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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批全国集采开标，对制药

企业影响逐渐转正（附港股制

药企业市场份额梳理名单） 

 

第五批全国集采开标，预计 10 月正式执行。第五批全国集采于

6 月 23 日在上海开标，此次集采参与竞标的品规共 62 个（58

个品种），最终 61 个品规中选，治疗心率失常的普萘洛尔口服

常释剂流标。注射剂品种占比更高，金额占到总集采金额 70%，

得益于国家药监局对注射剂一致性评价进程的加快。预计各地

将于今年 10 月起正式执行采购。 

 

平均降价幅度 56%，与市场预期基本一致。此次拟中选产品平

均降价 56%，前四批集采平均降幅 52%，基本符合市场预期。

竞标企业较多的产品降价较大，如利伐沙班、艾司奥美拉唑等，

最低中标价格分别较最高有效报价降幅达 99%、96%。 

 

集采对制药企业影响逐渐转正。此次集采多数药品品种此前均

是外企主导品种，在国产替代下，受集采负面影响最严重的是

国外药企，中国制药企业反而是受益者。港股药企中，中国生

物制药共中标 12 款产品，为中选品种数量最多的药企，翰森制

药、东阳光药和石药集团分别有 6、4 和 3 个品规中标。纯增量，

即此前市场份额几乎为零、新上市的品种，中标后将为这些制

药企业带来额外的收入和利润；市场份额不大的品种也将带来

正收益。根据 PDB 样本医院市场份额测算，对于中国生物制药、

翰森制药、石药集团、东阳光药等企业，纯增量药品分别有 6、

3、3 和 4 个。此次集采有负面影响的仅有 5 个品种，包括艾司

奥美拉唑钠注射剂（中国生物制药）、利奈唑胺葡萄糖注射剂（中

国生物制药、翰森制药）、地西他滨注射剂（中国生物制药、翰

森制药）、吉西他滨注射剂（翰森制药）和注射用盐酸苯达莫司

汀（中国生物制药）。正负面影响分析请见图表 2: 港股药企第

五批集采药物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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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批全国集采相关信息 

图表 1:国家五批六轮带量采购 
 

 

“4+7”试点 第一批 第二批 第三批 第四批 第五批 

公布采购文件 2018 年 11 月 2019 年 9 月 2019 年 12 月 2020 年 7 月 2021 年 1 月 2021 年 6 月 

公布中选结果 2018 年 12 月 2019 年 9 月 2020 年 1 月 2020 年 8 月 2021 年 2 月 2021 年 6 月 

城市范围 11 个试点城市 25 个联盟地区 全国 31 个 

省级地区 

全国 31 个 

省级地区 

全国 31 个 

省级地区 

全国 31 个 

省级地区 

机构范围 公立医院 公立医疗机构、部

分军队及社会办

医疗机构 

公立医疗机构、部

分军队及社会办

医疗机构 

公立医疗机构、军

队医疗机构，鼓励

医保定点社会办

医疗机构和医保

定点零售店参与 

公立医疗机构、军

队医疗机构，鼓励

医保定点社会办

医疗机构和医保

定点零售店参与 

公立医疗机构、军

队医疗机构，鼓励

医保定点社会办

医疗机构和医保

定点零售店参与 

采购品种数量 31 25 33 56 45 62（58 个通用名） 

中选品种数量 25 25 32 55 45 61（57 个通用名） 

入围企业数量 1 家 1-3 家 1-6 家 1-8 家 1-10 家 1-10 家 

采购量 

（占首年约定

采购量计算基

数比例） 

60-70% 1 家 50%； 

2 家 60%； 

3 家 70%； 

1 家 50%； 

2 家 60%； 

3 家 70%； 

4 家及以上 80%； 

1 家 50%； 

2 家 60%； 

3 家 70%； 

4 家及以上 80%； 

1 家 50%； 

2 家 60%； 

3 家 70%； 

4 家及以上 80%； 

1 家 50%； 

2 家 60%； 

3 家 70%； 

4 家及以上 80%； 

采购周期 1 年 1-2 家：1-2 年； 

3 家：2-3 年； 

1 家：1 年； 

2-3 家：2 年； 

4 家及以上：3 年； 

1-2 家：1 年； 

3 家：2 年； 

4 家及以上：3 年； 

1-2 家：1 年； 

3 家：2 年； 

4 家及以上：3 年； 

1-2 家：1 年； 

3 家：2 年； 

4 家及以上：3 年； 
 

资料来源：国家联合采购办公室、浦银国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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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2: 港股药企第五批集采药物名单 
 

港股 

上市公司 

序号 第五批 

集采药物 

降价 

幅度 

原先市场份额 

（PDB 样本医院数） 

中标后 

潜在市场份额 

收入 

影响测算 

中国生物 

制药 

1 艾司奥美拉唑钠注射剂 -90% 18% 10% -94% 

(1177 HK) 2 碘克沙醇注射剂 -69% 

 

4% 20% 55% 

  3 多西他赛注射剂 -97% 

 

0% 13% 纯增量 

  4 布地奈德吸入剂 -60% 5% 20% 60% 

  5 利奈唑胺葡萄糖注射剂 -84% 11% 23% -66% 

  6 吉西他宾注射剂 -53% 1% 16% 纯增量 

  7 达比加群脂口服常释剂型 

（75mg） 

-62% 

 

1% 20% 纯增量 

 8 达比加群脂口服常释剂型 

（110mg） 

-71% 

 

1% 20% 纯增量 

  9 沙格列汀口服常释剂型 -63% 0% 20% 纯增量 

  10 地西他滨注射剂 -95% 50% 20% -98% 

  11 阿法骨化醇口服常释剂 -38% 0% 20% 纯增量 

  12 注射用盐酸苯达莫司汀 -71% 88% 20% -93% 

石药集团 1 注射用头孢唑林钠 -90% 0% 16% 纯增量 

(1093 HK) 2 头孢曲松注射剂 -78% 0% 8% 纯增量 

  3 阿奇霉素注射剂 -79% 0% 13% 纯增量 

翰森制药 1 利奈唑胺葡萄糖注射剂 -91% 33% 23% -94% 

(3692 HK) 2 吉西他宾注射剂 -94% 60% 16% -98% 

  3 达比加群脂口服常释剂型 

（150mg） 

-73% 

 

0% 20% 纯增量 

 4 达比加群脂口服常释剂型 

（110mg） 

-72% 

 

