到政策红利带来的市场机会，驱动利润增长；公司在基因检测行业的市场先

发优势使公司率先占领基因检测服务赛道，不断拓展渠道及产品创新，确保业绩增长；公司服务

模式逐渐向产品模式转化，客户粘性不断增强，规模效应日渐显著，驱动业绩增长；随着出生人

口下降及基因检测渗透率的不断提升，占医学产品及服务较大的 NIPT 检测数量增速放缓，且检

测单价下降，导致业绩下降；受新冠疫情持续性影响，公司医学产品及服务收入增速下降，同时，

各项防疫成本大幅上升，导致业绩下降。预计第一季度归母净利润盈利 2,000 万元-3,000 万元，

同比下降-52%；扣非净利润盈利 2,000 万元-3,000 万元，同比下降-51%。业绩变动的主要原因为：

业后疫情阶段医院诊疗人数恢复较慢，占公司营业收入较大的医学产品及服务有待恢复，导致公

司整体营业收入减少。出生人口数量持续下降背景下，占公司医学产品及服务较大的 NIPT 检测

数量增速放缓，且检测价格下降，导致公司整体营业毛利率降低；本报告期，公司优化销售体系、

增加研发投入，不断丰富业务储备。公司激励团队，持续推进基因测序技术在临床应用的转化，

聚焦主业、践行战略，实现公司业绩持续增长。 

东阿阿胶 2021/04/15 公司发布 2021 年第一季度业绩预告，预计归母净利润盈利 5548 万元-7213 万元，同比增长

166%-186%。业绩变动的主要原因为：公司坚持以消费者为中心，专注顾客运营，加速数字化转

型，建立新增长逻辑；逐步提升组织能力，稳步推进技术创新、产品创新、营销创新和品牌焕新，

为消费者健康持续创造价值；未来，公司聚焦顾客增长与保留，实现拓增量、筑品牌，巩固核心

产品市场领导地位，促进市场良性增长；同时，巩固中式滋补健康引领者地位，释放品牌生产力，

向消费者提供方便、年轻、时尚的产品体验和服务。 

微芯生物 2021/04/16 公司发布公告，近日收到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签发的《药物临床试验批准通知书》，同意公司看展

一项西奥罗尼联合紫杉醇周疗治疗铂难治或铂耐药复发卵巢癌患者的随机、双盲、对照、多中心

III 期临床试验。西奥罗尼是公司自主设计和研发的具有全球专利保护的新化学结构体，属于多靶

点多通路选择性激酶抑制剂。属于小分子抗肿瘤原创新药，可选择性抑制 Aurora B、CSF1R 和

VEGFR/PDGFR/c-Kit 等多个激酶靶点。西奥罗尼通过抑制肿瘤细胞有丝分裂、抑制肿瘤血管生成

和调节肿瘤免疫微环境的三种活性机制，实现多通路机制的抗肿瘤药效，从而发挥综合抗肿瘤作

用，具有相对同类机制药物更优异的动物药效活性和良好的安全性。 

丽珠集团 2021/04/16 公司发布公告，近日公司控股附属公司珠海市丽珠单抗生物技术有限公司收到国家药品监督管理

局签发的《药品注册证书》，关于注射用重组人绒促性素获批上市。注射用重组人绒促性素是丽珠

单抗按照生物类似药研发的治疗用生物制品。适用于：接受辅助生殖技术如体外受精（IVF）之

前进行超促排卵的女性：注射本品用于刺激卵泡生长后触发卵泡的最终成熟和黄体化；无排卵或

稀发排卵女性：注射本品用于刺激卵泡生长后触发排卵及黄体化。目前，全球仅有默克雪兰诺的

重组人绒促性素药物上市销售。根据 CDE 审评中心网站显示，截至本公告日，国内仅本公司取得

该品种生产批件，未见其他厂家注册申报临床及生产。 

美迪西 2021/04/16 公司发布 2020 年年度报告，公司 2020 年度实现营业收入 66,595.59 万元，同比增长 48.19%；归

母净利润、扣非净利润同比增长分别为 94.35%、111.39%；报告期内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

额为 20,777.09 万元，同比增长 256.39%。2020 年初疫情暴发以来，公司在抗击新冠疫情的同时，

抓住医药健康行业快速发展的机遇与国内外制药和生物医药研发企业进一步加强合作深度，扩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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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范围。客户和市场对公司研发服务能力的认可度持续提升，2020 年度公司新签订单 13.07 亿

