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债市 

 本期新发 12支债券，共募集资金 83亿元，共涉及主

体 9家，主体级别在 AA以上。 

行业 

 审评审批制度改革持续推进 
点评：发布的《关于深化审评审批制度改革鼓励药品医疗器

械的创新的意见》着眼长远制度建设，未来将对行业产生深

远的影响。 

 未来或将取消对药企的 GSP、GMP认证，新增药品上

市许可持有人制度 
点评：本次修订药品管理法，减少了药企行政审批环节，降

低了行政成本，利于行业的创新发展和居民的用药安全，但

药品审批将更加严格。 

 食药监总局不再受理互联网药品交易服务企业（第三

方）审批的申请 
点评：此通知明确了建立完善互联网药品交易服务企业（第

三方）监管制度，有利于按照“线上线下一致”原则，规范

互联网药品交易行为。 

 环保风暴不断升级，28城市部分原料药企轮流停产 
点评：环保压力将加剧原料药行业的淘汰，在行业整合过程

中，有药企面临淘汰，也会有药企收获市场放量的红利，这

是行业转型升级的必经过程。 

企业 

 江河创建控股子公司南京泽明医院管理有限公司受

让东方医院集团 45%股权 
点评：此次受让符合公司“多元化， 双主业” 的战略发展

需要，将进一步加强公司对国内眼科医疗业务的资源整合。 

◆ 乐普医疗通过并购继续丰富公司产品线，同时参与投

资设立投资基金致力于未上市优质企业的私募股权投

资。 

点评：通过多项并购丰富公司生产线，有利于公司整体协同

发展，同时也是医药行业政策不断改革下对药企的迫切要

求。 

医药行业监测月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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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期行业发债情况 

本期新发 12支债券，共募集资金 83亿元，共涉及主体 9家，主

体级别在 AA以上。 

（一）新发债券统计 

本期医药行业新发 12支债券，发行总额达 83亿元，发行债券类别涉及中期票据、

超短期融资券、公司债券、定向工具以及非公开发行可交换公司债。 

表 1  本期新发债券情况（单位：亿元、只） 
行业 发行总额      发行数量 发行种类 

医药 83 12 
中期票据、超短期融资券、公司债券、定向工具、非

公开发行可交换公司债 

数据来源：Wind 资讯，大公整理 

（二）新发债券信息 

本期新发 12支债券中，债券期限均为 0.74 年及以上，发行方式包括公募和私募，

涉及到的发债主体一共 9家，主体级别在 AA 以上，其中 3家主体级别为 AA+，4家主体

级别为 AA，1家主体级别为 AAA；评级机构中，联合资信评级 3次，东方金诚、中诚信

证评和中诚信国际分别评级 2次，大公国际和联合信用分别评级 1次；债券类别来看，

定向工具、超短融和公司债分别为 3支，中期票据 2支，可交换公司债 1支。 

表 2  本期新发债券信息（单位：亿元、年、%） 

债券简称 
发行

总额 

债券

期限 

发行票

面利率 
债券种类 发行方式 

债项

等级 
评级机构 

17 国控 01 10.00 4.80 5.00 公司债 公募 AAA 中诚信证评 

17 天士力 SCP004 5.00 4.85 0.74 超短期融资券 公募 - 联合资信 

17 九龙江 PPN002 10.00 5.70 3.00 定向工具 私募 - 东方金诚 

17 九龙江 PPN003 8.00 5.50 3.00 定向工具 私募 - 东方金诚 

17 科伦 MTN002 5.00 5.27 3.00 中期票据 公募 AA+ 中诚信国际 

17 科伦 SCP006 5.00 4.98 0.74 超短期融资券 公募 - 中诚信国际 

17 东阳光 PPN003 5.00 7.50 3.00 定向工具 私募 - 联合资信 

17 东阳光 SCP004 10.00 6.50 0.74 超短期融资券 公募 - 联合资信 

17 乐普 MTN001 6.00 5.35 3.00 中期票据 公募 AA 大公国际 

17 制药 01 6.00 5.60 3.00 公司债 公募 AAA 联合信用 

17 益佰 01 5.00 5.90 5.00 公司债 公募 AA 中诚信证评 

17 同正 EB 8.00 6.50 3.00 可交换公司债 私募 - - 

数据来源：Wind 资讯，大公整理 

（三）信用级别变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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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 

