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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告导读： 

公司复方血栓通受益于三七价格下降，业绩有望进一步体现，随着招标推进和适应症

拓展，增速有望提升。公司未来将重点布局眼科领域，产品线有望快速丰富。 

事件： 

[Table_Summary]  近期我们调研了公司，进一步了解公司未来的产品布局。 

评论： 

 立足复方血栓通，逐步布局眼科领域，维持增持评级。公司复方血栓

通受益于三七价格下降，业绩有望进一步体现，随着招标推进和适应

症拓展，增速有望提升。公司未来将重点布局眼科领域，自主研发+

外延整合，产品线有望快速丰富。维持盈利预测 2014~2016 年 EPS 

0.65、0.85、1.15 元，对应增速 28%、30%、35%。维持目标价 26 元，

对应 2015 年 PE 31X。 

 受益三七价格下降，期待未来招标放量。三七价格降幅超出市场预期，

三七（无数头）1~9 月均价约 270 元/kg，10 月价格已降至 110 元/kg

左右，由于供给过剩，预计短期内价格保持低位震荡，考虑到三七价

格反映到业绩上有一定的延时，预计 4 季度和 2015 年三七价格下降

在业绩上的体现将更加明显，2015 年按照 400 吨用量计算可增加净利

润约 8600 万元。复方血栓通目前在广东、北京、上海、山东、青海、

吉林、宁夏 7 个省份基药中标，尚有 20 多个省份尚无进展或正在进

行，若能在 2015 年 6 月前完成，将对复方血栓通的增速有较大提振。 

 新适应症拓展延长增长期。复方血栓通最初的适应症为血瘀兼气阴两

虚证的视网膜静脉阻塞，之后增加血瘀兼气阴两虚的稳定性劳累型心

绞痛，2014 年 9 月获得增加适应症脑梗死兼气阴两虚证的临床批件，

同时将增加临床使用疗程。预计 2016 年上半年可完成临床试验，新

适应症的增加有望提升复方血栓通增速。 

 眼科领域是未来重点布局方向，研发+并购丰富产品线。公司通过复

方血栓通的多年经营，已经在眼科领域积累了丰富的销售资源，未来

有望通过自主研发和外延并购不断丰富产品线。（1）自主研发：公司

目前在研的眼科药品包括苯磺酸贝托斯汀滴眼液、盐酸莫西沙星滴眼

液、加替沙星滴眼液、地夸磷索钠滴眼液 4 个 3 类新药；（2）外延并

购：广东省食药监局的先行先试政策为新药技术转让创造了便利，目

前已经通过该通道完成了富马酸氯马斯汀口服液（用于过敏性鼻炎、

荨麻疹等疾病）的批文转让，预计公司未来还将通过外延不断引进眼

科药物品种。 

 风险提示：三七价格波动风险；基药招标进度低于预期。 

 
 

[Table_Invest] 评级： 增持 
 上次评级： 增持 

目标价格： 26.00 

 上次预测： 26.00 

当前价格： 20.84 

2014.11.21 

 

[Table_Market] 交易数据 

52 周内股价区间（元） 17.82-24.42 

总市值（百万元） 7,684 

总股本/流通 A 股（百万股） 369/229 

流通 B 股/H 股（百万股） 0/0 

流通股比例  62% 

日均成交量（百万股） 4.01 

日均成交值（百万元） 85.10 

 

[Table_PicQuote] 
52周内股价走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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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_Report] 相关报告 

《三七价格下降 ,业绩弹性有望逐步提现》

2014.10.28 

《复方血栓通终端增速稳定，静待基药放量》
2014.08.14 

《成本下降提升效益，基药潜力有待发掘》
2014.08.05 

《行业增长稳定,政策趋向温和》2014.05.20 

《立足省内，努力拓展省外市场》2009.1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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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级说明 

   评级 说明 

1.投资建议的比较标准 

投资评级分为股票评级和行业评级。 

以报告发布后的 12个月内的市场表现为

比较标准，报告发布日后的 12个月内的

公司股价（或行业指数）的涨跌幅相对

同期的沪深 300 指数涨跌幅为基准。 

股票投资评级 

增持 相对沪深 300 指数涨幅 15%以上 

谨慎增持 相对沪深 300 指数涨幅介于 5%～15%之间 

中性 相对沪深 300 指数涨幅介于-5%～5% 

减持 相对沪深 300 指数下跌 5%以上 

2.投资建议的评级标准 

报告发布日后的 12 个月内的公司股价

（或行业指数）的涨跌幅相对同期的沪

深 300 指数的涨跌幅。 

行业投资评级 

增持 明显强于沪深 300 指数 

中性 基本与沪深 300 指数持平 

减持 明显弱于沪深 300 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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