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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本期核心观点：IVD指数微跌，二代测序应用或将提速 

上周关注点有两个，一是 IVD 指数抗跌能力初显；二是达安基因取得高通量测序证书，坚定看好行业发展空

间。 

上周受大盘和医药生物板块拖累，IVD 指数处于微调盘整阶段，但跌幅不及医药生物及其二级子行业，显示

了 IVD 指数的抗跌能力。随着本期内关于二代测序相关信息的公开，我们预计二代测序产业化进程将有望加

快，以二代测序为代表的 IVD 行业将继续成为明年医药行业的投资热点。我们之所以判断二代测序发展或将

提速，是基于这样的考虑，达安基因继华大之后取得了无创产筛二代测序证书，未来贝瑞和康和博奥生物等

公司可能将陆续取得证书。一方面这些公司的产品正式进入商业化环节，推动市场扩容；另一方面，随着二

代测序技术在产前筛查领域应用的发展，可能也将对其在遗传学领域的其他项目开发，以及在肿瘤和心血管

领域的应用起到间接的促进作用。所以我们做出这样的判断。 

在公司方面，我们重点推荐的达安基因于 11 月 6 日发布公告称，公司申请的胎儿染色体非整倍体 21 三体、

18 三体和 13 三体检测试剂盒（半导体测序法）和基因测序仪两个产品获得了医疗器械注册证，成为继华大

基因之后国内第二个取得产品证书的企业，拿证速度超过我们预期。我们注意到：一是上市公司为是本次申

报的主体，公司旗下子公司众多，其中一些是项目公司，他们是上市公司技术平台有机组成部分，上市公司

取得了高通量测序产品证书，就已经体现了子公司的价值；二是二代测序将是医药行业长期热点领域，我们

基于对国内体外诊断市场的深入研究，认为 IVD 行业整体将保持长期快速增长趋势，我们最看好分子诊断的

前景，特别是以高通量测序技术为代表的新型分子诊断技术在临床的应用，而华大基因和达安基因已经取得

了证书，我们估计未来贝瑞和康和博奥生物等公司也将陆续取得证书，产业化速度进程加快，所以我们判断

明年二代测序将依然是医药行业投资的热点；三是遗传学领域将是未来高通量测序技术主要用武之地之一，

我们认为未来高通量测序的主要应用将集中在遗传学、肿瘤和心脑血管领域，而 21 三体综合征是遗传学领

域的一个检测项目，未来在这一领域的应用拓展空间还有很大，我们大胆推测，下一个类似唐筛的二代测序

项目可能也会出现在遗传学检测领域，同时，二代测序在肿瘤和心脑血管领域产业化进程可能也会提速。 

图表 1：IVD 行业指数样本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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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WIND，东兴证券研究所 

图表 2：二代测序主要应用领域预测 

 

数据来源：WIND，东兴证券研究所 

 

 

序号 公司代码 公司名称 所在领域

1 002030.SZ 达安基因 分子诊断，ICL

2 002022.SZ 科华生物 全产品线

3 300244.SZ 迪安诊断 ICL，罗氏代理商

4 300289.SZ 利 德 曼 生化

5 300318.SZ 博晖创新 微量元素

6 300030.SZ 阳普医疗 采血管，代理

7 300298.SZ 三诺生物 血糖（POCT）

8 600587.SH 新华医疗 生化，代理

9 002432.SZ 九安医疗 血糖，可穿戴

10 002223.SZ 鱼跃医疗 血糖（POCT）

11 002584.SZ 西陇化工 生化

12 300396.SZ 迪瑞医疗 生化诊断，尿检

13 300406.SZ 九强生物 生化诊断

14 安图生物 免疫诊断、生化诊断

15 万孚生物 POCT

16 600056.SH 中国医药 贝克曼代理商

17 600079.SH 人福医药 罗氏代理商

18 600196.SH 复星医药 通过控股参股公司覆盖诊断业务

19 000513.SZ 丽珠集团 免疫诊断等

20 300206.SZ 理邦仪器 POCT

21 002370.SZ 亚太药业 生化诊断

22 600645.SZ 中源协和 生化诊断（代理商，自产）

23 300216.SZ 千山药机 高通量基因芯片

24 002118.SZ 紫鑫药业 二代测序仪器

25 300016.SZ 北陆药业 二代测序应用

26 300018.SZ 中元华电 生化诊断

27 300151.SZ 昌红科技 真空采血管、基因存储板

28 300012.SZ 华测检测 医学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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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非IVD指数公司

拟加入IVD指数

部分拟上市IVD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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肿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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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IVD 指数和行业指数运行情况 

截至上周收盘，IVD 行业指数报收于 3012.30 点，周涨跌幅为-1.00%。同期沪深 300 周涨跌幅-0.25%，中小

板指数周涨跌幅为-1.11%，创业板指数周涨跌幅为 0.62%，SW 医药周涨跌幅为-1.84%。IVD 指数虽然上周报

跌，但跌幅小于医药生物及其二级行业板块。 

图表 3：IVD 行业指数走势 

 

数据来源：WIND，东兴证券研究所 

同时，上周 IVD 行业市值较上周略有回落最后报收于 991.21 亿元，因为医药生物上周也处于回调盘整阶段，

IVD 行业市值占医药行业总市值的比率依然维持在 5.10%的水平。 

图表 4：IVD 行业市值，以及在医药行业的占比 



 

东兴证券事件点评 
医药行业：IVD 指数微跌，二代测序应用或将提速 P4 

 

 

敬请参阅报告结尾处的免责声明 东方财智 兴盛之源 

DONGXING SECURITIES

 

数据来源：WIND，东兴证券研究所 

二级子行业方面，IVD 跌幅最小，化学制药紧跟其后，而其他行业跌幅都接近或超过 2%。 

图表 5: 二级子行业周涨幅情况 

 

 

数据来源：WIND，东兴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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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报告期收盘，IVD 行业指数相对于原点的累计涨幅依然维持在 200%以上，为 201.23%，同期沪深 300 指

数累计上涨 8.85%，创业板指数同期累计上涨 115.33%；SW 医药生物指数累计上涨 82.10%，医疗器械板块累

计涨幅为 154.06%。 

图表 6：IVD 指数累计涨幅 

数据来源：WIND，东兴证券研究所 

3、行业估值溢价率情况 

截至报告期收盘，IVD行业指数的估值（历史 TTM-整体法）为 59.91倍，相对于沪深 300指数的估值溢

价率为 511.48%，相对于中小板指数的估值溢价率为 38.70%，相对于创业板指数估值溢价率为-15.30%，

相对于 SW医药生物指数的估值溢价率为 40.75%。 

图表 7：IVD 指数样本估值（TTM）（蓝、红分别为中小板和创业板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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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WIND，东兴证券研究所 

图表 8：IVD 指数估值溢价率 

 

数据来源：WIND，东兴证券研究所 

图表 9：IVD 行业指数相对于创业板指数的估值溢价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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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WIND，东兴证券研究所 

4、报告期 IVD 指数样本运行情况 

本月 IVD行业指数样本中，西陇化工和利德曼分别以 5.55%和 3.40%的唯二的正增长排名涨幅榜前两位，

而九安医疗、达安基因和鱼跃医疗则跌幅居前，分别下跌了 4.03%、4.01%和 3.70%。基因诊断概念股千

山药机和紫鑫药业上周的涨跌幅分别为-1.09%和-0.18%。 

图表 10：指数样上周涨幅情况 

  

  数据来源：WIND，东兴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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