元，新签订单增长率达 112.04%。充足的订单为业绩增长提供保障。同时公司持续增强拓宽研发

服务能力，为业绩增长提供驱动力。报告期公司订单结构和业务结构持续优化，充足的订单储备

促进产能利用率和人员效率进一步提升，公司在有序推进新实验室的建设和投入使用的同时，通

过改善和优化管理流程，提高了实验室和设备利用率，规模化效应逐步体现。2020 年研发人员人

均产值稳步提升，年人均产值 56.03 万元，同比提高 10.01%；年度主营业务毛利率为 41.05%，较

上年同期增长 5.10 个百分点，2020 年度净利率为 20.15%，较上年同期净利率 15.25%增加 4.90 个

百分点。公司经营活动现金流的增长主要系各业务板块实现强劲增长同时回款良好所致。 

通化东宝 2021/04/16 公司发布 2020 年年度报告，2020 年实现营业收入 289,216.92 万元，同比增长 4.14%；实现利润

总额 110,812.72 万元，同比增长 16.34%；实现归母净利润 92,991.60 万元，同比增长 14.63%；。

2020 年，公司认真贯彻落实董事会制定的发展目标，积极应对医药行业的政策变化，不断深化营

销网络，抓好重点品种重组人胰岛素（注册商标：甘舒霖）、甘精胰岛素（注册商标：长舒霖）的

销售工作，靠深耕基层市场，加强学术推广等营销模式，提升企业品牌和树立产品形象，使销售

收入稳定增长，保持了企业健康稳定的发展态势。 

凯莱英 2021/04/16 公司发布 2020 年年度报告，公司实现营业总收入 31.50 亿元，同比增长 28.04%；归母净利润 7.22

亿元，同比增长 30.37%；扣非净利润 6.44 亿元，同比增长 31.79%；经营活动产生的净现金流为

5.69 亿元，同比下降 5.26%。报告期内，公司共计完成 686 个项目，其中商业化阶段项目 32 个，

临床阶段项目 241 个（其中临床Ⅲ期 42 个），技术服务项目 413 个，后期项目和商业化项目逐渐

增多，为公司收入持续增长奠定基础。2020 年，公司面对突如其来的 COVID-19（新型冠状病毒

肺炎）疫情，快速启动应急响应，克服多重困难，迅速削减短期不利搅动因素，保证员工的健康

安全和公司的稳健运营：第一时间与客户进行远程沟通，协调项目的正常进度，在政府防疫政策

引导下科学有序地组织复工复产，使生产计划与研发进程迅速回归正常；充分彰显医药企业的社

会责任，通过高标准的质量管理体系与供应链管理，确保已商业化药物和在研药物的稳定供货，

保证了终端市场的稳定供应以及新药研发工作的正常开展；针对疫情形势变化，及时调整防控策

略、销售方案与排产计划，在健全常态化防控机制的同时持续创造单月产值佳绩，产能利用率和

经营效率进一步提升至较高水平，并通过内生战略布局与外延强化发展持续提升一站式综合服务

能力。 

东岳集团 2021/04/16 公司发布 2020 年年报，报告期内，公司获得营业收入 100.44 亿元，同比减少 22.49%，毛利率减

少至 22.35%，利润率为 11.04%，归母净利润为 7.72 亿元。2020 年，公司研发支出 5.9 亿元，同

比增长 79.34%；年内，公司共推出新牌号产品 60 余个，申请专利 98 项，获授权 31 项，公司资

本性支出共 19.00 亿元，同比增长 39.13%，主要用于项目的投资与建设。未来，公司将从加快项

目建设及投产、实施研发创新计划、加大市场营销力度、做好资本运作、进一步加强管理等方面

布局 2021 年。 

资料来源：Wind，首创证券 

2.5 行业新闻 

1、诺华/罗氏 Xolair 预充注射器获 FDA 批准 

4月 12日，FDA批准了Xolair (omalizumab) 预充注射器的补充生物制品许可申请，

该产品可用于自我注射，适用于在美国已批准的全部适应症。该注射器由诺华和罗氏子

