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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品价格放开政策落地

血制品企业受益 少量药品仍实行价格管理

□本报记者 戴小河

国家发改委5月5日宣布， 除麻醉药品

和一类精神药品仍实行最高出厂价格和最

高零售价格管理外， 其他药品政府定价均

予以取消，药价放开政策预期落地。多位业

内人士表示， 取消药品最高零售限价不会

导致药价上涨， 在地方招标价和医保支付

总额确定的前提下， 当前有多重制度保障

药价处于合理范围内。

不过， 本次药价制度调整对血制品企

业是一大利好。 相比于多数药品有地方招

标价的限制， 血制品由于无需通过地方招

标就可以直接进医院销售， 最高零售限价

取消后， 血制品企业可以根据市场供需自

主定价。 此次价格松绑有望提高血制品企

业的利润水平。

探索合理价格形成机制

据国家发改委网站消息，近日，经国

务院同意， 国家发展改革委会同国卫计

委、人社部等部门联合发布《关于印发推

进药品价格改革意见的通知》， 决定从

2015年6月1日起取消绝大部分药品政府

定价，完善药品采购机制，发挥医保控费

作用，药品实际交易价格主要由市场竞争

形成。

《通知》规定，除麻醉药品和第一类精

神药品仍暂时由国家发改委实行最高出厂

价格和最高零售价格管理外， 对其他药品

政府定价均予以取消， 不再实行最高零售

限价管理，按照分类管理原则，通过不同的

方式由市场形成价格。其中，医保基金支付

的药品， 通过制定医保支付标准探索引导

药品价格合理形成的机制；专利药品、独家

生产药品，通过建立公开透明、多方参与的

谈判机制形成价格； 医保目录外的血液制

品、国家统一采购的预防免疫药品、国家免

费艾滋病抗病毒治疗药品和避孕药具，通

过招标采购或谈判形成价格。 其他原来实

行市场调节价的药品， 继续由生产经营者

依据生产经营成本和市场供求情况， 自主

制定价格。

本次发改委取消的是药品的最高零

售限价制度， 其实这一制度对多数药品

而言没有实际意义。 “按照现有流程，药

企并无权力制定上市新药销售价格。 而

是需把各项生产成本和费用报向发改委

药价处，由该处审核通过之后盖章，之后

药企方可按照经批准的销售价格上市销

售新药。” 国家发改委价格监督司原司长

李镭告诉中国证券报记者，“单靠发改委

有限的人力资源， 很难获悉药品的真正

成本。 且药品规格千差万别，成本也难以

监控。 此外， 政府定价容易导致寻租空

间。 所以取消药品最高零售限价的条件

都已经具备。 ”

李镭认为， 最高零售价限制制度存在

不少问题， 首先不能及时反映市场供求状

态；其次与药品集中招标价格重叠；第三是

最高零售限价也被称作“天花板价” ，对降

低药品价格无益； 第四是定价方法难以科

学合理。

药品价格总体难上涨

对于取消最高零售限价后，药品价格

会不会“突飞猛进” ？ 业内人士告诉中国

证券报记者，“这次取消的只是源头的最

高零售限价， 其存在的意义本就流于形

式，放开后也不会对招标价和医保支付价

构成多大影响。 同时， 所谓药价市场化，

并不是说药品如普通商品一样的全面市

场化，因为药品本身就是特殊商品，国家

取消最高零售限价后，还有多重门槛压制

药品价格。 ”

