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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告导读： 

预计 2014 年公司主要品种的增速延续前 3 季度的良好增长态势，浙江省招标方案的

影响需要等待落地，结果可能好于预期。 

事件： 

[Table_Summary]  近期我们调研了公司，了解公司各项业务的进展。 

评论： 

 主要品种均保持快速增长，维持公司增持评级。预计 2014 年公司主

要品种的增速延续前 3 季度的良好增长态势，维持公司 2014~2016 年

EPS 1.78、2.59、3.22 元，维持目标价 73 元，对应 2015 年 PE 28X，

维持增持评级。 

 公司主要品种保持快速增长。预计公司核心品种百令胶囊 2014 年增

长 30%左右，阿卡波糖增长 40%左右，泮托拉唑增长约 20%，胶囊增

速要好于粉针，免疫抑制剂整体增速有望达到 20%。由于 2015 年百

令胶囊产能受限，预计增速 25%~30%，2016 年新产能投产后产能瓶

颈将解除，阿卡波糖凭借在基层的优势，有望保持 40%的增长。 

 浙江招标方案的影响有待观察。根据我们的测算，在浙江已公布的招

标方案之下，百令胶囊降价约 11%，阿卡波糖降价约 3%，泮托拉唑

粉针降价约 12%，但最终降价幅度要等待浙江省招标结果落地，可能

会好于预期。百令胶囊新进浙江省基药增补，预计招标采购带来的销

量增长能超过降价带来的影响。 

 停止死刑犯器官使用短期内将对公司免疫抑制剂产品线造成一定冲

击。从 2015 年 1 月 1 日起，中国将停止使用死刑犯器官进行器官移

植，预计中国目前移植器官的 1/3 至 1/2 来自死刑犯，这一来源被堵

将对公司免疫抑制剂产品线造成一定影响，我们预计公司免疫抑制剂

产品线增速短期将会放缓。公司免疫抑制剂占工业收入的约 20%，由

于百令胶囊和阿卡波糖增速更高，这一占比还会缓慢下降，因此影响

程度有限，随着新适应症（自身免疫疾病）的拓展以及自愿捐献器官

人数的上升，免疫抑制剂产品的中长期潜力仍然巨大。 

 公司债发行已获批，未来可能进行股权融资。公司发行 10 亿元公司

债近期已获证监会审批通过，预计上半年将发行，考虑到公司江东基

地建设投资、收购中美华东剩余款项的支付以及公司医药商业对资金

的占用，我们预计 10 亿元公司债难以满足公司对资金的需求，未来

进行再融资的可能性较大。 

风险提示：招标降价风险，医保控费风险。 

 
 

[Table_Invest] 评级： 增持 
 上次评级： 增持 

目标价格： 73.00 

 上次预测： 73.00 

当前价格： 57.86 

2015.01.22 

 

[Table_Market] 交易数据 

52 周内股价区间（元） 41.12-62.91 

总市值（百万元） 25,115 

总股本/流通 A 股（百万股） 434/434 

流通 B 股/H 股（百万股） 0/0 

流通股比例  100% 

日均成交量（百万股） 2.92 

日均成交值（百万元） 157.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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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_Report] 相关报告 

《中美华东延续高增长趋势》2014.10.20 

《扩充基层队伍，备战基层市场》2014.08.24 

《中美华东持续高增长，平台优势显现》

2014.08.15 

《股改问题顺利解决，发展瓶颈解除》
2014.07.09 

《新方案，新希望》2014.06.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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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浙江省招标方案影响有待观察 

公司百令胶囊、阿卡波糖和泮托拉唑粉针 3 个重点品种为浙江省配送金

额前 200 名的品种，受浙江省招标方案的影响较大。百令胶囊和阿卡波

糖属于浙江集中采购第一批，经过我们测算，若按招标方案严格执行，

百令胶囊的降价幅度约 11%（基准价较浙江省之前价格降 6%+前 50 名

降 5%），阿卡波糖降价幅度较小，为 3%（101~150 名降 3%）。泮托拉

唑粉针属于集中采购第二批，降价幅度约 12%（在现有价格基础上降

10%作为参考价+151~200 名降 2%）。 

 