公司 Genentech 开发。Xolair 是用于治疗中度至重度持续性变态反应性哮喘、慢性特发

性荨麻疹(CIU)和鼻息肉的免疫球蛋白 E (IgE)靶向和阻断的生物制剂，专门靶向结合并

阻断 IgE。通过降低游离 IgE、下调高亲和力 IgE 受体、限制肥大细胞脱粒，Xolair 可以

最大限度地减少敏性炎症级联过程中介质的释放。能在过敏性炎症级联反应中最大限度

地减少介质的释放。该药是一种注射用处方药，通过皮下注射给药。自 2003 年首次获

得批准以来，美国已有约 46 万名患者接受了 Xolair 治疗。Xolair 治疗过敏性哮喘、CIU、

鼻息肉中具有良好的疗效和安全性，并得到了强有力的临床开发项目（包括 10 个 III 期

研究）的支持。Xolair 于去年 12 月被批准用于治疗鼻息肉，作为鼻内皮质类固醇（INC）

的附加（add-on）疗法，用于治疗采用 INC 不能充分控制病情的严重慢性鼻-鼻窦炎伴

鼻息肉（CRSwNP）成人患者（≥18 岁）。III 期研究表明，Xolair 缩小了鼻息肉大小（采

用鼻息肉评分[NPS]定义）、改善了 CRSwNP 患者的症状和生活质量。在使用 Xolair 预

充注射器开始自我注射之前，患者必须没有过敏史，并且由医疗保健提供者密切观察至

少三次注射，没有发生过敏反应。在 Xolair 治疗已经开始并在医疗环境中安全建立后，

医疗保健提供者可以确定患者或护理者使用 Xolair 预充注射器自我注射是否合适。在医

疗机构外进行首次自我注射之前，医疗保健提供者必须培训患者或护理者正确的皮下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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射技术、如何识别过敏反应的体征和症状以及如何适当治疗过敏反应。 

来源：新浪医药 

2、一剂降低新冠感染风险 81% 中和抗体疗法达到 3 期临床终点 

4 月 13 日，再生元（Regeneron）公司宣布，其新冠中和抗体组合疗法 REGEN-COV

（casirivimab+imdevimab）在预防新冠感染的 3 期临床试验中达到主要临床终点。在接

受一剂皮下注射中和抗体疗法的志愿者中，患上出现症状的COVID-19的风险下降81%。

值得一提的是，此前的中和抗体疗法通常使用静脉输注给药，皮下注射为治疗患者提供

了便利。此外，REGEN-COV 在治疗无症状新冠病毒感染者的 3 期临床试验中也达到主

要终点，在名为 2069A 的 3 期临床试验中，总计 1505 名未受到新冠病毒感染的志愿者

参加了试验，他们的家庭成员中有人在 4 天内新冠病毒检测出现阳性。这些志愿者接受

了一剂 REGEN-COV 或安慰剂的皮下注射。试验结果显示，一剂 REGEN-COV 注射将

参与者患上出现症状的 COVID-19 的风险降低 81%（p<0.0001）。在名为 2069B 的临床

试验中，204 名新冠病毒检测阳性但未出现症状的 COVID-19 患者接受了一剂

REGEN-COV 或安慰剂的治疗。这些患者在基线时未检测出体内含有抗病毒抗体。试验

结果显示，一剂 REGEN-COV 治疗将这些无症状患者转变为出现症状的 COVID-19 患者

的风险降低 31%，达到试验的主要终点。同时，这一试验还显示 REGEN-COV 将患者

症状持续时间平均缩短 45%，并且显著降低患者的病毒水平。 

来源：药明康德 

3、安进双特异性抗体 AMG 570 在中国获批临床 

4 月 13 日，中国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药品审评中心（CDE）最新公示，安进（Amgen）