药品作为性命攸关的商品，其价格形

成环节错综复杂。 目前药厂生产出药品

后，要想进入医院销售，需要翻过“三座大

山” 。首先是发改委的最高零售限价，然后

要进入社保部门控制的国家和地方的医

保目录（其中两成品种创造了八成以上的

销售额），这一环节形成医保支付价；最后

还要进入省级招标平台控制的药品招标

目录，这一环节形成招标价。

因此， 取消药品最高零售，“药品价格

总体很难上涨。首先是医院用药，由于地方

招标价格的限制， 使得其价格在挂网竞价

时就已充分竞争。其次，社会零售药店销售

的药品也难以涨价， 如果售价高于医院将

失去优势。 此外，医保支付价格也是一大限

制因素。 而专利药和独家品种由于建立了

谈判机制，价格也难以上涨。 ” 李镭对此解

释称。

血制品药企显著受益

取消最高零售限价， 血制品企业可谓

受益匪浅。 血制品无需经过地方招标而直

接进入医院销售， 国家发改委取消最高零

售价的限制后， 血制品可以由企业自主定

价，无地方招标价格限制之忧。

“血制品企业将显著受益于药价管理

制度的调整。”业内人士对中国证券报记者

表示，多数药品要进入医院销售，须先经过

地方基药与非基药招标， 唯独血制品不需

经过地方招标可以直接进入医院销售，放

开药品的最高零售价管制， 则血制品企业

可以依据成本和市场供需自由定价。

上述业内人士表示，“血制品刚需市场

明确， 但行业长期高景气度并没有给企业

带来高收益， 产品未能依靠供求关系进行

市场化定价， 令相关公司在巨大的市场面

前十分被动。 ”