0% 20% 纯增量 

  5 沙格列汀口服常释剂型 -63% 0% 20% 纯增量 

  6 地西他滨注射剂 -88% 25% 20% -90% 

东阳光药 1 阿立哌唑口服常释剂 -61% 0% 20% 纯增量 

(1558 HK) 2 利伐沙班口服常释剂 

（10mg） 

-99% 0% 8% 纯增量 

 3 利伐沙班口服常释剂 

（15mg） 

-98% 0% 10% 纯增量 

 4 利伐沙班口服常释剂 

（20mg） 

-98% 0% 11% 纯增量 

石四药 1 氟康唑氯化钠注射剂 -70% 0% 23% 纯增量 

2005 HK) 2 罗哌卡因注射剂 -66% 0% 13% 纯增量 

远大医药 1 美托洛尔口服常释剂 -85% 0% 11% 纯增量 

(0512 HK) 2 格列吡嗪口服常释剂 -91% 0% 30% 纯增量 

联邦制药 

(3933 HK) 

1 格列吡嗪口服常释剂 -87% 0% 30% 纯增量 

丽珠集团 

(1513 HK) 

1 替硝唑口服常释剂 -9% 15% 30% 82% 

 

资料来源：国家联合采购办公室、药海、PDB、浦银国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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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第五批全国集采拟中选名单及降价幅度 

图表 3: 第五批全国集采拟中选名单及降价幅度 
 

(接下页…) 

序号 通用名 剂型 规格包装 单位 中选企业
单位申
报价

单位最高有
效报价

降幅

ω-3鱼油中/长链脂肪乳

注射液
注射液 100ml*1瓶 瓶 科伦药业 54.39 139.65 -61%

ω-3鱼油中/长链脂肪乳

注射液
注射液 250ml*1瓶/瓶 瓶 B.Braun Melsungen AG 113.91 281.6293 -60%

阿法骨化醇软胶囊 软胶囊 0.25μg*10粒/板 ,2板/盒 盒 中国生物制药 0.94 1.5294 -38%

阿法骨化醇软胶囊 软胶囊 0.25μg*10粒/板*2板/盒 盒
Teva Pharmaceutical Industries Ltd.

（昆明贝克诺顿制药有限公司分
包装）

1.04 1.5294 -32%

阿法骨化醇软胶囊 软胶囊 0.25μg*30粒/盒 盒 LEO Pharma A/S 1.07 1.5294 -30%

阿法骨化醇片 片剂 0.25μg*10片/板*3板/盒 盒 重庆药友制药有限责任公司 1.23 1.5294 -20%

阿立哌唑片 片剂 5mg*30片/盒 盒 浙江华海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0.49 1.6468 -70%

阿立哌唑片 片剂 5mg*28片/盒 盒
东莞市阳之康医药有限责任公司
(广东东阳光药业有限公司受托生

产）

0.64 1.6468 -61%

阿立哌唑片 片剂 10mg*30片/瓶 瓶 江苏恩华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1.23 2.7996 -56%

阿立哌唑片 片剂 5mg*14片/板*2板/盒 盒 上海上药中西制药有限公司 0.88 1.6468 -47%

阿昔洛韦片 片剂 0.2g*12片/板*2板/盒 盒 山东齐都药业有限公司 0.65 1.0558 -39%

阿昔洛韦片 片剂 0.1g*12片/板*1板/盒 盒 科伦药业 0.4 0.6211 -36%

注射用艾司奥美拉唑钠 冻干粉针 40mg*10支/盒 盒 山东裕欣药业有限公司 2.8 65 -96%

注射用艾司奥美拉唑钠 冻干粉针 40mg*10瓶/盒 盒 倍特药业 3 65 -95%

注射用艾司奥美拉唑钠 冻干粉针 40mg*10支/盒 盒
苏州特瑞药业有限公司(苏州二叶

制药有限公司受托生产）
3.5 65 -95%

注射用艾司奥美拉唑钠 冻干粉针 40mg*10瓶/盒 盒 江苏奥赛康药业有限公司 3.7 65 -94%

注射用艾司奥美拉唑钠 冻干粉针 40mg*6支/盒 盒 扬子江药业集团有限公司 4.3 65 -93%

注射用艾司奥美拉唑钠 冻干粉针 40mg*10瓶/盒 盒 重庆莱美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4.4 65 -93%

注射用艾司奥美拉唑钠 冻干粉针 40mg*10支/盒 盒 海南中玉药业有限公司 4.9 65 -92%

注射用艾司奥美拉唑钠 冻干粉针 40mg*1支/盒 盒 中国生物制药 6.35 65 -90%

注射用艾司奥美拉唑钠 冻干粉针 40mg*4瓶/盒 盒 辽宁海思科制药有限公司 7.7 65 -88%

注射用艾司奥美拉唑钠 冻干粉针 40mg*10瓶/盒 盒 福安药业集团 9.1 65 -86%

盐酸奥洛他定片 片剂 5mg*12片/板*2板/盒 盒
仁合益康集团有限公司(河北创健

药业有限公司受托生产）
1.76 3.5214 -50%

盐酸奥洛他定片 片剂 5mg*12片/板*1板/盒 盒

北京爱力佳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江

苏万高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受托生
产）

2.47 3.5214 -30%

奥沙利铂注射液 注射液 50mg*1瓶/盒 盒 江苏恒瑞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91.8 1760 -95%

奥沙利铂注射液 注射液 50mg*5支/盒 盒 齐鲁制药 198 1760 -89%

奥沙利铂注射液 注射液 50mg*1瓶/盒 盒 四川汇宇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236.8 1760 -87%

注射用奥沙利铂 冻干粉针 50mg*1瓶/盒 盒

Sanofi-Aventis France（CENEXI-

Laboratoires THISSEN S.A.）（赛诺

菲（杭州）制药有限公司分包
装）

310.5 1760 -82%

盐酸贝那普利片 片剂 10mg*14片/板*2板/盒 盒 上海新亚药业闵行有限公司 0.68 1.5671 -57%

盐酸贝那普利片 片剂 10mg*7片/板 ,14片/盒 盒 深圳信立泰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0.95 1.5671 -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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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页…)  

苯磺贝他斯汀片 片剂 10mg*10片*1板/盒 盒

Mitsubishi Tanabe Pharma

Corporation（Mitsubishi Tanabe

Pharma Factory Ltd.,Onoda Plant）

（天津田边制药有限公司分包
装）

0.8 4.071 -82%

苯磺贝他斯汀片 片剂 10mg*14片/板/盒 盒 重庆华邦制药有限公司 1.73 4.071 -57%

苯磺顺阿曲库铵注射液 注射液 5ml:10mg*10瓶/盒 盒 江苏恒瑞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16 108.88 -85%