公司的 1 类新药 AMG 570 获得一项临床试验默示许可，拟开发治疗系统性红斑狼疮

（SLE）。公开资料显示，AMG 570 是一款靶向 BAFF 和 ICOSL 的双特异性抗体，全球

范围内正处于 2 期临床研究阶段。系统性红斑狼疮是一种临床表现为多系统损害症状的

慢性系统性自身免疫疾病，它的发病机制复杂，包括自身反应性 T 细胞与 B 细胞的增殖

活化，多种自身致病性抗体的产生，细胞因子分泌及其受体表达异常等。ICOS（又称

CD278）是一种在激活的 T 细胞上表达的免疫检查点，是共刺激受体的一种。ICOS 主

要在活化的 T 细胞上表达，其配体 ICOSL 主要在 B 细胞和抗原呈递细胞上表达。通过

与 ICOSL 结合发挥作用，ICOS 可诱导细胞增殖、存活和分化，并调节多种 T 细胞功能。

研究发现，在系统性红斑狼疮等自身免疫性疾病患者中，T 细胞上的 ICOS 表达水平呈

现升高的现象。BAFF(B 细胞激活因子)又称 BLyS（B 淋巴细胞刺激因子），可通过与 B

细胞上表达的 BAFF 受体(BAFFR)结合支持 B 细胞存活。BAFF 是一种 II 型跨膜蛋白，

主要由单核细胞和树突状细胞表达。它通过蛋白水解作用释放出来，并在外周发挥作用。

研究表明，BAFF 的过度表达是系统性红斑狼疮等多种 B 淋巴细胞相关的自身免疫疾病

的重要原因。AMG 570 是安进公司开发的一款可同时靶向 BAFF 和 ICOSL 的双特异性

抗体，拟用于治疗系统性红斑狼疮等疾病。 

来源：药明康德 

4、新型口服疗法获 FDA 突破性疗法认定，治疗 1 型糖尿病 

4 月 13 日， vTv Therapeutics 宣布，其在研新型每日口服 1 次葡萄糖激酶激活剂

TTP399 已获得 FDA 授予的突破性疗法认定，作为胰岛素辅助疗法，用于 1 型糖尿病的

治疗。 1 型糖尿病是一种自身免疫性疾病，当人体免疫系统攻击并破坏胰腺中产生胰岛

素的β细胞时，患者的胰腺停止分泌胰岛素，从而导致血糖升高。虽然该疾病原因尚未

完全阐明，但科学家认为遗传因素和环境因素均与其发生相关。目前临床疗法仍是注射

胰岛素，尽管胰岛素输注设备和血糖监测技术有所改进，但仍有近 80%的 1 型糖尿病患

者未达到 HbA1c 指标。TTP399 是一款新型每日口服 1 次葡萄糖激酶（GK）激活剂，

GK 是葡萄糖稳态的关键调节剂，可作为生理性葡萄糖传感器，根据葡萄糖浓度的变化

相应地改变其构象，活性和/或在细胞内位置。GK 的两个显著特点使其成为控制血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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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好选择。首先，其表达主要局限于需要葡萄糖感应的组织(主要是肝脏和胰腺β细胞)。

其次，GK 能够感知血清葡萄糖水平的变化和肝脏葡萄糖代谢的变化，进而调节肝葡萄

糖生成（HGP）和葡萄糖消耗之间的平衡，并调节β细胞的胰岛素分泌。FDA 此次资格

的授予是基于最近公布的代号为 SimpliciT-1 的多中心、随机、双盲 II 期临床研究积极

结果。该研究评估了 TTP399 作为 1 型糖尿病成人患者胰岛素辅助疗法的安全性和有效

性。与安慰剂相比，接受 TTP399 治疗患者的糖化血红蛋白（HbA1c）水平有了显著改

善。并且严重和症状性低血糖发生率下降了 40%。vTv 首席执行官 SteveHolcombe 说：

“FDA 突破性疗法认定是 TTP399 治疗 1 型糖尿病开发过程中的一个重要里程碑，这种

严重威胁患者生命的终身性疾病影响着 100 多万美国人的日常生活。治疗过程中出现的

低血糖仍然是 1 型糖尿病主要发病和潜在致死原因。患者和处方者对低血糖的恐惧常常

妨碍血糖的严格控制。FDA BTD 资格的指定显示了 TTP399 在解决这一严重未得到满足

医疗需求的潜力，我们期待着与 FDA 合作，推进 TTP399 的开发，我们将在今年晚些时

候开始关键性临床试验。” 