最终降价幅度要等待浙江省招标结果落地，可能会好于预期。百令胶囊

为新进浙江省基药增补，预计招标采购带来的销量增长能超过降价带来

的影响。 

 

表 1: 中美华东 3 个品种进入 2013 浙江省配送金额前 200 名 

排名 通用名 剂型 规格 采购批次 所属目录 

25 百令胶囊 硬胶囊剂 0.5g 第一批 
浙江省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基本药

物目录外常用药品清单（暂定） 

142 阿卡波糖 素片 50mg 第一批 2012 版基药目录 

169 
注射用泮托拉

唑钠 

冻干粉针

剂 
40mg 第二批 第一批目录之外 

资料来源：浙江药械采购平台，国泰君安证券研究 

 

 

2. 股改遗留问题解决，已打通股权融资通道  

 

2014 年 7 月 8 日,公司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控股股东

远大集团申请豁免资产注入承诺及对公司提供财务支持的议案》，股改

遗留问题解决。按照议案，远大集团将向公司提供两项财务支持：（1）

1 年期 2 亿元无偿贷款；（2）公司 12 个月内发行公司债，将提供 10 亿

元公司债无偿担保。 

 

表 2：公司股改问题发展历程 

时间 事件 

2006 年 

远大集团对华东医药做出资产注入承诺,将雷允上

药业 70%股权、武汉远大制药集团有限公司 70.98%

股权、远大蜀阳药业 40%股权以公允价格注入上市

公司 

2007 年 8 月 远大集团提出资产注入方案 

2007 年 8 月 15 日 公司董事会否决远大集团提出的资产注入方案 

2014 年 4 月 17 日 远大集团申请豁免资产注入承诺,并承诺若获通过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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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内不减持华东医药股票,支持公司发展,上述申请

获公司董事会通过 

2014 年 4 月 28 日 公司股东大会否决远大集团上述豁免申请 

2014 年 6 月 

远大集团再次申请豁免资产注入承诺,若获通过将

为公司无偿提供 1 年期 2 亿元无偿借款,以及 10 亿

元信用担保 

2014 年 7 月 8 日 
临时股东大会通过了远大集团申请豁免资产注入承

诺及对公司提供财务支持的议案 

资料来源：公司公告，国泰君安证券研究 

 

股改问题的顺利解决，打通了公司股权融资的通道，对于解除公司的资

金瓶颈和降低财务费用意义重大。公司收购中美华东剩余股权，尚需支

付 4.5 亿元剩余款项，江东基地一期项目（约 96 亩，10.5 亿投资）2014

年 2 月已经正式开工，预计 2016 年投产，投产之前预计还需要投资 4-5

亿元，考虑到公司医药商业对资金占用较多，且按照规划，未来江东基

地二期项目占地约 220 亩，对比一期项目，预计二期项目对资金的需求

在 20亿以上，我们认为公司 10亿元公司债难以满足公司对资金的需求，

未来可能还会进行股权融资。 

 

过去 3 年，公司财务费用每年都在 1 亿元以上，对公司利润的侵蚀严重，

若未来通过股权融资降低负债，有望进一步释放利润，提升公司业绩。 

 

图 1：公司财务费用高企 

 

资料来源：公司公告，国泰君安证券研究 

 

 

3. 维持公司增持评级 

 

预计 2014 年公司主要品种的增速延续前 3 季度的良好增长态势，维持

公司 2014~2016 年 EPS 1.78、2.59、3.22 元，维持目标价 73 元，对

应 2015 年 PE 28X，维持增持评级。 



                                                      华东医药（000963） 

请务必阅读正文之后的免责条款部分                                                         4 of 4 

本公司具有中国证监会核准的证券投资咨询业务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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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特此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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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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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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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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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投资评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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