苯磺顺阿曲库铵注射液 注射液 5ml:10mg*10瓶/盒 盒 南京健友生化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24 108.88 -78%

苯磺顺阿曲库铵注射液 注射液 5ml:10mg*10瓶/盒 盒 杭州澳亚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34 108.88 -68%

比卡鲁胺片 片剂 50mg*14片/板*2板/盒 盒 浙江海正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7 27.88 -75%

比卡鲁胺片 片剂 50mg*14片/板*2板/盒 盒
Sun Pharmaceutical Industries

Limited
7 27.88 -75%

比卡鲁胺胶囊 胶囊剂 50mg*30粒/瓶 瓶 山西振东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7 27.88 -74%

比卡鲁胺片 片剂 50mg*14片/板/盒 盒 上海朝晖药业有限公司 11.62 27.88 -58%

达比加群酯胶囊 胶囊剂 150mg*10粒/板*3板/盒 盒 成都苑东生物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4.58 21.387 -79%

达比加群酯胶囊 胶囊剂
150mg*10粒 /板 *3板 /袋

*1袋/盒
盒 江苏豪森药业集团有限公司 5.83 21.387 -73%

达比加群酯胶囊 胶囊剂 75mg*30粒/瓶 盒 中国生物制药 4.75 12.5806 -62%

达比加群酯胶囊 胶囊剂 150mg*5粒/板*6板/盒 盒 倍特药业 9.06 21.387 -58%

达比加群酯胶囊 胶囊剂 110mg*10粒/板*3板/盒 盒 成都苑东生物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2.96 16.629 -82%

达比加群酯胶囊 胶囊剂
110mg*10粒 /板 *3板 /袋

*1袋/盒
盒 江苏豪森药业集团有限公司 4.6 16.629 -72%

达比加群酯胶囊 胶囊剂 110mg*30粒/瓶 盒 中国生物制药 4.8 16.629 -71%

达比加群酯胶囊 胶囊剂 110mg*5粒/板*6板/盒 盒 倍特药业 5.73 16.629 -66%

单硝酸异山梨酯缓释胶
囊

缓释胶囊 40mg*10片*3板/盒 盒 珠海润都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0.82 2.188 -63%

单硝酸异山梨酯缓释胶
囊

缓释胶囊 50mg*12粒/板*2板/盒 盒 合肥合源药业有限公司 1.1 2.5955 -60%

单硝酸异山梨酯缓释片 缓释片 40mg*36片/盒 盒 鲁南贝特制药有限公司 0.92 2.188 -58%

单硝酸异山梨酯缓释片 缓释片 40mg*10片/板*2板/盒 盒 乐普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0.96 2.188 -56%

单硝酸异山梨酯缓释片 缓释片 40mg*12片/板 ,2板/盒 盒 齐鲁制药 0.96 2.188 -56%

注射用地西他滨 冻干粉针 25mg*1瓶/盒 盒 中国生物制药 90.8 1820.44 -95%

注射用地西他滨 冻干粉针 25mg*1瓶/盒 盒 江苏奥赛康药业有限公司 200 1820.44 -89%

注射用地西他滨 冻干粉针 10mg*1瓶/盒 盒 江苏豪森药业集团有限公司 108 902.6917 -88%

注射用地西他滨 冻干粉针 50mg*1瓶/盒 盒 杭州中美华东制药有限公司 400 3094.748 -87%

碘海醇注射液 注射液
100ml:30g（ I ） *10 瓶 /

盒
盒 通用电气药业（上海）有限公司 77.5 217.8 -64%

碘海醇注射液 注射液
100ml:30g（ I ） *10 瓶 /

盒
盒 上海司太立制药有限公司 88.1 217.8 -60%

碘海醇注射液 注射液
100ml:30g（ I ） *30 瓶 /

箱
箱 扬子江药业集团有限公司 107 217.8 -51%

碘海醇注射液 注射液
100ml:35g（ I ） *10 瓶 /

盒
盒 通用电气药业（上海）有限公司 84.5 217.8 -61%

碘海醇注射液 注射液
100ml:35g（ I ） *10 瓶 /

盒
盒 上海司太立制药有限公司 92.1 217.8 -58%

碘海醇注射液 注射液
100ml:35g（ I ） *30 瓶 /

盒
盒 北京北陆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105 217.8 -52%

碘克沙醇注射液 注射液 100ml:32g(I)*1瓶/盒 盒 扬子江药业集团有限公司 174.8 631 -72%

碘克沙醇注射液 注射液 100ml:32g(I)*1瓶/盒 盒

GE Healthcare AS（GE Healthcare

Ireland Limited）（通用电气药业

（上海）有限公司分包装）

179 631 -72%

碘克沙醇注射液 注射液 100ml:32g(I)*10瓶/盒 盒 上海司太立制药有限公司 185 631 -71%

碘克沙醇注射液 注射液 100ml:32g(I)*1瓶 瓶 中国生物制药 193.8 631 -69%

13

14

15

16

17

18

9

10

11

12



 

2021-06-25                                                  6 

(接下页…) 

度他雄胺软胶囊 软胶囊 0.5mg*10粒/盒 盒

GlaxoSmithKline (Ireland) Limited

（GlaxoSmithKline

Pharmaceuticals S.A.）

3.1 7.483 -59%

度他雄胺软胶囊 软胶囊 0.5mg*10粒*1板/盒 盒 成都盛迪医药有限公司 3.31 7.483 -56%

多西他赛注射液 注射液 20mg*1瓶/盒 盒 江苏恒瑞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22.6 860 -97%

多西他赛注射液 注射液 20mg*1瓶/盒 盒 中国生物制药 29.8 860 -97%

0.5ml:20mg*1支/盒 ,另附

1支溶

剂1.5ml

多西他赛注射液 注射液 1ml:40mg*1支/盒 盒 齐鲁制药 92 1462 -94%

多西他赛注射液 注射液 20mg*1支/盒 盒 四川汇宇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58.8 860 -93%

多西他赛注射液 注射液 20mg*5瓶/盒 盒 江苏奥赛康药业有限公司 65 860 -92%

盐酸法舒地尔注射液 注射液 2ml:30mg*6支/盒 盒 成都苑东生物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1.73 40 -96%