二、本期行业要闻 

 医药行业 

审评审批制度改革持续推进，以促进医疗器械产业科技创新；

未来或将取消对药企的 GSP、GMP认证，新增药品上市许可持有人制

度；开展药物临床试验的项目要与药物临床试验机构的诊疗专业匹

配；食品药品监管部门对上市的含马兜铃酸产品进行专项检查；食

药监总局不再受理互联网药品交易服务企业（第三方）审批的申请；

环保风暴不断升级，28城市部分原料药企轮流停产。 

要闻 1：审评审批制度改革持续推进，以促进医疗器械产业科技创新 

10 月 8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发布了《关于深化审评审批制度改革

鼓励药品医疗器械创新的意见》，主要从鼓励创新、提升仿制药质量、精简药品注册流

程和行业整合加速等四个方面，针对当前药品医疗器械创新面临的突出问题提出了相

关指导意见。（资料来源：国务院网站） 

点评：该文件着眼长远制度建设，是一份重要纲领性文件，未来将对行业产生深远的影响。 

要闻 2：未来或将取消对药企的 GSP、GMP 认证，新增药品上市许可持有人

制度 

10 月 23 日，为保障有关改革措施落实于法有据，食品药品监管总局就目前急需

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的内容进行认真研究，形成《中华人民共和国药

品管理法修正案（草案征求意见稿）》，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意见稿》中取消了对药

企的 GSP、GMP认证，新增药品上市许可持有人制度。（资料来源：食药监总局网站） 

点评：本次修订减少了药企行政审批环节，降低了行政成本，利于行业的创新发展和居民的用药

安全。但随着新的《管理法》的推行，药品审批将更加严格，药企应紧跟政策导向，在保证药品

质量的前提下，提高自身创新研发能力，以取得发展。 

要闻 3：食药监总局不再受理互联网药品交易服务企业（第三方）审批的

申请 

2017年 11月 02日，食药监总局办公厅关于加强互联网药品医疗器械交易监管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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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的通知食药监办法〔2017〕144 号，要求各地方食药监局按照 7 个方面严格管理互

联网药品、医疗器械交易监管工作。（资料来源：食药监总局） 

点评：此通知明确了建立完善互联网药品交易服务企业（第三方）监管制度，有利于按照“线上

线下一致”原则，规范互联网药品交易行为。 

要闻 4：环保风暴不断升级，28城市部分原料药企轮流停产 

2017年 11月 02日，工业和信息化部办公厅环境保护部办公厅关于“2+26”城市

部分工业行业 2017－2018 年秋冬季开展错峰生产的通知工信厅联原函[2017]602 号，

为落实《京津冀及周边地区 2017年大气污染防治工作方案》（环大气〔2017〕29 号）

和《京津冀及周边地区 2017－2018 年秋冬季大气污染综合治理攻坚行动方案》（环大

气〔2017〕110号），推进京津冀及周边地区秋冬季环境空气质量持续改善，将开展“2+26”

