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药行业监测月报

一、本期行业发债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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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报告声明

 本期新发 4 支债券，共募集资金 16.00 亿元，共涉及
主体 4 家，主体级别为 AA 或 AA-

行业
 原辅包将与制剂共同审评审批
点评：该办法相当于对原料药、药用辅料和药包材的质量提
出要求，达不到要求的将失去在制剂中的使用资格，为了保
证制剂通过审评，制剂企业将加强对原辅包材料质量的核
查，而原辅包生产企业将面临一定质量风险。

 CFDA 公布第一批通过一致性评价药品目录，取得初步
成果；化学仿制药（注射剂）将展开一致性评价工作
2017.12.01～2017.12.31

点评：第一批目录的发布代表我国口服制剂一致性评价工作
已经取得初步成果，随着一致性评价的稳步推进，仿制药制
剂行业将面临重新洗牌，质量可靠、产品丰富的企业优势将
逐步凸显，将在招标中享受政策红利。口服制剂仿制药一致
性评价工作已取得了实质性进展，化学仿制药注射剂的一致
性评价工作即将开展。

 发改委制定高端医疗器械和药品等 9 个重点领域关
键技术产业化实施方案
点评：该实施方案有利于促进高端新药关键技术产业化，加
速高端医疗器械进口替代速度，对国内创新能力强的医药及
器械企业形成发展契机。

 新版优先审评审批意见出台，鼓励药品创新

大公医药行业小组

点评：此举有利于加快具有临床价值的新药和临床急需仿制
药的研发上市，解决药品注册申请积压的矛盾，有利于加快
相关企业产品上市进程。

 总局印发疫苗储存和运输管理规范（2017 年版）
负责人：周雪莲
成员：崔爱巧 肖尧
联系电话：010-51087768

点评：该规范的发布有利于疫苗储存和运输管理的规范运
作，保障疫苗产品质量。

企业
无重大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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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期行业发债情况
本期新发 4 支债券，共募集资金 16.00 亿元，共涉及主体 4 家，
主体级别为 AA 或 AA-；本期有 1 家发债主体的主体级别获得调升。
（一）新发债券统计
本期医药行业新发 4 支债券，发行总额为 16.00 亿元，发行债券类别涉及中期票据、
可转换债券、可交换债券以及一般公司债券。
表1

本期新发债券情况（单位：亿元、只）
行业

发行总额

医药

16.00

发行数量
4

发行种类
中期票据、可转换债券、可交换债券、一般公司债券

数据来源：Wind，大公整理

（二）新发债券信息
本期新发 4 支债券中，债券期限集中于 3-6 年之间，发行方式包括公募和私募，涉
及到的发债主体一共 4 家，主体级别在 AA-以上，其中 2 家主体级别为 AA，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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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诚信国际、鹏元资
信和上海新世纪各评级 1 次；债券类别来看，中期票据、可转换债券、可交换债券和一
般公司债券各 1 支。
表2

本期新发债券信息（单位：亿元、年、%）

债券简称

发行

债券

发行票

总额

期限

面利率

17 康缘集 MTN001

6.00

3

特一转债

3.54

6

17 双鸽 EB

3.46

3

17 信邦 01

3.00

7.00

债券种类
中期票据

0.30（当期） 可转换债券
2.00

可交换债券

5（3+2） 6.18（当期） 一般公司债券

发行

主体

债项

方式

等级

等级

公募

AA

AA

中诚信国际

公募

AA-

AA-

鹏元资信

私募

-

-

-

公募

AA

AA

上海新世纪

评级机构

数据来源：Wind，大公整理

（三）信用级别变动
本期有一家发债主体的级别发生变动，为深圳市东阳光实业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东阳光实业”或“公司”）。2017 年 12 月 26 日，联合资信将东阳光实业的主体评
级由 AA 调整为 AA+，评级展望维持稳定。东阳光实业主营电子材料和药业业务，二者
经营规模不断扩大，营业收入呈快速增长态势，其中，电子材料受环保政策趋严导致其他
厂商关停或停产影响，2017 年盈利能力同比大幅增长；同时，由于抗病毒药物销量持续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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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自主研发的人工抚育冬虫夏草产能快速扩张，进一步释放产量，公司盈利能力显著
提高；韶关新寓能实业投资有限公司向公司增资进一步增强了资本实力；公司 EBITDA
对存续期债券保障程度较高，经营活动现金流入量对存续期债券保障程度高，因此，联
合资信将公司的主体评级由 AA 调整为 AA+。

