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债市 

 本期新发 11支债券，共募集资金 106.93亿元，共涉

及主体 8家，主体级别为 AA或 AA+ 

行业 

 CFDA 制定发布《免于进行临床试验的体外诊断试剂

临床评价资料基本要求（试行）》  
点评：此要求发布有利于规范体外诊断试剂企业产品的注册

管理，规范免于进行临床试验的体外诊断试剂临床评价工

作，促进行业健康发展。 

 处方药网售政策再度明确受限 
点评：处方药网售政策频频受限，对药企开拓网络销售渠道

提出挑战，随着监管趋严，预计未来网络药品销售行业将趋

向规范化，有利于行业健康、良性发展。 

 国家发改委发布《短缺药品和原料药经营者价格行

为指南》，明确药品经营禁区 
点评：该指南的发布直指违法涨价、恶意控销等行为，有利

于维护短缺药品和原料药市场价格，建立产购销公平竞争的

市场环境。 

 国家食药监总局食品药品审核查验中心启动首批

仿制药一致性评价现场检查工作 
点评：仿制药一致性评价现场检查工作的启动表示评审进入

实质阶段，通过一致性评价的品种将享受政策红利。仿制药

一致性评价给予优秀仿制药企业一个重要的弯道超车机会，

尤其是在原研药的垄断品种方面，将利好进度较快企业未来

发展。 

 中国制定的第一个针对药材产品质量评价的国际

标准《中医药——三七药材》正式发布 
点评：中医药走向世界是一种必然，而中医药国际标准化是

中医药国际化的重要途径。此国际标准发布有利于打造三七

产品品牌，提升三七产业国际竞争力，促进三七出口，利好

相关中药企业发展。 

企业 
无重大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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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支债券，共募集资金 106.93 亿元，共涉及主体 8

家，主体级别为 AA或 AA+。 

（一）新发债券统计 

本期医药行业新发 11支债券，发行总额达 106.93 亿元，发行债券类别涉及超短期

融资券、可转换债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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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6.93 11 
超短期融资券、可转换债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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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支债券中，债券期限分布在 0.49-5年之间，发行方式包括公募和私募，

涉及到的发债主体一共 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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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有 1 家为私募发行，主体级别未公开；评级机构中，联合信用评级 2次，

联合资信评级 2次，上海新世纪评级 2次，中诚信国际评级 2次，中诚信证评评级 1次；

债券类别来看，超短期融资券 4支，公司债 3支，可交换公司债 2支，可转换债券和定

向工具分别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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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体

等级 

债项

等级 
评级机构 

17 康 01EB 20.00 3 3.00（当期） 可交换公司债 私募 - - - 

17 康 02EB 30.00 3 3.00（当期） 可交换公司债 私募 - - - 

17 制药 01 6.00 3 5.60（当期） 公司债 公募 AA AAA 联合信用 

17 香雪制药 SCP002 7.50 0.74 6.18 超短期融资券 公募 AA - 上海新世纪 

17 制药 02 3.00 5 6.10（当期） 公司债 公募 AA AAA 联合信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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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 天士力 SCP005 10.00 0.74 5.00 超短期融资券 公募 AA+ - 联合资信 

济川转债 8.43 5 0.20（当期） 可转换债券 公募 AA AA 中诚信证评 

17 润达 02 3.00 3 6.70（当期） 公司债 私募 AA AA 上海新世纪 

17 科伦 SCP007 5.00 0.49 5.63 超短期融资券 公募 AA+ - 中诚信国际 

17 辅仁药业 PPN002 4.00 3.00 7.60 定向工具 私募 AA+ - 中诚信国际 

数据来源：Wind 资讯，大公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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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信用级别变动 

无。 

二、本期行业要闻 

CFDA 制定发布《免于进行临床试验的体外诊断试剂临床评价资

料基本要求（试行）》；处方药网售政策再度明确受限；国家发改委

发布《短缺药品和原料药经营者价格行为指南》，明确药品经营禁区；

国家食药监总局食品药品审核查验中心启动首批仿制药一致性评价

现场检查工作；中国制定的第一个针对药材产品质量评价的国际标

准《中医药——三七药材》正式发布。 

要闻 1：CFDA 制定发布《免于进行临床试验的体外诊断试剂临床评价资料

基本要求（试行）》 

2017 年 11 月 9 日，为进一步做好体外诊断试剂注册管理，规范免于进行临床试

验的体外诊断试剂临床评价工作，根据《体外诊断试剂注册管理办法》，CFDA 组织制

定了《免于进行临床试验的体外诊断试剂临床评价资料基本要求（试行）》。（资料来源：

食药监总局网站） 

点评：该基本要求突出了申请人主体责任、强调了样本来源追溯性的要求、明确了临床评价的试

验方法，主要是配合《免于进行临床试验的体外诊断试剂目录》使用，有利于规范体外诊断试剂

企业产品的注册管理，规范免于进行临床试验的体外诊断试剂临床评价工作，促进行业健康发展。 

要闻 2：处方药网售政策再度明确受限 

2017年 11月 14日，CFDA 对《网络药品经营监督管理办法》公开征求意见，并再

次明确，向个人消费者销售药品的网站不得通过网络发布处方药信息、更不得销售处

方药。（资料来源：食药监总局网站） 

点评：处方药网售政策频频受限，对药企开拓网络销售渠道提出挑战,随着监管趋严，预计未来

网络药品销售行业将趋向规范化，有利于行业健康、良性发展。 

要闻 3：国家发改委发布《短缺药品和原料药经营者价格行为指南》，明确

药品经营禁区 

2017年 11月 23日，国家发展改革委制定了《短缺药品和原料药经营者价格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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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南》，对短缺药品和原料药经营者在市场经营和价格交易等进行了界定和要求。（资

料来源：国家发改委官网） 

点评： 该指南的发布直指违法涨价、恶意控销等行为，明确药品经营者不可触碰的红线，有利

于维护短缺药品和原料药市场价格，建立产购销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 

要闻 4：国家食药监总局食品药品审核查验中心启动首批仿制药一致性评

价现场检查工作 

2017年 11月 29日，国家食药监总局下属食品药品审核查验中心发布工作动态，

称已在 11 月 23 日启动首批仿制药一致性评价品种的有因现场检查工作。首批启动现

场检查的 7 个品种是在总局药品审查中心完成立卷审查的基础上开展的。共派出 6 个

检查组，分别奔赴北京、重庆、浙江、江苏、湖南、江西等省、直辖市。（资料来源：

CFDA） 

点评：仿制药一致性评价现场检查工作的启动表示评审进入实质阶段，通过一致性评价的品种将

享受政策红利。仿制药一致性评价给予优秀仿制药企业一个重要的弯道超车机会，尤其是在原研

药的垄断品种方面，将利好进度较快企业未来发展。 

要闻 5：中国制定的第一个针对药材产品质量评价的国际标准《中医药—

—三七药材》正式发布 

2017 年 11 月 30 日，《中医药——三七药材》国际标准在昆明发布实施。这是中

国制定的第一个针对药材产品质量评价的国际标准，填补了中国国际标准制、修订领

域的空白。（资料来源：网易新闻） 

点评：中医药走向世界是一种必然，而中医药国际标准化是中医药国际化的重要途径。此国际标

准发布有利于打造三七产品品牌，提升三七产业国际竞争力，促进三七出口，利好相关中药企业

发展。 

三、本期企业动态 

无重大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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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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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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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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药业小组，且不得对本

报告进行有悖原意的引用、删节和修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