盐酸法舒地尔注射液 注射液 2ml:30mg*5支/盒 盒 倍特药业 3.97 40 -90%

盐酸法舒地尔注射液 注射液 2ml:30mg*3支/盒 盒 天津红日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5.16 40 -87%

盐酸法舒地尔注射液 注射液 2ml:30mg*10支/盒 盒
扬子江药业集团广州海瑞药业有
限公司

8 40 -81%

2.5ml: 异 丙 托 溴 铵

0.5mg+沙丁胺

醇2.5mg*5支/盒

2.5ml: 异 丙 托 溴 铵

0.5mg+沙丁胺

醇 2.5mg*10支 /袋 *1 袋 /

盒
2.5ml: 异 丙 托 溴 铵

0.5mg+沙丁胺

醇2.5mg*10支/盒

2.5ml: 异 丙 托 溴 铵

0.5mg+沙丁胺

醇2.5mg*10支/盒

格列吡嗪控释片 控释片 5mg*7片/板*4板/盒 盒 北京红林制药有限公司 0.78 1.249 -38%

格列吡嗪控释片 控释片 5mg*7片/板*2板/盒 盒 南京易亨制药有限公司 0.99 1.249 -21%

格列吡嗪片 片剂 5mg*50片/瓶/盒 盒 远大医药（中国）有限公司 0.12 1.249 -91%

格列吡嗪片 片剂 5mg*24片/板*2板/盒 盒
珠海联邦制药股份有限公司中山
分公司

0.16 1.249 -87%

格隆溴铵注射液 注射液 1ml:0.2mg*5支/盒 盒 成都苑东生物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12.5 126 -90%

格隆溴铵注射液 注射液 1ml:0.2mg*5支/盒 盒 广东嘉博制药有限公司 39.9 126 -68%

注射用更昔洛韦 冻干粉针 0.25g*10瓶/盒 盒 武汉普生制药有限公司 12 77.1939 -84%

注射用更昔洛韦 冻干粉针 0.25g*10瓶/盒 盒 湖北科益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20 77.1939 -74%

注射用更昔洛韦 冻干粉针 0.25g*6瓶/盒 盒 扬子江药业集团有限公司 26 77.1939 -66%

枸橼酸氢钾钠颗粒 颗粒剂 2.4275g/2.5g*40袋/盒 盒 浙江施强制药有限公司 1.57 3.1438 -50%

枸橼酸氢钾钠颗粒 颗粒剂 2.4275g/2.5g*40袋/盒 盒 湖南九典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1.98 3.1438 -37%

枸橼酸氢钾钠颗粒 颗粒剂 97.1g/100g*1瓶/盒 盒
沈阳华泰药物研究有限公司 (沈阳

福宁药业有限公司受托生产）
87.56 125.75 -30%

注射用盐酸吉西他滨 冻干粉针 0.2g*5瓶/盒 盒 江苏豪森药业集团有限公司 8 135 -94%

注射用盐酸吉西他滨 冻干粉针 0.2g*8支/盒 盒 齐鲁制药 18.9 135 -86%

注射用盐酸吉西他滨 冻干粉针 0.2g*4支/盒 盒 仁合熙德隆药业有限公司 59.98 135 -56%

注射用盐酸吉西他滨 冻干粉针 0.2g*1瓶/盒 盒 中国生物制药 63.56 135 -53%

注射用盐酸吉西他滨 冻干粉针 0.2g*1瓶/盒 盒 浙江海正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64 135 -53%

注射用兰索拉唑 冻干粉针 30mg*10瓶/盒 盒 山东裕欣药业有限公司 3 40.4 -93%

注射用兰索拉唑 冻干粉针 30mg*10瓶/盒 盒 上海上药新亚药业有限公司 3.4 40.4 -92%

注射用兰索拉唑 冻干粉针 30mg*10瓶/盒 盒 江苏奥赛康药业有限公司 4.4 40.4 -89%

注射用兰索拉唑 冻干粉针 30mg*10瓶/盒 盒 成都百裕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4.5 40.4 -89%

29

23

24

25

26

27

28

-65%

吸入用复方异丙托溴铵
溶液

吸入用溶液
剂

盒 浙江福瑞喜药业有限公司 1.9 4.92 -62%

吸入用复方异丙托溴铵
溶液

吸入用溶液
剂

盒 四川普锐特药业有限公司 1.7 4.92

4.92 -80%

吸入用复方异丙托溴铵
溶液

吸入用溶液
剂

盒

健康元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深

圳太太药业有限公司，健康元海
滨药业有限公司受托生产）

1.5 4.92 -70%

30 860 -97%

21

22

吸入用复方异丙托溴铵
溶液

吸入用溶液
剂

盒
仁合利健制药（天津）有限公司
(河北仁合益康药业有限公司受托

生产）

0.97

19

20
多西他赛注射液 注射液 盒 扬子江药业集团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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盐酸乐卡地平片 片剂 10mg*7片/板*2板/盒 盒 深圳信立泰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2.39 4.1171 -42%

盐酸乐卡地平片 片剂 10mg*14片/盒 盒 安徽宏业药业有限公司 2.59 4.1171 -37%

利伐沙班片 片剂 10mg*30片/盒 盒
东莞市阳之康医药有限责任公司
(广东东阳光药业有限公司受托生

产）

0.2 27.6 -99%

利伐沙班片 片剂 10mg*5片/板*1板/盒 盒 吉林省博大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0.39 27.6 -99%

利伐沙班片 片剂 10mg*14片/板 ,2板/盒 盒 深圳信立泰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0.4 27.6 -99%

利伐沙班片 片剂 10mg*10片/板*3板/盒 盒 江苏中邦制药有限公司 0.44 27.6 -98%

利伐沙班片 片剂 10mg*10片/板*3板/盒 盒 苏州第三制药厂有限责任公司 0.46 27.6 -98%

利伐沙班片 片剂 10mg*14片/板*1板/盒 盒 吉林四环制药有限公司 0.5 27.6 -98%

利伐沙班片 片剂
10mg*20片/板 ,1板 /袋 ,1

袋/盒
盒 齐鲁制药 0.53 27.6 -98%

利伐沙班片 片剂 10mg*10片/板*3板/盒 盒 上海汇伦江苏药业有限公司 1.72 27.6 -94%

利伐沙班片 片剂 10mg*12片/板 ,1板/盒 盒
浙江金华康恩贝生物制药有限公
司

0.62 27.6 -98%

利伐沙班片 片剂 10mg*10片/板*3板/盒 盒

福建广生堂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南

京柯菲平盛辉制药有限公司受托
生产）

1.95 27.6 -93%

利伐沙班片 片剂 15mg*28片/盒 盒
东莞市阳之康医药有限责任公司
(广东东阳光药业有限公司受托生

产）

0.51 27.7429 -98%

利伐沙班片 片剂 15mg*10片/板*3板/盒 盒 上海汇伦江苏药业有限公司 0.9 27.7429 -97%

利伐沙班片 片剂
15mg*7片 /板 ,1 板 /袋 ,1

袋/盒
盒 齐鲁制药 1.12 27.7429 -96%

利伐沙班片 片剂 15mg*10片/板*3板/盒 盒
江苏柯菲平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南