来源：医药魔方 

5、穿越血脑屏障的生物制品 Izcargo 首次获批上市 

4月14日，JCR Pharmaceuticals公司宣布，日本厚生劳动省（MHLW）已经批准 Izcargo

（pabinafusp alfa）上市，用于治疗黏多糖贮积症 II 型（MPS II，又名亨特综合征）。Izcargo

是一款重组艾杜糖醛酸硫酸酯酶（IDS）替代疗法。新闻稿指出，这是世界上首款获得

监管机构批准，能够穿越血脑屏障的酶替代疗法。MPS II 患者由于基因变异，导致关键

性代谢蛋白酶的缺陷或者缺失，引起有毒代谢产物在溶酶体中的积累。很多患者在中枢

神经系统（CNS）出现严重症状，导致患者的神经认知发育不良，影响他们的独立性和

生活质量。传统的酶替代疗法虽然能够缓解患者在身体其它部位的症状，但是由于分子

量太大，无法穿越保护大脑的血脑屏障，因此未能有效解决患者的中枢神经系统症状。

Izcargo 是一种重组融合蛋白，它将 IDS 蛋白酶与靶向人类转铁蛋白（transferrin）受体

的抗体融合在一起，利用转铁蛋白受体介导的转胞吞作用帮助穿越血脑屏障，从而提高

Izcargo 在大脑中的水平。日本厚生劳动省对 Izcargo 的批准是基于临床前和临床期研究

的综合证据。在日本进行的一项 2/3 期临床试验中，所有 28 名患者脑脊液中与 CNS 疾

病相关的生物标志物水平得到显著改善，达到试验的主要终点。这项试验同时确认 28

名患者中 21 人的神经认知能力评估得到维持或者改善。 

来源：药明康德 

6、索元生物“first-in-class”新药成功实现海外授权 

4 月 14 日，索元生物与 Rumpus Therapeutics/Aytu Biopharma 签订了开发 DB102

（enzastaurin）用于治疗血管性埃勒斯-当洛综合征（vEDS）等罕见遗传病的全球授权协

议。根据协议，Aytu BioPharma 将负责 DB102 针对这一罕见病的临床开发及商业化，

并将支付索元生物 1 亿美元的里程碑及销售提成。（注：Aytu Biopharma 已正式收购

Rumpus Therapeutics ）vEDS 是一种罕见的遗传性疾病，是埃勒斯-丹洛斯综合症的严重

亚型。该病通常在儿童时期就被诊断出来，其特征是动脉瘤，解剖和破裂，肠破裂和妊

娠子宫破裂。全球约有 50000 人患有 vEDS，该病是由 COL3A1 基因的致病变异导致，

该基因编码 III 型胶原蛋白的链，胶原蛋白是血管壁和中空的主要蛋白质器官。vEDS 患

者中有 25％的患者在 20 岁时出现首次并发症，而 80％的患者在 40 岁时出现至少一次

并发症。vEDS 是一种危及生命的疾病，vEDS 患者的平均寿命为 51 岁。目前尚无获得

FDA 批准的 vEDS 疗法。DB102 最初由礼来公司（Eli Lilly and Company）开发用于一

线治疗初治高危弥漫性大 B 细胞淋巴瘤（DLBCL）和脑胶质母细胞瘤（GBM），索元生

物现拥有该药的全球权利。 

来源：药明康德 

7. 吉利德 Trop-2 抗体偶联药物斩获第二项适应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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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月 14 日，吉利德科学（Gilead Sciences）公司宣布，美国 FDA 已经加速批准其靶

