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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8 年全国卫生工作会议召开。会议的主要任务是，回顾和总结党的十六大以来卫生工作成就和

经验，部署 2008 年卫生工作重点。 

 2007 年工作的成绩：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覆盖面扩大，农村卫生工作得到加强；社区卫生服务

加快发展，新型城市卫生服务体系正在形成；重大疾病防治工作扎实推进，公共卫生服务和保障

能力得到提高；医疗机构管理得到加强，医疗服务更加规范；中医药工作稳步推进，中医药事业

得到进一步发展；认真开展调查研究，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工作取得重要进展。 

 2007 年工作的不足：重大传染病、慢性非传染性疾病严重威胁群众健康；卫生监督管理能力不适

应经济社会发展要求；公立医疗卫生机构的运行机制不适应公益性目标要求；卫生队伍能力建设

仍然薄弱；医疗保障制度建设滞后；探索中国特色卫生改革发展道路的任务非常艰巨。 

 2008 年工作展望：要切实抓好五个方面工作：一是稳步实施医药卫生体制改革。二是实现新型农

村合作医疗制度全面覆盖。三是将加强社区卫生服务工作作为今年的重点任务。四是继续完善公

共卫生服务体系，抓好重大疾病防治工作。五是加快发展中医药事业。 

点评: 

 我们的观点：第一，医改的方向始终明确，医改的基础是建设覆盖城乡居民的公共卫生服务体系、

医疗服务体系、医疗保障体系和药品供应保障体系，从人民需求角度考虑，提高卫生供给能力，

解决供需矛盾；第二，政府投入的加大，直接获益的将是医药产业链的两端：患者和医疗机构，

“医改”中的政府投入是对供需双方的补偿；第三，2008 年将是“医改”取得重大突破的一年，

作为行业重大事件，将对资本市场产生重大影响。 

 卫生工作战略目标明确：人人享有基本医疗卫生服务。陈竺指出，“人人享有基本医疗卫生服务”

是卫生工作的重大战略目标，为此要研究实施“健康中国 2020”（2020 年建成覆盖城乡居民的基

本医疗卫生制度）战略，努力促进公共服务均等化。各级政府在实现人人享有基本医疗卫生服务

方面负有重要责任。要实现人人享有，就必须充分发挥政府的动员、领导、投入、服务和监管职

能，通过加强法制建设，完善公共财政体系，加大医疗卫生投入，充分调动中央和地方以及社会

各方面的积极性，增强公共医疗卫生服务提供能力（评：从解决供给角度努力），加强监管，保证

服务安全和质量，不断满足人民群众基本医疗卫生服务需要。 

 2008 年医改的重要任务是继续完善四大体系：覆盖城乡居民的公共卫生服务体系、医疗服务体系、

医疗保障体系和药品供应保障体系，这四大体系是建立基本医疗卫生制度的核心。建设基本医疗

卫生制度，必须把公共卫生、农村卫生、城市社区卫生和中医药放在更加突出重要的位置上，加

大各级政府责任，增加政府投入。要健全和完善城乡卫生体系，优先发展基本卫生设施，配备基

本卫生人力，装备基本卫生技术，采用基本药物，满足城乡居民基本的卫生服务需求 

卫生部 1 月 7 日召开了 2008 年全国卫生工作会议，卫生部部长陈竺做了题为《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

七大精神，努力开创中国特色卫生事业发展的新局面》的工作报告。 

请阅读最后一页评级说明和重要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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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从满足需求角度考虑），用有限的卫生资源创造尽可能高的健康水平。 