京柯菲平盛辉制药有限公司受托
生产）

1.9 27.7429 -93%

利伐沙班片 片剂 15mg*30片/瓶 瓶 浙江华海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4.2 27.7429 -85%

利伐沙班片 片剂 15mg*7片/板 ,1板/盒 盒 南京海辰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10.33 27.7429 -63%

利伐沙班片 片剂 15mg*14片/板 ,1板/盒 盒 山东新时代药业有限公司 11.6 27.7429 -58%

利伐沙班片 片剂 15mg*14片/板*2板/盒 盒 苏州第三制药厂有限责任公司 11.35 27.7429 -59%

利伐沙班片 片剂 20mg*14片/板 ,2板/盒 盒 深圳信立泰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0.68 34.5986 -98%

利伐沙班片 片剂 20mg*30片/盒 盒
东莞市阳之康医药有限责任公司
(广东东阳光药业有限公司受托生

产）

0.8 34.5986 -98%

利伐沙班片 片剂
20mg*14片/板 ,1板 /袋 ,1

袋/盒
盒 齐鲁制药 1.63 34.5986 -95%

利伐沙班片 片剂 20mg*7片/板*3板/盒 盒 上海汇伦江苏药业有限公司 1.9 34.5986 -95%

利伐沙班片 片剂 20mg*10片/板*3板/盒 盒
江苏柯菲平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南

京柯菲平盛辉制药有限公司受托
生产）

3 34.5986 -93%

利伐沙班片 片剂 20mg*30片/瓶 瓶 浙江华海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5.2 34.5986 -85%

利伐沙班片 片剂 20mg*7片/板 ,1板/盒 盒 南京海辰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13.65 34.5986 -61%

硫辛酸注射液 注射液 12ml:300mg*5支/盒 盒 亚宝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6.85 55.91 -88%

硫辛酸注射液 注射液 12ml:300mg*5支/盒 盒 倍特药业 23.92 55.91 -57%

硫辛酸注射液 注射液 12ml:300mg*5支/盒 盒 四川美大康华康药业有限公司 24.25 55.91 -57%

硫辛酸注射液 注射液 12ml:300mg*5支/盒 盒 花园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24.61 55.91 -56%

盐酸罗哌卡因注射液 注射液 10ml:100mg*5支/盒 盒 广东嘉博制药有限公司 3.81 18.3 -79%

盐酸罗哌卡因注射液 注射液 10ml:100mg*5支/盒 盒 齐鲁制药 5 18.3 -73%

盐酸罗哌卡因注射液 注射液 10ml:100mg*50支/盒 盒 石家庄四药有限公司 5.5 18.3 -70%

盐酸罗哌卡因注射液 注射液 10ml:100mg*10支/盒 盒 瑞阳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5.86 18.3 -68%

盐酸罗哌卡因注射液 注射液 10ml:75mg*2支/盒 盒 浙江仙琚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4.98 14.6827 -66%

盐酸罗哌卡因注射液 注射液 10ml:100mg*5支/盒 盒 江苏恒瑞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8.4 18.3 -54%

35

30

31

32

33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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氯化钾缓释片 缓释片 0.5g*12片/板*4板/盒 盒 深圳市中联制药有限公司 0.4 0.4958 -25%

氯化钾缓释片 缓释片 0.5g*8片/板 ,6板/盒 盒 广州誉东健康制药有限公司 0.4 0.4958 -24%

氯化钾缓释片 缓释片 0.5g*12片/板*5板/盒 盒
上海海虹实业（集团）巢湖今辰
药业有限公司

0.48 0.4958 -3%

酒石酸美托洛尔片 片剂 50mg*10片*3板/盒 盒 远大医药（中国）有限公司 0.09 0.584 -85%

酒石酸美托洛尔片 片剂 50mg*12片/板*2板/盒 盒 烟台巨先药业有限公司 0.1 0.584 -83%

酒石酸美托洛尔片 片剂 25mg*10片/板*3板/盒 盒 石家庄以岭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0.06 0.3435 -82%

酒石酸美托洛尔片 片剂 50mg*20片/板/盒 盒 上海旭东海普药业有限公司 0.12 0.584 -80%

酒石酸美托洛尔片 片剂 25mg*30片/盒 盒 珠海同源药业有限公司 0.07 0.3435 -80%

酒石酸美托洛尔片 片剂 25mg*20片/板*3板/盒 盒 常州四药制药有限公司 0.07 0.3435 -78%

酒石酸美托洛尔片 片剂 25mg*20片/板/盒 盒 陕西步长高新制药有限公司 0.1 0.3435 -71%

米格列醇片 片剂 50mg*10片/板*3板/盒 盒 四川维奥制药有限公司 1.33 1.7233 -23%

米格列醇片 片剂 50mg*10片*3板/盒 盒

浙江医药股份有限公司(浙江医药

股份有限公司新昌制药厂受托生
产）

1.45 1.7233 -16%

米索前列醇片 片剂 0.2mg*3片/板*1板/盒 盒 浙江仙琚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1.35 1.6667 -19%

米索前列醇片 片剂 0.2mg*3片/板/盒 盒 华润紫竹药业有限公司 1.5 1.6667 -10%

米索前列醇片 片剂 0.2mg*3片/板*1板/盒 盒 武汉九珑人福药业有限责任公司 1.5 1.6667 -10%

盐酸帕洛诺司琼注射液 注射液 5ml:0.25mg*5支/盒 盒 杭州九源基因工程有限公司 4.9 90 -95%

盐酸帕洛诺司琼注射液 注射液 5ml:0.25mg*5支/盒 盒 江苏恒瑞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5.5 90 -94%

