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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dustries 产经新闻

新版基本药物目录引发市场变局

上榜药企将成功敲开基层医疗市场大门

独家中成药品种将成为最大赢家

□

本报记者 刘兴龙

期盼已久的新版《国家基本

药物目录》揭开面纱，

520

个品种

入选，品种数量相比

2009

版新增

六成。

18

日，以岭药业、信邦制药

等公告主要品种跻身基药目录

的上市公司受到二级市场热捧。

19

日，西藏药业、中恒集团等公

司又纷纷公告所产药品入选目

录。 一时间，入选基药目录的捷

报频传。

分析人士指出， 入选基药目

录， 企业或可成功敲开基层医疗

机构市场大门， 有望带来产品销

量的大幅增长。 但是，医药消费的

“蛋糕”并不会因此做大，医药市

场将不可避免地出现洗牌。 入选

目录的独家中成药品种将成为最

大赢家， 而相同疗效品种之间的

竞争将大大增加。

分食基层医疗市场

18

日中午，以岭药业、信邦制

药同时发布公告，分别有

4

种产品

和

17

种产品入选基本药物目录。

从二级市场走势看， 上榜基药目

录的效应十分明显， 信邦制药全

日高位振荡，上涨

7.06%

；以岭药

业涨幅为

4.37%

。

卫生部

3

月

15

日正式公布 《国

家基本药物目录》

(2012

年版

)