在此背景下，A股市场血制品上市公

司估值长期承压，龙头企业华兰生物、天坛

生物、博雅生物的动态市盈率长期较低。 目

前国内血制品企业的产品主要分两类，人

血白蛋白和静注免疫球蛋白（静丙），大部

分企业都有能力生产； 以凝血因子等为代

表的小制品。

由于血制品基本都被纳入基药目录，

10g/瓶人血白蛋白最高零售价为360元，

在过去两年， 发改委曾两次上调部分血液

制品的最高零售价，人血白蛋白从360元提

到378元，提价幅度为5%，但相对血浆源的

采集难度和成本提升，价格涨幅可谓“凤毛

麟角” 。 静丙的常规剂2.5g/瓶原定价412

元，目前提到561元，提价幅度较高。

“血浆的采集难度和成本在逐年提升，

多数血液制品企业对献浆员的营养补助为

200元/人至300元/人之间， 比2010年前

150元/人的水平有显著提高。 ” 博雅生物

高管向中国证券报记者透露， 尽管成本压

力与日俱增，但售价却被管得死死的，此次

价格松绑有望提高企业的利润水平。

发改委：加强药品市场价格行为监管

□本报记者 刘丽靓

国家发改委5日公布 《关于印发推

进药品价格改革意见的通知》、《关于加

强药品市场价格行为监管的通知》。发改

委相关负责人表示，取消药品政府定价，

并不是放弃政府对药价的监管。 有关部

门将采取综合监管措施， 保证市场价格

基本稳定。

在取消药品政府定价的同时，发改

委同步部署加强药品市场价格行为监

管。 发改委有关负责人表示，价格主管

部门将重点做好四方面工作：一是研究

制定药品价格行为规则，指导生产经营

者遵循公平、合法和诚实信用的原则合

理制定价格， 规范药品市场价格行为，

保护患者合法权益。 二是建立健全药品

价格监测体系，促进药品市场价格信息

透明。 重点做好竞争不充分药品出厂

（口岸）价格、实际购销价格的监测和

信息发布工作， 引导药商和群众预期。

对价格变动频繁、变动幅度较大，或者

与国际价格、同类品种价格以及不同地

区间价格存在较大差异的，要及时研究

分析， 必要时开展成本价格专项调查。

三是加大价格监督检查和反垄断执法

力度，依法严肃查处不正当价格行为和

价格垄断行为，维护药品市场正常竞争

秩序。 各级价格主管部门将在近期组织

开展为期半年的药品价格专项检查。 检

查对象是药品生产经营企业、 医疗机

构、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血站、药品集中

采购平台等单位，检查重点是竞争不充

分药品和特殊患者的特殊用药价格，检

查内容是上述单位是否存在借药品价

格改革之际实施扰乱市场价格秩序的

违法行为。 四是强化社会监督，充分发

挥12358全国价格举报管理信息系统的

作用，建立全方位、多层次的价格监督

机制，正面引导市场价格秩序。

康美药业拟20亿元投资健康产业

□本报记者 任明杰

康美药业5月5日晚间公告称， 为进一步

深化公司与青海省政府在中药材现货及期货

交易、互联网医疗、健康产业、医药电商、健康

保险等领域的合作，公司与青海省政府签订了

《战略合作协议》，拟投资总额不低于20亿元。

投资总额不低于20亿元

根据协议，合作主要包括投资建设青海

（康美）中药材交易所项目并申报康美中药

材期货交易所项目、青海省互联网医疗服务

平台项目、青海省内医院投资项目、设立康

美健康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四个项目。

此次合作，康美药业无疑是看中了青海

省丰富的中药材资源。 资料显示，青海省是

我国中藏药材的资源大省， 是冬虫夏草、雪

莲、藏茵陈、红景天、麻黄等名贵中药材的主

要产区，也是中国与中亚国家中药材贸易中

心，是丝绸之路的重要通道和国家“一带一

路”战略重点节点地区。

在此情况下，康美药业在此次合作中不

惜押上重金。 公告称，以上项目公司拟投资

总额不低于20亿元，其中保险公司注册资本

金不低于5亿元， 其他项目投资不低于15亿

元。 具体项目投资金额根据后期签署的协议

落实相应投资资金。

公司表示，该协议的签署有利于公司依

托大数据平台、中医药全产业链和供应链管

理优势， 通过构建中药材金融创新体系，推

动现代中医药产业化发展；通过拓展青海省

互联网医疗、健康产业、健康保险等领域市

场，进一步落实公司“大健康+大平台+大数

据+大服务”战略。

建互联网医疗服务平台

在多个合作项目中，青海省互联网医疗

服务平台项目引人关注。

根据合作协议，公司拟投资建设青海省

互联网医疗服务平台项目，项目将严格按统

一平台、多用户多入口、分别授权原则进行

规划设计、建设，并为青海省卫生计生主管

部门提供管理服务端口，形成统一、开放的

涵盖网络医院、掌上医院、掌上药房（含智慧

药房）、健康管家、医药在线支付和医疗保险

等的全方位智慧医疗服务体系。

项目的落地将使公司“互联网+” 战略

进一步推进。 公司目前在中药材大宗B2B交

易、信息服务、供应链金融等方面均已落地

运营。 康美网络医院、和广东省中医院合作

的智慧药房、康美APP和康美健康商城等布