二、本期行业要闻
原辅包将与制剂共同审评审批；CFDA 公布第一批通过一致性评
价药品目录，取得初步成果；化学仿制药（注射剂）将展开一致性
评价工作；发改委制定高端医疗器械和药品等 9 个重点领域关键技
术产业化实施方案；新版优先审评审批意见出台，鼓励药品创新；
总局印发疫苗储存和运输管理规范（2017 年版）。
要闻 1：原辅包将与制剂共同审评审批
12 月 5 日，总局办公厅公开征求《原料药、药用辅料及药包材与药品制剂共同审
评审批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
》意见，拟建立以药品制剂质量为核心，原料药、药用
辅料及药包材为质量基础，原辅包与制剂共同审评审批的管理制度，对原辅包不单独
进行审评审批。
（资料来源：食药监总局网站）
点评：该办法相当于对原料药、药用辅料和药包材的质量提出要求，达不到要求的将失去在制剂
中的使用资格，为了保证制剂通过审评，制剂企业将加强对原辅包材料质量的核查，而原辅包生
产企业将面临一定质量风险。

要闻 2：CFDA 公布第一批通过一致性评价药品目录，取得初步成果；化学
仿制药（注射剂）将展开一致性评价工作
12 月 22 日，CDE 发布了《已上市化学仿制药（注射剂）一致性评价技术要求（征
求意见稿）
》
；12 月 29 日，CFDA 公布了第一批通过一致性评价药品目录，共计 13 个品
种、17 个品规。
（资料来源：国家药监局药审中心、食药监总局网站）
点评：第一批目录的发布代表我国口服制剂一致性评价工作已经取得初步成果，随着一致性评价
的稳步推进，仿制药制剂行业将面临重新洗牌，质量可靠、产品丰富的企业优势将逐步凸显，将
在招标中享受政策红利。口服制剂仿制药一致性评价工作已取得了实质性进展，化学仿制药注射
剂的一致性评价工作即将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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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闻 3：发改委制定高端医疗器械和药品等 9 个重点领域关键技术产业化
实施方案
12 月 26 日，按照《增强制造业核心竞争力三年行动计划（2018-2020 年）
》有关
要求，发改委制定了高端医疗器械和药品等 9 个重点领域关键技术产业化实施方案，
其中第六部分为《高端医疗器械和药品关键技术产业化实施方案》。（资料来源：国家
发改委网站）
点评：该实施方案有利于促进高端新药关键技术产业化，加速高端医疗器械进口替代速度，对国
内创新能力强的医药及器械企业形成发展契机。

要闻 4：新版优先审评审批意见出台，鼓励药品创新
12 月 28 日，总局发布关于鼓励药品创新实行优先审评审批的意见，明确了优先
审评审批的范围、程序和工作要求。
（资料来源：食药监总局网站）
点评：此举有利于加快具有临床价值的新药和临床急需仿制药的研发上市，解决药品注册申请积
压的矛盾，有利于加快相关企业产品上市进程。

要闻 5：总局印发疫苗储存和运输管理规范（2017 年版）
2017 年 12 月 28 日，国家卫生计生委食品药品监管总局印发疫苗储存和运输管理
规范（2017 年版）
。（资料来源：网易新闻）
点评：该规范的发布有利于疫苗储存和运输管理的规范运作，保障疫苗产品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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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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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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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版、复制和发布。如引用、刊发，需注明出处为大公资信医药行业小组，且不得对
本报告进行有悖原意的引用、删节和修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