，并宣

布将于今年

5

月

1

日起施行。新版目

录分化学药品和生物制品、 中成

药、中药饮片三个部分，与

2009

年

版相比， 新版目录由原来的

307

种

扩至

520

种，扩容逾六成，补充了抗

肿瘤和血液病用药，并充实了儿童

专用药品、剂型和规格。

许多医药企业将进入基药目

录看作重要的营销门槛， 例如

18

日强势涨停的沃华医药， 其主打

品种心可舒片占到公司营收的

90%

以上， 在两度冲击基药目录

失败之后， 如今终于入选新版基

药目录。 此前，沃华医药经过多年

努力， 让心可舒片先后进入了福

建、天津、山东、北京等

9

个省份的

基药增补目录。

之所以药企对于基药目录如

此重视，主要是对基层医疗卫生机

构的第三终端市场十分看重。在国

内的医疗体制中， 相比于

2

万余家

的各级医院，

90

余万家基层医疗机

构承担着人民群众更多的医疗服

务需求。 只有入选基药目录，售价

较高的肿瘤和血液制品，以及独家

中成药产品才有可能进入基层医

疗卫生机构的采购体系。

虽然本次卫生部并未公布具

体使用比例， 但今年

1

月

7

日在全

国卫生工作会议上， 时任卫生部

部长陈竺表示， 基层医疗卫生机

构要全部配备使用基本药物；二

级医院基本药物使用量和销售额

都应达到

40%

—

50%

，其中县级医

院综合改革试点县的二级医院应

达到

50%

左右， 三级医院基本药

物销售额要达到

25%

—

30%

。

一位医药行业研究人员指

出，进入新版《国家基药目录》，对

于医药生产企业来说是有利的，

但也同时会考验企业的产能规

模、营销策略、分销渠道等。 根据

此前几次基药目录公布后的经验

判断， 独家和市场份额占优的产

品会迎来发展机遇。

中药企业或成最大赢家

在新版基药目录中， 最为引

人关注的是中药独家品种，在

2012

版基药中药新增品种中，独

家品种占比达

39%

。 从过往数据

来看， 中药独家品种进入基药后

往往能够实现较快的销量增长。

这些新增独家品种有望延续

2009

版基药目录的轨迹， 当时中药独

家品种在基层放量后成为药品市

场的大品种。

在新版基药目录中，广药集团

有

98

个品种入选，除了旗下白云山

中一药业的消渴丸、白云山奇星药

业的华佗再造丸再次以独家品种

蝉联新目录外，又新增了白云山和

黄公司的口炎清颗粒，王老吉药业

的保济口服液和白云山中一药业

的障眼明片

3

个独家品种， 目前共

有

5

个独家品种榜上有名。

广药集团高官表示，新版基药

目录公布后，各地将要出台规定各

级各类医疗卫生机构基本药物使

用比例，对基药用量的拉升将会产

生非常显著的作用，甚至目前医药

市场的格局将面临重新洗牌。新增

的

5

个独家品种将为广药的 “大南

药”战略提供动力，有助于集团今

年实现

500

亿销售目标。

对比

2009

版基本药物目录，

2012

版基本药物目录并没有增加

中药注射剂， 但原有品种继续保

留，主要有柴胡注射液、参麦注射

液、 血塞通注射液、 注射用血塞

通、血栓通注射液、丹参注射液、

脉络宁注射液、清开灵注射液等。

日均使用金额占优势、 竞争格局

好的企业将明显受益， 注射用血

栓通（中恒集团、丽珠集团）、注射

用血塞通（昆明制药）、脉络宁注

射液（金陵药业）等将继续受益。

新版基本药物目录新增多个

中药独家品种，独家品种在招标、

定价方面的操作难度要小很多，

且独家品种具有一定的议价能

力，较非独家品种更具有竞争力。

此次入选新版基本药物目录的独

家品种包括以岭药业的连花清

瘟、参松养心胶囊，天士力的养血

清脑颗粒， 贵州百灵的银丹心脑

通软胶囊等。

市场格局待变

新出台的基药目录并不会做

大医药消费的“蛋糕”，而是重新

分配已有的药品市场规模。 由于

所有基层医疗机构必须全部配备

基药， 二三级医院也必须按照相

应比例配备基药， 因此入选基药

目录的品种有望扩大市场份额。

但是增量效应有限， 基药品种的

大幅扩容， 意味着基药内相同疗

效品种的竞争将大大增加，并且，

新入基药目录的品种之前多已是

医保用药或已进入多省市的增补

目录，增量效应会有所削弱。

根据

2009

版基药目录出台后

的医药市场发展情况来看， 对于

医药企业而言， 入选基药目录既

是迅速扩大经营规模的利器，也

会带来经营管理的风险。

目前， 基药采购政策定调是

不鼓励“唯低价是取”，但执行过

程中尺度如何衡量依然没有统一

的标准， 能否在采购过程中实现

优质优价将会影响后续基药的走

势。 此外，能否分享入选基药带来

的红利， 更多的取决于企业的战

略和布局。

安信证券研究报告指出，进

入基本药物目录对具有独家品种