 我们的观点一：“医改”的指导思想和基石始终未变。不管之前“医改”方案的讨论如何激烈，

也不管国家最终采用何种“医改”方案，我们始终坚信：“医改”总归要围绕“一个目标、四大体

系”进行，任何一种方案都要遵照这个基本基石。因此，我们就可以从中得出“医改”的基本思

路：从人民需求角度考虑，提高卫生供给能力，最终实现人人享有基本医疗服务的目标。因此，

任何“医改”的具体措施，都是立足于上述两点，解决供需矛盾，这是我们一贯的观点。 

 2007 年卫生工作成果显著。我们之前判断 2007 年是“医改”启动年，从卫生部对 2007 年的工作

总结可以看出，国家确实花了大精力改善卫生服务。这在几大指标数据上有了明显的体现，主要

为以下几点： 

第一，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覆盖面扩大，农村卫生工作得到加强。全国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由试

点顺利进入全面推进阶段。到 2007 年 9 月底，开展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的县（市、区）达到 2448
个，占全国总数的 85.5%，参加农民达到 7.3 亿人，参合率达到 86%。全国已有 20 个省份实现了

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全覆盖。 

第二，社区卫生服务加快发展，新型城市卫生服务体系正在形成。全国 98%的地级以上城市、93%
的市辖区和一半以上的县级市都不同程度地开展了社区卫生服务，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站）已达

到 2.4 万个，比 2005 年增加了 47%。以社区卫生服务为基础的新型城市卫生服务体系正在全国逐

步建立。 

第三，重大疾病防治工作扎实推进，公共卫生服务和保障能力得到提高。国家投入 27 亿元，将甲

肝、流脑等纳入国家免疫规划，预防的传染病由 7 种扩大到 15 种。 

第四，医疗机构管理得到加强，医疗服务更加规范。坚持以公益性为导向，强化管理措施，规范

执业行为，为人民群众健康服务。加强处方管理，实行按药品通用名开具处方和处方点评制度，

规范了用药管理。 

第五，中医药工作稳步推进，中医药事业得到进一步发展。与科技部等联合印发了《中医药创新

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 年）》，全面规划了今后一段时期中医药创新发展蓝图和任务。 

第六，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工作取得重要进展。在国务院领导下，卫生部作为牵头单位之一，

与国家发改委会同有关部门推动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工作。围绕改革的重大问题，委托 7 家国

内外专业机构开展了独立研究。目前，有关改革指导意见和配套文件已基本形成。 

 我们的观点二：成绩的背后，最明显的贡献是政府投入的加大。2007 年，中央和地方政府卫生投

入显著增加，其中，中央财政医疗卫生支出达到 631 亿元，比 2006 年增长 277%。财政支出的大

幅增加，主要流向四个领域：新农合（需求）、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需求）、基层卫生服务能

力的提升（供给）、城乡医疗救助（供给）、公共卫生体系建设（供给）、支出中医药。可见，资金

的流向符合“医改”的基本思路：解决供需矛盾。因此我们认为，所谓政府投入的加大，直接获

益的将是医药产业链的两端：患者和医疗机构，这是“医改”对双方的补偿。而药品制造企业、

医药流通企业，将从整个医药产业链的理顺过程中，间接获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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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8 年工作的重点：一是稳步实施医药卫生体制改革。二是实现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全面覆盖。