局使得公司获取多个入口， 形成从预防、问

诊、就医、买药和健康管理流程的全线切入，

获取宝贵的大数据信息。

同时，公司紧抓医改主线，近期与玉林市

在互联网医疗、e药谷和公立医院改制方面合

作， 快速切入到医疗服务领域。 国信证券指

出，今年是公司全面拥抱互联网元年，考虑到

公司在全国范围内拥有广泛的医疗资源，预

计未来仍有多个互联网医疗项目落地。

拟定增募资9.81亿元

凯乐科技加码医疗信息化业务

□本报记者 任明杰

凯乐科技5月5日晚间发布非公开发行

股票预案，拟以12.42元/股的价格非公开发

行股票不超过7900万股，募集资金总额预计

不超过98118万元。 通过本次发行及相关募

投项目的实施，公司将向以互联网信息化平

台为核心的软硬件相结合IT产业转型，医疗

信息产业也将成为公司的新主业。

借定增谋划转型

根据定增预案， 募资资金中18046.56万

元拟用于增资子公司上海凡卓，用于穿戴式智

能设备产业化项目；20800万元拟用于增资长

信畅中， 用于区域医疗信息一体化产业化项

目；56371万元拟用于偿还金融机构债务。

通过此次定增，凯乐科技转型的用意明

显。 凯乐科技表示，公司的传统主营业务为

光缆制造、 白酒的生产与销售及房地产开

发。 2013年以来，公司上述三大传统主业不

同程度地受到市场环境变化的影响，光缆制

造业竞争日益加剧；随着“三公” 消费禁令

的不断加严，白酒市场形势严峻；房地产业

也处于低迷阶段。鉴于所处部分产业近年来

景气度有所下降，公司制定了“内涵式与外

延式” 并举的战略规划，一方面调整产业结

构，巩固优势产业；另一方面利用资本市场

并购工具， 通过收购兼并等方式转型升级，

创造新的利润增长点。

2015年4月， 公司已完成发行股份购买

上海凡卓100%股权， 将业务扩展至智能手

机应用技术的研发和手机PCBA板的销售领

域。 公司拟通过本次发行增资上海凡卓，用

于穿戴式智能设备产业化项目建设，将业务

拓展至可穿戴智能设备领域。 另外， 通过

20800万元增资长信畅中， 公司持有长信畅

中的股比例将达到52.14%， 成为其控股股

东，公司业务进一步拓展至医疗信息相关的

软件开发及应用系统集成领域。

值得注意的是， 在此次5名非公开发行

对象中，天津硅谷天堂现身其中，认购1000

万股。 2014年以来， 硅谷天堂以其首创的

“PE+上市公司” 的并购模式为市场所熟

知。 随着硅谷天堂的加入，凯乐科技未来的

并购预期将大大增强。

进入医疗信息化领域

公司表示，本次发行完成后，长信畅中

将成为公司的控股子公司。长信畅中主要从

事计算机软件开发及销售、技术服务与系统

集成业务，公司将以长信畅中为平台进入医

疗信息化产业。随着区域医疗信息一体化产

业化项目的建设推进，医疗信息产业将成为

公司的新主业。

凯乐科技发力医疗信息产业，主要是看

中了未来我国医疗信息化需求将进一步增

加的趋势。

一方面，我国人口老龄化等问题加剧了

医 疗 需 求 ， 医 疗 信 息 化 是 趋 势 。 据

Bloomberg预计， 到2050年中国65岁以上

人口占比将达到33.3%。老龄化加剧，空巢老

人数量增加，刺激医疗服务需求大增。 同时，

慢性病年轻化和亚健康人群数量的增加，也

大大增加了对医疗服务的需求。 医疗信息化

能够实现数据管理、 提升医疗服务效率，缓

解人口老龄化等社会问题对医疗服务的需

求压力。

另一方面，我国医疗资源配置不均，医

疗信息化平台能够实现资源配置。 我国地

区间医疗资源差距较大， 城市人口平均拥

有的医疗资源是农村人口的2.5倍以上。 医

疗资源的分布与地区的经济发展情况直接

挂钩。 医疗信息化能够协助移动医疗实现

医生和患者的远程交流、 患者体征和病理

数据的实时传输等， 在很大程度上能够优

化医疗资源配置。

华伍股份

拟向“自家人”定增募资4亿元

□本报记者 王荣

华伍股份5月5日晚间

公布定增方案，拟以9.32元/

股， 非公开发行股票数量不

超过4291.85万股，华林证券

-华伍股份第1期员工持股

定向资产管理计划认购不超

过1024.85万股，其余股份由

聂璐璐认购， 均以现金方式

认购。

公告显示， 公司部分董

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参与

了华伍股份第1期员工持股

计划； 聂璐璐为公司副总经

理， 为公司实际控制人聂景

华之女。

此次定增拟募资 4亿

元， 主要投向轨道交通车辆

制动系统产业化建设项目、

工业制动器产业服务化建设

项目以及补充流动资金。 其

中， 轨道交通车辆制动系统

产业化建设项目预计建设期

2年，达产后将形成年产750

列轨道交通车辆制动系统。

海宁皮城拟定增募资17亿元

投向智慧市场等项目

□本报记者 李香才

海宁皮城5月5日晚间

公布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预

案， 公司计划以19.36元/股

的价格非公开发行的股票数