的中药企业是利好。 特别是天士

力、以岭药业、中新药业、康缘药

业、 众生药业等有占销售收入比

重较大的独家品种进入基药的企

业较为受益， 如果企业能建立面

向基层的自有销售队伍或代理商

队伍，则增加了受益的可能性。 进

入基本药物目录对化学药和生物

药公司则影响较为复杂， 关键要

看各个品种的竞争状况以及未来

国家对基本药物最高零售价的限

价政策。 总体而言，对生产厂家数

量少，竞争环境较为宽松的品种，

由于价格压力较小， 可能以量补

价，影响中性偏好。 而充分竞争的

品种则要关注基药招标中能否区

分质量层次。

新版国家基药目录的发布，

对多家医药上市企业均有利，但

是多数医药企业的估值已经反映

了进入基药目录的预期， 且新版

基药目录并不会直接带来医药产

业的整体消费增量， 更多的是产

业内部的再分配， 新入国家基药

目录的独家剂型的生产企业可能

会有持续性的业绩利好。

公司 新进独家品种

以岭药业 连花清瘟、参松养心

天士力 养血清脑

康缘药业 桂枝茯苓胶囊、南星止痛膏、腰痹通胶囊

佛慈制药 地榆槐角丸

太极集团 急支糖浆、小金片（独家剂型）

桂林三金 三金片

众生药业 复方血栓通胶囊

奇正藏药 消痛贴膏

誉衡药业 安脑丸（片）

西藏药业 诺迪康胶囊

羚锐制药 通络祛痛膏

沃华医药 心可舒胶囊

香雪制药 小儿化食口服液

中新药业 京万红软膏、清咽滴丸

贵州百灵 银丹心脑通软胶囊

新版基本药物目录部分独家品种

制表：杨洁

对美天价

VC

反垄断罚款

华北制药和华药集团表示将上诉

□

本报记者 刘兴龙

一场反垄断诉讼可能带来

10

亿元的罚款，对于盈利能力并不强

的华北制药而言可谓是无妄之灾。

不过，令人咋舌的罚款金额可能仅

仅停留在纸面上，并不会对华北制

药产生太大的实质性影响。

来自华北制药和华药集团的

信息显示，一方面，随着上诉程序

启动，此次反垄断诉讼可能持续数

年；另一方面，考虑到美国市场盈

利情况和份额占比，以及子公司维

尔康公司的资产情况，即使判决生

效，造成的损失也在可控范围内。

“我们已经在公告中披露了目

前了解到的信息，由于是维尔康公

司口头告知，我们还在等待美方法

院的正式判决文件。 ”华北制药证

券部一位工作人员在接受中国证

券报记者采访时表示，上市公司正

在积极应对此次反垄断诉讼，“肯

定会启动上诉程序的。 ”

虽然市场对于这一消息反映强

烈， 但是罚款对于上市公司的影响

恐怕并没有纸面上那么大。 据华北

制药一位高管透露， 本次美国陪审

团的十亿元罚金判决对象是子公司

维尔康公司及华药集团， 华北制药

本身并不是直接的惩罚对象。 即使

判决进入执行阶段， 子公司维尔康

公司在美国并没有可执行资产，相

比于判决的

10

亿元罚款， 最终能够

得到执行的数额将会十分有限。

与此同时，华北制药和华药集

团目前已经确定将会对此番诉讼

判决进行上诉。上述高管表示：“根

据我们对于美国法律流程的了解，

集团和维尔康公司启动上诉程序

后，到终审，可能需要等待数年才

能有结果。 ”

从短期内来看，反垄断诉讼最

直接的影响是华药集团和维尔康

公司在美国市场的销售。据上市公

司一位营销负责人介绍，维生素

C

业务营收只占到华北制药营业收

入的

5%-6%

，美国的维生素

C

业务

更是只有

0.7%

。 如果反垄断诉讼

影响了华药集团和维尔康公司对

于美国市场的拓展，那么即使直接

放弃这一市场，也不会对上市公司

产生明显的影响。

据商务部披露， 我国是维

C

生

产和出口大国，此案由来已久，早在

2005

年， 美国得克萨斯州的家畜饲

料公司“动物科学产品公司”以及新

泽西州的“拉尼斯公司”向法庭提交

诉状，指控中国公司合谋操纵维

C

价

格，导致下游企业被迫支付高价。

2008

年， 华北制药曾就

VC

反

垄断案发布了公告。 该份公告透

露，

2005

年， 国内有四家公司因涉

嫌垄断

VC

而被美国方面起诉，包

括维尔康在内的四公司进行了联

合抗辩， 此案持续了三年之久。

2008

年

4

月份， 美国原告修改起诉

状，将华北制药列入被告之一。

2012

年

8

月份， 华北制药收到

美国纽约东区法院判决，驳回了美

国

VC

反垄断案原告对华北制药的

全部诉讼请求，法院认定原告对华

北制药行使管辖权缺乏法律依据，

遂判决华北制药不再是美国维生

素

C

反垄断案的被告。

河北省医药行业协会会长张

宝瑞表示， 近年来由于产能过剩、

供大于求，

VC

原料药价格持续下

跌，国内企业为了生存，相互之间

竞争非常激烈，不可能结成价格联

盟来操纵价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