向 Trop-2 的抗体偶联药物 Trodelvy（sacituzumab govitecan-hziy）扩展使用范围，用于

治疗局部晚期或转移性尿路上皮癌患者。他们曾经接受过含铂化疗和 PD-1 或 PD-L1 抑

制剂的治疗。这是 Trodelvy今年获得 FDA的第二项批准，上周它获得 FDA的完全批准，

用于治疗三阴性乳腺癌。在 2020 年，全球范围内大约有 58 万人被诊断患有膀胱癌。尿

路上皮癌占所有膀胱癌的 90%，也可以出现在肾盂、输尿管和尿道。在接受含铂初始化

疗失败之后，80%的晚期患者对 PD-1 或 PD-L1 抑制剂治疗不会产生应答。Trop-2 在各

种人类上皮癌中高度表达，包括乳腺癌、肺癌、胃癌、结肠直肠癌、胰腺癌、前列腺癌、

宫颈癌、头颈癌和卵巢癌等。Trop-2 过度表达在肿瘤生长过程中起着关键作用。此外，

在乳腺癌等几种癌症中，Trop-2 的高表达还被发现与更具侵袭性的疾病和预后不良相关。

Trodelvy 是一款将靶向 Trop-2 的抗体与化疗药物伊利替康（irinotecan）的活性代谢物

SN-38 连接构成的抗体偶联药物。它能够通过与 Trop-2 蛋白相结合，将 SN-38 递送到癌

细胞内部。值得一提的是，云顶新耀（Everest）公司拥有这款创新抗体偶联药物在大中

华区的开发权益。它已经在中国获批进行 3 期临床试验，治疗接受过至少 2 线既往治疗

的转移性三阴性乳腺癌和晚期尿路上皮癌。这一加速批准是基于单臂 2 期临床试验的结

果，在 112 名能够评估疗效的患者中，27.7%的患者获得缓解，其中完全缓解率为 5.4%。

中位缓解持续时间为 7.2 个月（95% CI：4.7-8.6）。 

来源：药明康德 

8、辉瑞第三代 ALK 抑制剂 lorlatinib 在华申报上市，治疗 NSCLC 

4 月 15 日，CDE 官网显示，辉瑞 Lorlatinib 片（劳拉替尼 ）上市申请已获国家药

监局受理。脑转移是ALK阳性NSCLC疾病进展的常见部位。在ALK阳性转移性NSCLC

患者中，高达 40%的患者在最初确诊时就存在脑转移。虽然这些患者中很多对最初的酪

氨酸激酶抑制剂（TKI）疗法产生应答，但是肿瘤通常会再度恶化。并且，接受过第二

代 ALK TKI 治疗，但是疾病继续恶化的患者治疗选择非常有限。劳拉替尼是一款第三

代 ALK TKI，专门设计用于抑制最常见可导致对当前药物耐药的肿瘤突变和肿瘤脑转移

问题，并且可以透过血脑屏障发挥作用。劳拉替尼最早于 2018 年 11 月在美国获 FDA

加速批准上市，用于二线治疗 ALK 阳性转移性 NSCLC 患者，这些患者既往接受过克唑

替尼和至少一种其他 ALK 抑制剂的治疗。并于今年 3 月 5 日获批第 2 项适应症，用于

一线治疗 ALK 阳性 NSCLC。一线适应症的获批得到了关键 III 期 CROWN 研究积极结

果支持，该研究显示，在既往未接受过治疗的患者群体中，与 Xalkori (克唑替尼)相比，

劳拉替尼可使疾病进展或死亡风险降低 72% (HR 0.28，P≤0.0001)。预先指定的探索性

分析结果显示，劳拉替尼组的颅内客观缓解率(IC-ORR)为 82%，克唑替尼组为 23%。劳

拉替尼组患者颅内反应持续时间(IC-DOR)为 1 年的患者比例为 79%(n=11)，而克唑替尼

组这一比例为 0%(0)。基于这一结果，劳拉替尼 2018 年通过加速批准的二线适应症也得

到了完全批准。lorlatinib 之于辉瑞，就像奥希替尼之于阿斯利康，都是先作为二线疗法

提供患者对第一代药物产生耐药后的解决方案，然后再晋升为一线疗法，覆盖更多的患

者人群。医药魔方 Nextpharma 数据库显示，lorlatinib 2020 年全球销售额为 2.04 亿美元。 

来源：医药魔方 

3 医药生物估值：估值处于长周期波动中枢上沿 

本周医药生物估值有所回调，截止本周五（4 月 16 日），医药生物（SW）全行业

PE（TTM）41.69 倍，PB（LF）4.68 倍。2010 年至今十年长周期，医药生物 SW（801150）

PE（TTM）之前有两个低点，分别是 26.68 倍（2012.1.6）和 24.15 倍（2019.1.4），中位

数是 41.29 倍。从十年长周期历史估值来看，虽然医药生物 PE、PB 估值自 2020 年 11

月份以来有所上调，目前处于估值中枢上沿位置，但明显低于 2020 年 8 月份水平，当

前估值并未明显高估，并且距离历史极高值仍有明显距离，仍处于合理波动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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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医药生物（SW）指数十年长周期 PE（TTM）估值波动区间 

 
资料来源：Wind，首创证券 

从历史估值对应未来一年收益率统计来看，当前估值点位配置医药行业，未来一

年收益率正值概率居中，PE（TTM）频率分布直方图显示在偏估值中枢区间上沿位置。 

图 6 医药生物（SW）历史估值点位对应未来一年收益率统计  图 7 医药生物（SW）指数 PE（TTM）频率分布直方图 

 

 

 

资料来源：Wind，首创证券  资料来源：Wind，首创证券 

4 风险提示 

医药政策风险；降价超预期；系统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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