城市部分工业行业 2017－2018年秋冬季错峰生产工作。涉及原料药生产的医药企业涉

VOCs 排放工序、生产过程中使用有机溶剂的农药企业涉 VOCs 排放工序，在采暖季原

则上实施停产。（资料来源：工信部网站） 

点评：环保压力将加剧原料药行业的淘汰，在行业整合过程中，有药企面临淘汰，也会有药企收

获市场放量的红利，这是行业转型升级的必经过程。制剂药企在这场上游产业的整合过程中，也

难独善其身。原料药产能波动，可以预见，制剂药企的原料药采购量、价格肯定也随之起伏。 

三、本期企业动态 

江河创建控股子公司南京泽明医院管理有限公司受让东方医院

集团 45%股权；乐普医疗通过并购继续丰富公司产品线，同时参与

投资设立投资基金致力于未上市优质企业的私募股权投资。 

 
表 4  本期企业动态情况 

要闻类别 公司简称 新闻内容 正面/负面/中性 

兼并收购新设 
江河创建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 

10月23日，公司控股子公司南京泽明医院管理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南京泽明”）持有淮南

东方医院集团眼科医院（以下简称“东方眼科

医院”或“标的公司”）51.35%股权，淮南东

方医院集团（以下简称“东方医院集团”）持

有标的公司45%股权，自然人股东陈蓓莉持有

标的公司3.65%股权。南京泽明与东方医院集

团以标的公司截至2017年6月30日经审核的净

中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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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产及经营状况为依据，确定东方医院集团将

其持有标的公司45%股权作价人民币2,250万

元转让给南京泽明，转让后南京泽明持有标的

公司96.35%股权，陈蓓莉持有3.65%，东方医

院集团不再享有标的公司资产及相关权益。

（资料来源：Wind资讯） 

兼并收购新设 

乐普(北京)医疗

器械股份有限公

司 

1、2017 年 10 月 27 日，全资子公司北京维康

通达医疗器械技术有限公司拟使用自有资金 

10,200 万元对北京锵镜医疗器械科技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北京锵镜）进行增资，获得北

京锵镜 51%股权，对其实现控股。通过此项投

资实现细分市场产品先行先试的经验积累，为

未来在两票制环境下，公司主要产品心血管器

械的新型经营模式提供重要的实践依据。截至

2017 年 7 月 末 ， 北 京 锵 镜 总 资 产

16,567,171.34 元 ， 1 ～ 7 月 营 业 收 入

14,519,345.22 元，净利润 2,996,049.25 元。  

（资料来源：Wind 资讯） 

2、2017 年 10 月 27 日，公司计划通过项目里

程碑节点、分次股权收购的方式，拟共使用自

有资金 5.4 亿元，投资辽宁博鳌生物制药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博鳌生物”），最终拥有其 

75%股权，实现控股。截至 2017 年 7 月末，博

鳌生物总资产 95,004,483.13 元， 1～7 月营

业收入 0 元，净利润-1,256,994.11 元。公司

通过分次投资最终拥有博鳌生物 75%股权，将

进一步完善公司药品板块糖尿病领域的产品

布局，实现公司在糖尿病领域的里程碑布局。

（资料来源：Wind 资讯） 

3、公司拟使用自有资金人民币 5,000 万元，

作为有限合伙人参与投资设立深圳证鸿医疗

健康创业投资基金（以下简称：基金）。该基

金总募集规模不超过人民币 2亿元，主要侧重

于心、脑血管植介入器械、眼科器械、新型生

物医用材料、医疗人工智能、体外诊断等医疗

器械细分领域未上市优质企业的私募股权投

资。（资料来源：Wind 资讯） 

中性 

数据来源：大公根据财经新闻整理 

四、报告声明 

本报告分析及建议所依据的信息均来源于公开资料，本公司对这些信息的准确

性和完整性不作任何保证，也不保证所依据的信息和建议不会发生任何变化。我们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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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求报告内容的客观、公正，但文中的观点、结论和建议仅供参考，不构成任何投资

建议。投资者依据本报告提供的信息进行证券投资所造成的一切后果，本公司概不负

责。 

本报告版权仅为本公司所有，未经书面许可，任何机构和个人不得以任何形式

翻版、复制和发布。如引用、刊发，需注明出处为大公资信银行业小组，且不得对本

报告进行有悖原意的引用、删节和修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