三是将加强社区卫生服务工作作为今年的重点任务。四是继续完善公共卫生服务体系，抓好重大

疾病防治工作。五是加快发展中医药事业。 

 我们的观点三：2008 年将是“医改”取得重大突破的一年。目前，有关改革指导意见和配套文件

已基本形成，相信很快就会提交两会审议，并最终出台。“医改”作为对行业重要事件，将对资本

市场产生重大影响。我们重申对“医改”带来的投资机会的判断如下：“医改”受益行业：医药商

业、生物制药、创新型化学药、中药及 OTC、普药。“医改”的影响首先是全行业的，例如政府

投入加大、基层医疗市场构建、全民医保的建设，这些因素都将刺激整个医药市场的发展，行业

内的公司都将受益，但受益程度不同。一些子行业，因为自身的优势，将从“医改”中获得最先、

最大的收益，分别陈述如下： 

第一，医药商业龙头企业——最直接受惠于“医改”。因为无论何种“医改”方案，商业渠道的

扁平化、阳光化是必然的趋势。而且基本药品制度的建立，也离不开商业企业的配送。因此，我

们认为具有规模优势、区位优势和较高运营效率的医药商业企业将是“医改”最直接的受益者。

相关公司：国药股份、广州药业、上海医药等。 

第二，生物制药企业——享受“医改”和创新双重机遇。生物制药企业是 08 年我们最为看好的

医药子行业，原因有二：第一，创新是国家政策一直鼓励的重点，而医药板块中生物医药是创新

活动最为活跃的板块，且与国外相比技术差距小，存在后发优势的可能。第二，生物制药领域的

疫苗、血液制品、诊断制剂都是关系人民健康的必需品，是“医改”重点扶持品种。因此，我们

对生物制药企业最为看好，相关公司包括：华兰生物、科华生物、金宇集团。 

第三，创新型化学制药企业——竞争力保证独享新增市场。由于产品的创新性，该行业的药品生

产企业凭借其排他性的竞争力，将独享相关市场的新增需求量，获益非常明显。相关公司：恒瑞

医药、海正药业。 

第四，中药及 OTC——基层市场的最大受益者。在农村和社区医疗体系构建中，政府明确指出要

鼓励中药的发展，而中药在一些常见病上也确实有其独特的疗效。此外，OTC 企业因为品牌和渠

道优势，在市场上拥有良好的形象，面对基层市场不断崛起的医疗需求，其竞争力非常明显。相

关上市公司：传统品牌中药如同仁堂、云南白药、片仔癀、东阿阿胶、广州药业；现代 OTC 营销

企业如江中药业、三精制药、千金药业、三九医药。 

第五，普药——可能受惠于基本用药制度。基本用药面向基层消费市场，社区医疗、新农合，对

于低端药品的需求放大，一些基本用药有望重新焕发活力。但普药由于生产企业众多，竞争激励，

而且由于纳入基本药品目录进行招标采购，因此价格有可能也随着降低。因此普药的受益程度要

考虑量、价的综合作用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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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点推荐的上市公司。由于我们对“医改”长期关注，在 2008 年度策略报告中，我们也是从“医

改”对行业的成长性影响出发，推出了 2008 年重点推荐的八只医药股票。这些股票，都将是“医

改”的最大受益者，同时也具有非常好的成长性。推荐理由如下： 

华兰生物 血液制品龙头，疫苗新贵

科华生物 诊断试剂行业全能选手

金宇集团 动物疫苗龙头之一，民营机制增添活力

恒瑞医药 创新构建核心竞争力，收购豪森渐行渐近

海正药业 产业升级带来爆发性增长机会

千金药业 力争成为妇科用药第一品牌

国药股份 高效的医药商业龙头，稳健成长

广州药业 中药为体、商业王老吉为翼，业绩超预期

华兰生物 血液制品龙头，疫苗新贵华兰生物 血液制品龙头，疫苗新贵

科华生物 诊断试剂行业全能选手科华生物 诊断试剂行业全能选手

金宇集团 动物疫苗龙头之一，民营机制增添活力金宇集团 动物疫苗龙头之一，民营机制增添活力

恒瑞医药 创新构建核心竞争力，收购豪森渐行渐近恒瑞医药 创新构建核心竞争力，收购豪森渐行渐近

海正药业 产业升级带来爆发性增长机会海正药业 产业升级带来爆发性增长机会

千金药业 力争成为妇科用药第一品牌千金药业 力争成为妇科用药第一品牌

国药股份 高效的医药商业龙头，稳健成长国药股份 高效的医药商业龙头，稳健成长

广州药业 中药为体、商业王老吉为翼，业绩超预期广州药业 中药为体、商业王老吉为翼，业绩超预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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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1、兴业证券医药股票池业绩预测 