量不超过8994.69万股，募集

资金总额不超过17.41亿元，

用于收购武汉海宁皮革城主

要资产项目、 收购灯塔佟二

堡海宁皮革城有限责任公司

16.27%股权项目，并用于新

建海宁中国皮革城六期项

目、智慧市场项目。公司股票

5月6日开市起复牌。

根据预案， 此次非公开

发行对象为财通基金管理有

限公司拟设立的资产管理计

划、 汇添富基金管理股份有

限公司拟设立的资产管理计

划、 平安资产管理有限责任

公司、 浙江天堂硅谷久鸿股

权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

伙）、嘉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管理的全国社保基金五零四

组合、 上海朱雀资产管理有

限公司作为普通合伙人和执

行事务合伙人拟设立的有限

合伙企业、 和谐健康保险股

份有限公司、 上海国诣投资

中心（有限合伙）、舟山隆德

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值得注意的是， 财通基

金管理有限公司拟设立的资

产管理计划由海宁皮城部分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

骨干员工共同出资设立。

智慧市场项目将利用互

联网手段， 整合线上线下流

量资源，提高客户购物体验，

以优化线下市场在客户服

务、营销推广、市场管理等方

面的效果。 本次非公开的募

投项目是公司国际化、 智慧

化、 多元化等发展战略的重

要内容。

慧球科技获8亿元智慧社区订单

□本报记者 王荣

慧球科技5月5日晚间

公告， 公司与贵州中科建设

有限公司签署《西安市机关

干部住宅智慧社区项目共建

合同》。

该住宅智慧社区项目

建设总金额70亿元，由贵州

中科建设有限公司负责整

体承建。

作为项目的重要部分，

慧球科技负责设计、开发、实

施、 运维的智慧社区部分的

合同金额为8.29亿元。其中，

智慧社区平台建设金额为3

亿元； 智慧社区系统工程金

额为5亿元。

雪峰科技今日申购

□本报记者 李香才

根据发行安排，5月6日

将有9只新股进行申购，分

别是海利生物、雪峰科技、新

通联、全志科技、耐威科技、

康拓红外、三鑫医疗、先导股

份、东方新星。

雪峰科技此次发行总数

为8235万股，网上发行3285

万股， 发行市盈率22.95倍，

申购代码为732227，申购价

格为4.98元/股，单一账户申

购上限32000股。

雪峰科技主要从事工

业炸药、工业雷管、工业索

类火工品等民用爆炸物品

的研发、生产、销售、运输，

并为客户提供整体解决方

案等相关服务，拥有武装守

护押运民用爆炸物品资质。

国泰君安认为， 国家

大力扶持新疆实现跨越式

发展， 强劲拉动疆内民爆

市场需求；另外，随着中亚

国家不断加大矿山开发，

民爆产品需求将持续增

长， 为新疆民用爆炸物品

生产企业提供了较好的发

展契机。

顺荣三七与湖南广电战略合作

□本报记者 李香才

顺荣三七5月5日晚间公

告，公司控股子公司三七互娱

（上海）科技有限公司与上海

芒果互娱科技有限公司、湖南

快乐阳光互动娱乐传媒有限

公司签署了战略合作协议。

三七互娱拥有网络游戏

研发及运营发行能力，上海芒

果互娱拥有影视剧集及综艺

节目IP游戏改编权。 根据协

议，在影视剧集及综艺节目的

IP游戏改编方面，双方将利用

各自资源进行拓展合作。

此外， 快乐阳光拥有大

量互联网广告资源。 根据协

议，在同等投放效果下，三七

互娱优先在快乐阳光及其关

联平台上投放互联网广告。

快乐阳光优先将互联网广告

资源给予三七互娱及其关联

公司推广投放。

上海芒果互娱是芒果传

媒有限公司旗下控股子公司，

定位在移动互联网游戏和移

动应用等开发。快乐阳光系湖

南广播电视台全力发展网络

视频业务的新媒体机构，是芒

果传媒旗下全资子公司，旗下

包括芒果TV、 湖南IPTV、移

动增值等多项业务。

中国光纤成立北美总部

□本报记者 王荣

香港上市公司中国光纤

网络设备有限公司日前在加

拿大温哥华设立全资子公

司，成立北美总部，实现在北

美地区人民币跨境结算。

继去年8月在加拿大建

立第一条光通信生产线后，公

司再投资5亿元人民币，建设

占地12亩的10条生产线，预

计今年6月投入使用。 这也是

今年2月加拿大投资650万加

元成立“总部温哥华计划” ，

以吸引亚太企业在加拿大设

立北美总部以来，中国企业设

立的第一个北美总部。

中 国 光 纤 子 公 司

F-pacific行政总裁聂蓓表

示， 自中国在多伦多建立北

美第一个人民币结算中心以

来， 公司一直使用人民币结

算， 加拿大联邦与省政府对

此表示欢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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