盐酸帕洛诺司琼注射液 注射液 5ml:0.25mg*1支/盒 盒
扬子江药业集团四川海蓉药业有
限公司

6.5 90 -93%

盐酸帕洛诺司琼注射液 注射液 5ml:0.25mg*5支/盒 盒 江苏奥赛康药业有限公司 6.6 90 -93%

盐酸帕洛诺司琼注射液 注射液 5ml:0.25mg*5支/盒 盒 齐鲁制药 15 90 -83%

盐酸帕洛诺司琼注射液 注射液 5ml:0.25mg*1支/盒 盒 辽宁海思科制药有限公司 17 90 -81%

沙格列汀片 片剂 5mg*10片/板/袋 ,3袋/盒 盒 齐鲁制药 1.66 7.9529 -79%

沙格列汀片 片剂 5mg*7片/板*1板/盒 盒
江苏奥赛康药业有限公司(扬州市

三药制药有限公司受托生产）
2.8 7.9529 -65%

沙格列汀片 片剂 5mg*7片/板*1板/盒 盒 中国生物制药 3 7.9529 -63%

沙格列汀片 片剂 2.5mg*7片/板*4板/盒 盒 江苏豪森药业集团有限公司 2 4.6782 -63%

盐酸文拉法辛缓释胶囊 缓释胶囊 75mg*7粒/板*1板/盒 盒 海南合瑞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2.38 7.165 -67%

盐酸文拉法辛缓释片 缓释片 75mg*30片/瓶 瓶 国药集团国瑞药业有限公司 2.28 7.165 -68%

盐酸文拉法辛缓释胶囊 缓释胶囊 75mg*7粒/板*2板/盒 盒 北京福元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2.6 7.165 -64%

盐酸文拉法辛缓释片 缓释片 75mg*28片/盒 盒 成都康弘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54 7.165 -65%

盐酸西那卡塞片 片剂 25mg*10片/板*3板/盒 盒
仁合益康集团有限公司(河北仁合

益康药业有限公司受托生产）
2.5 32.878 -92%

盐酸西那卡塞片 片剂 25mg*10片/板*2板/盒 盒 北京百奥药业有限责任公司 3 32.878 -91%

盐酸西那卡塞片 片剂 25mg*10片/板/盒 盒 南京恒生制药有限公司 3.78 32.878 -88%

盐酸西那卡塞片 片剂 25mg*10片/盒 盒

福建海西新药创制有限公司 (广东

安诺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受托生
产）

4.49 32.878 -86%

注射用胸腺法新 冻干粉针 1.6mg*8瓶/盒 盒
扬子江药业集团广州海瑞药业有
限公司

16 110 -86%

注射用胸腺法新 冻干粉针 1.6mg*2瓶/盒 盒
江苏诺泰澳赛诺生物制药股份有
限公司

15.88 110 -86%

注射用胸腺法新 冻干粉针 1.6mg*10瓶/盒 盒 深圳翰宇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24 110 -78%

注射用胸腺法新 冻干粉针 1.6mg*2瓶/盒 盒 海南双成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27.5 110 -75%

盐酸异丙嗪片 片剂 25mg*100片/瓶 瓶 常州康普药业有限公司 0.3 0.34 -24%

盐酸异丙嗪片 片剂 25mg*100片/瓶 瓶 天津力生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0.3 0.34 -22%

41

42

43

44

45

36

37

38

39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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吸入用异丙托溴铵溶液
吸入用溶液
剂

2ml:0.5mg*10支/盒 盒
仁合益康集团有限公司(河北仁合

益康药业有限公司受托生产）
0.97 4.368 -78%

吸入用异丙托溴铵溶液
吸入用溶液
剂

2ml:0.5mg*10支/袋*1袋/

盒
盒

健康元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深

圳太太药业有限公司，健康元海
滨药业有限公司受托生产）

1.09 4.368 -75%

吸入用异丙托溴铵溶液
吸入用溶液
剂

2ml:0.5mg*10支/盒 盒 四川普锐特药业有限公司 1.49 4.368 -66%

吸入用异丙托溴铵溶液
吸入用溶液
剂

2ml:0.5mg*8支 /板 *1板 /

盒
盒

武汉先路医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四川禾亿制药有限公司受托生

产）

1.7 4.368 -62%

脂肪乳氨基酸 (17)葡萄

糖(11%)注射液
注射液 1440ml*4袋/箱 箱 费森尤斯卡比华瑞制药有限公司 68.9 200.47 -66%

脂肪乳氨基酸 (17)葡萄

糖(11%)注射液
注射液 1440ml*4袋/箱 箱 科伦药业 74.8 200.47 -63%

脂肪乳氨基酸 (17)葡萄

糖(11%)注射液
注射液 1440ml*4袋/箱 箱 辽宁海思科制药有限公司 76.7 200.47 -62%

中 /长链脂肪乳注射液

（C8~24Ve）
注射液 250ml(20%)*30瓶/箱 箱 科伦药业 45.9 94.69 -52%

中 /长链脂肪乳注射液

（C8~24Ve）
注射液 250ml(20%)*20袋/箱 箱 广东嘉博制药有限公司 46.13 94.69 -51%

中 /长链脂肪乳注射液

（C8~24Ve）
注射液 250ml(20%)*20瓶/箱 箱 贝朗医疗（苏州）有限公司 47.1 94.69 -50%

注射用盐酸苯达莫司汀 冻干粉针 100mg*1瓶/盒 盒
Cephalon Inc.（Pharmachemie

B.V.）
786 3930.4 -80%

注射用盐酸苯达莫司汀 冻干粉针 25mg*1瓶/盒 盒 中国生物制药 395 1360 -71%

注射用盐酸苯达莫司汀 冻干粉针 25mg*1瓶/盒 盒 四川汇宇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499 1360 -63%

注射用盐酸苯达莫司汀 冻干粉针 25mg*1瓶/盒 盒 健进制药有限公司 572 1360 -58%

紫杉醇注射液 注射液 16.7ml:100mg*1瓶/盒 盒 扬子江药业集团有限公司 169 424.6336 -60%

紫杉醇注射液 注射液 5ml:30mg*1支/盒 盒 无锡紫杉药业有限公司 68 168.94 -60%

紫杉醇注射液 注射液 5ml:30mg*1瓶/盒 盒 四川汇宇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74 168.94 -56%

注射用阿奇霉素 冻干粉针 0.5g*10支/盒 盒
舒美奇成都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成