子行业 公司 EPS07（元） EPS08（元） EPS09（元） 总市值（亿元）

上海医药 0.24 0.29 0.35 76 

广州药业 0.34 0.52 0.58 142 医药分销 

国药股份 0.99 1.40 1.82 80 

三精制药 0.60 0.75 0.90 101 

江中药业 0.41 0.54 0.68 56 

云南白药 0.65 0.75 1.00 168 

东阿阿胶 0.40 0.54 0.66 173 

片 仔 癀 0.75 0.94 1.22 53 

同 仁 堂 0.60 0.75 0.86 152 

品牌中药 

及 OTC 

千金药业 0.87 1.22 1.54 64 

化学药研发 恒瑞医药 0.75 0.95 1.30 244 

华兰生物 0.55 0.92 1.38 112 

科华生物 0.55 0.65 0.81 76 
生物技术 

白马股 
天坛生物 0.33 0.50 0.60 150 

金宇集团 0.32 0.64 0.80 49 
动物疫苗 

中牧股份 0.47 0.68 0.87 129 

海正药业 0.29 0.50 0.68 77 
特色原料药 

华海药业 0.58 0.78 0.95 59 

山东药玻 0.40 0.52 0.70 39 
普药机会 

双鹤药业 0.60 0.75 0.90 146 

数据来源：兴业证券研发中心 

 
 



                                                               公司研究 

兴业证券研发中心网址:www.xyzq.com.cn  E-mail:zhangym@xyzq.com.cn                                    - 6 - 
 

 
 
附表 2、兴业证券涉及医改报告及观点汇总 

时间 报告 我们的观点 备注 

2006.12.08 
《和谐社会，创新机

遇》 

医改革向“广覆盖、低水平”发展趋势已经明确；

坚持政府主导与引入市场机制相结合； 

发展社区卫生以及建设新农村医疗体系； 

主要受益板块为：医药流通企业、OTC 企业。 

2007 年年度策略报告 

2006.12.08 
《医疗卫生体制改革

方向明确》 

2007 年是医改的关键一年； 

医改的方向是明确的，即坚持公益性； 

医改的宗旨是广覆盖、低水平； 

对疫苗、诊断试剂、普药、医药商业企业是利好。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 

涉及医改的讲话 

2007.01.09 

《国家将建立医疗卫

生服务的四项基本制

度》 

国家明确将基本卫生保健制度作为医改的核心

内容； 

基本药物制度对普药企业利好； 

医药商业有望收益。 

全国卫生工作会议 

2007.03.23 
《全民基本医疗保障

即将启动》 

今年是医改启动年； 

医疗卫生保障的目标是覆盖全民； 

社区医疗和新农合是医保的基础。 

国务院通过《卫生事业

发展“十一五”规划纲

要》 

2007.04.05 

《国务院常务会研究

部署启动城镇居民基

本医保试点》 

医保的覆盖面开始扩大； 

医保的试点改革有助于医改推行。 

国务院常务会议上研究

部署启动城镇居民基本

医疗保险试点 

2007.06.18 
《持有价值股，寻找成

长股》 

医改方向明确，着眼于建设覆盖城乡居民的基本

卫生保健制度； 

从目前各地医改的试点来看，社区医疗和新农合

已经成为主流，是医改中的重中之重。 

2007 年中期策略报告 

2007.07.26 

《城镇居民基本医疗

保险试点即将展开，全

民医保拉开序幕》 

第三大医保体系建立，全民医保序幕拉开； 

政府支出增加，担负起基本医疗保障的责任； 

关注行业龙头和基本用药生产企业。 

国务院工作会议召开，

全国城镇居民基本医疗

保险试点即将开始 

2007.09.24 
《寻找高估值下的安

全边际》 

医保体系的建立是医疗体系改革的重要一环； 

“十七大”之后将是医疗改革政策出台的重要时

期； 

随着新农村合作医疗保障体系、城镇居民医疗保

障体系的建设，加上原有的城镇职工医疗保障体

系，将构成覆盖全民的基本医疗保障制度的框

架。 

2007 年医药板块中报

回顾及四季度展望 

资料来源：兴业证券研发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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