都通德药业有限公司受托生产）
7.4 69.3 -89%

注射用阿奇霉素 冻干粉针 0.5g*10支/盒 盒 国药集团国瑞药业有限公司 12 69.3 -83%

注射用阿奇霉素 冻干粉针 0.5g*10瓶/盒 盒 倍特药业 13.8 69.3 -80%

注射用阿奇霉素 冻干粉针 0.5g*10瓶/盒 盒 石药集团欧意药业有限公司 14.4 69.3 -79%

注射用阿奇霉素 冻干粉针 0.5g*10支/盒 盒 海南普利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18.9 69.3 -73%

注射用阿奇霉素 冻干粉针 0.5g*1瓶/盒 盒 海南海灵化学制药有限公司 20.21 69.3 -71%

吸入用布地奈德混悬液 吸入混悬液 2ml:1mg*30支/盒 盒 四川普锐特药业有限公司 2.8 14.036 -80%

吸入用布地奈德混悬液 吸入混悬液 2ml:1mg*5支/袋*6袋/盒 盒 长风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3.2 14.036 -77%

吸入用布地奈德混悬液 吸入混悬液 2ml:1mg*10支/盒 盒
健康元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深

圳太太药业有限公司，健康元海
滨药业有限公司受托生产）

3.4 14.036 -76%

吸入用布地奈德混悬液 吸入混悬液 2ml:1mg*5支/袋*6袋/盒 盒 中国生物制药 5.7 14.036 -60%

100ml:氟康唑 0.2g与氯

化钠

0.9g*1瓶/盒

100ml:氟康唑 0.2g与氯

化钠

0.9g*80袋/箱

100ml:氟康唑 0.2g与氯

化钠

0.9g*1袋

45.15 130.8993 -66%

130.8993 -72%

氟康唑氯化钠注射液 注射液 箱 石家庄四药有限公司 45 130.8993 -66%53

氟康唑氯化钠注射液 注射液 盒 扬子江药业集团有限公司 37

氟康唑氯化钠注射液 注射液 袋 科伦药业

47

48

49

50

51

52

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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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ml:利奈唑 胺 200mg

与葡萄糖

4.57g*30袋/箱

300ml:利奈唑 胺 600mg

与葡萄糖

13.7g*30袋/箱

100ml:利奈唑 胺 200mg

与葡萄糖

4.57g*60袋/箱

盐酸莫西沙星滴眼液 滴眼剂 3ml:15mg*1支/盒 盒 科伦药业 10.28 20.6961 -50%

盐酸莫西沙星滴眼液 滴眼剂 5ml:25mg*1瓶/盒 盒 华润紫竹药业有限公司 23.9 30.6 -22%

替硝唑片 片剂 0.5g*10片/板*2板/盒 盒 科伦药业 1.3 1.5 -15%

替硝唑片 片剂 0.5g*8片/板*1板/盒 盒 丽珠集团丽珠制药厂 1.36 1.5 -9%

注射用头孢呋辛钠 溶媒结晶 0.75g*10瓶/盒 盒
广州白云山天心制药股份有限公
司

9 20.94 -59%

注射用头孢呋辛钠 普通粉针 0.75g*10瓶/盒 盒 山东润泽制药有限公司 8 20.94 -62%

注射用头孢呋辛钠 普通粉针 0.75g*10支/盒 盒 深圳信立泰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9 20.94 -55%

注射用头孢呋辛钠 普通粉针 0.75g*10瓶/盒 盒 浙江惠迪森药业有限公司 10 20.94 -53%

注射用头孢曲松钠 溶媒结晶 0.25g*10瓶/盒 盒
国药集团致君（深圳）制药有限
公司

1 6.8858 -82%

注射用头孢曲松钠 溶媒结晶 0.25g*10瓶/盒 盒
石药集团中诺药业（石家庄）有
限公司

2 6.8858 -78%

注射用头孢曲松钠 溶媒结晶 1g*10瓶/盒 盒 科伦药业 2 19.9 -91%

注射用头孢曲松钠 溶媒结晶 0.5g*10瓶/盒 盒 齐鲁制药 2 11.7059 -81%

注射用头孢曲松钠 溶媒结晶 1g*10瓶/盒 盒 深圳立健药业有限公司 3 19.9 -87%

注射用头孢曲松钠 溶媒结晶 1g*10瓶/盒 盒 山西普德药业有限公司 3 19.9 -86%

注射用头孢曲松钠 溶媒结晶 1g*10瓶/盒 盒 山东润泽制药有限公司 3 19.9 -86%

注射用头孢曲松钠 溶媒结晶 1g*10瓶/盒 盒 上海欣峰制药有限公司 3 19.9 -85%

注射用头孢曲松钠 溶媒结晶 0.5g*10瓶/盒 盒 海南海灵化学制药有限公司 3 11.7059 -75%

注射用头孢曲松钠 溶媒结晶 0.5g*10瓶/盒 盒 倍特药业 3 11.7059 -75%

注射用头孢他啶 溶媒结晶 1g*10瓶/盒 盒 齐鲁制药 6 34.901 -83%

注射用头孢他啶 溶媒结晶 0.5g*10瓶/盒 盒 浙江巨泰药业有限公司 5 20.53 -74%

注射用头孢他啶 溶媒结晶 0.5g*10瓶/盒 盒 福安药业集团 6 20.53 -72%

注射用头孢他啶 溶媒结晶 0.5g*10瓶/盒 盒 倍特药业 6 20.53 -70%

注射用头孢他啶 溶媒结晶 1g*10瓶/盒 盒 海南合瑞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9 34.901 -73%

注射用头孢他啶 溶媒结晶 0.5g*10瓶/盒 盒 海南海灵化学制药有限公司 7 20.53 -68%

注射用头孢他啶 溶媒结晶 1g*10瓶/盒 盒 深圳华润九新药业有限公司 10 34.901 -72%

注射用头孢他啶 溶媒结晶 1g*10瓶/盒 盒 广东金城金素制药有限公司 10 34.901 -71%

注射用头孢他啶 溶媒结晶 1g*10瓶/盒 盒 科伦药业 11 34.901 -69%

注射用头孢他啶 溶媒结晶 1g*10瓶/盒 盒 海南通用三洋药业有限公司 12 34.901 -67%

注射用头孢唑林钠 溶媒结晶 0.5g*10瓶/盒 盒
浙江华润三九众益制药有限公司
(深圳华润九新药业有限公司受托

生产）

4 29.8 -86%

注射用头孢唑林钠 普通粉针 0.5g*10瓶/盒 盒
石药集团中诺药业(石家庄)有限

公司
3 29.8 -90%

注射用头孢唑林钠 普通粉针 1g*10瓶/盒 盒 齐鲁制药 11 50.66 -79%

注射用头孢唑林钠 普通粉针 1g*10瓶/盒 盒 广东金城金素制药有限公司 15 50.66 -71%

注射用头孢唑林钠 普通粉针 0.5g*10瓶/盒 盒 倍特药业 11 29.8 -64%

60

-84%

55

56

57

58

59

利奈唑胺葡萄糖注射液 注射液 箱 中国生物制药 23.6 145.4063

-91%

利奈唑胺葡萄糖注射液 注射液 箱 科伦药业 47 337.16 -86%54

利奈唑胺葡萄糖注射液 注射液 箱 江苏豪森药业集团有限公司 12.8 145.40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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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国家联合采购办公室、浦银国际 

  

100ml:左氧氟沙星 0.5g

与氯化钠

0.9g*1袋

100ml:左氧氟沙星 0.5g

与氯化钠

0.9g*60袋/箱

100ml:左氧氟沙星 0.5g

与氯化钠

0.9g*1袋/盒

100ml:左氧氟沙星 0.5g

与氯化钠

0.9g*1袋

100ml:左氧氟沙星 0.5g

与氯化钠

0.9g*60袋/箱

100ml:左氧氟沙星 0.5g

与氯化钠

0.9g*1袋

-54%

左氧氟沙星氯化钠注射
液

注射液 袋 西南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33.7 68 -51%

左氧氟沙星氯化钠注射
液

注射液 箱

广东赛烽医药科技有限公司(广州

绿十字制药股份有限公司受托生
产）

32 68

29.8 68 -56%

左氧氟沙星氯化钠注射
液

注射液 袋 山东齐都药业有限公司 30.8 68 -55%

17.5 68 -74%

左氧氟沙星氯化钠注射
液

注射液 箱 华夏生生药业（北京）有限公司 30 68 -57%

61

左氧氟沙星氯化钠注射
液

注射液 袋

浙江医药股份有限公司(浙江医药

股份有限公司新昌制药厂受托生
产）

左氧氟沙星氯化钠注射
液

注射液 盒 科伦药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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浦银国际或其任何董事及/或雇员对投资者因使用本报告或依赖其所载信息而引起的一切可能损失，概不承担任何法律
责任。 
 
浦银国际证券建议投资者应独立地评估本报告内的资料，考虑其本身的特定投资目标、财务状况及需要，在参与有关
报告中所述公司之证劵的交易前，委任其认为必须的法律、商业、财务、税务或其它方面的专业顾问。惟报告内所述
的公司之证券未必能在所有司法管辖区或国家或供所有类别的投资者买卖。对部分的司法管辖区或国家而言，分发、
发行或使用本报告会抵触当地法律、法则、规定、或其它注册或发牌的规例。本报告不是旨在向该等司法管辖区或国
家的任何人或实体分发或由其使用。 
 
美国 
 
浦银国际不是美国注册经纪商和美国金融业监管局(FINRA)的注册会员。浦银国际证券的分析师不具有美国金融监管局
(FINRA)分析师的注册资格。因此，浦银国际证券不受美国就有关研究报告准备和分析师独立性规则的约束。 
 
本报告仅提供给美国 1934 年证券交易法规则 15a-6 定义的“主要机构投资者”，不得提供给其他任何个人。接收本报告
之行为即表明同意接受协议不得将本报告分发或提供给任何其他人。接收本报告的美国收件人如想根据本报告中提供
的信息进行任何买卖证券交易，都应仅通过美国注册的经纪交易商来进行交易。 
 
英国 
 
本报告并非由英国 2000 年金融服务与市场法(经修订)( 「FSMA」)第 21 条所界定之认可人士发布,而本报告亦未经其批
准。因此，本报告不会向英国公众人士派发，亦不得向公众人士传递。本报告仅提供给合资格投资者(按照金融服务及
市场法的涵义) ，即(i)按照 2000 年金融服务及市场法 2005 年(金融推广)命令(「命令」)第 19(5)条定义在投资方面拥有
专业经验之投资专业人士或(ii)属于命令第 49(2)(a)至(d)条范围之高净值实体或(iii)其他可能合法与之沟通的人士(所有
该等人士统称为「有关人士」)。不属于有关人士的任何机构和个人不得遵照或倚赖本报告或其任何内容行事。 
 
本报告的版权仅为浦银国际证券所有，未经书面许可任何机构和个人不得以任何形式转发、翻版、复制、刊登、发表
或引用，浦银国际证券对任何第三方的该等行为保留追述权利，并且对第三方未经授权行为不承担任何责任。 
 
权益披露 
1) 浦银国际并没有持有本报告所述公司的财务权益或持有股份。 
2) 浦银国际跟本报告所述公司在过去 12 个月内并没有任何投资银行业务的关系。 
3) 浦银国际并没有跟本报告所述公司为其证券进行庄家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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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级定义 

证券评级定义: 

“买入”：未来 12 个月，预期个股表现超过同期其所属的行业指数 

“持有”：未来 12 个月，预期个股表现与同期所属的行业指数持平 

“卖出”：未来 12 个月，预期个股表现逊于同期其所属的行业指数 

 

行业评级定义（相对于 MSCI 中国指数）： 

“超配”：未来 12 个月优于 MSCI 中国 10%或以上 

“标配”：未来 12 个月优于/劣于 MSCI 中国少于 10% 

“低配”：未来 12 个月劣于 MSCI 中国超过 10% 

 

分析师证明 

本报告作者谨此声明：（i）本报告发表的所有观点均正确地反映作者有关任何及所有提及的证券或发行人的个人观点，

并以独立方式撰写 ii）其报酬没有任何部分曾经，是或将会直接或间接与本报告发表的特定建议或观点有关；（iii）该

等作者没有获得与所提及的证券或发行人相关且可能影响该等建议的内幕信息／非公开的价格敏感数据。 

 

本报告作者进一步确定（i）他们或其各自的关联人士（定义见证券及期货事务监察委员会持牌人或注册人操守准则）

没有在本报告发行日期之前的 30 个历日内曾买卖或交易过本报告所提述的股票，或在本报告发布后 3 个工作日（定

义见《证券及期货条例》（香港法例第 571 章））内将买卖或交易本文所提述的股票；（ii）他们或其各自的关联人士并

非本报告提述的任何公司的雇员；及（iii）他们或其各自的关联人士没有拥有本报告提述的证券的任何金融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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