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京津冀联合带量采购医用耗材

预计降价幅度达50%以上 明年料全国推开

本报记者 戴小河 傅苏颖

近日，北京市、天津市以及河北省三地医保局联合印发《京津冀医用耗材联合带量采购工作意见》的通知（简称《意见》）。

这是继江苏和安徽之后，又有3个省市加入高值耗材带量采购队伍，业内将其看作是为全国开展先行探路。 业内人士预计，纳入试点范围的品种，预计降价幅度在50%以上。 一旦企业给出的降价幅度不够，市场很快会被报价更低者占领。 由此，继药品领域之后，耗材领域将开启一轮波澜壮阔的洗牌

潮。

业内人士表示，对于上市公司的影响，一两年内还没多大影响。但长远来看，带量采购政策全国推行以后，行业集中度将迅速向研发能力强、成本较低的头部企业集中，其他中小企业将逐步退出市场。

五省市先行试点

高值耗材的带量采购，指的是在集中采购过程中开展招投标或谈判议价时，明确采购数量，让企业针对具体的产品数量进行报价，价低者“通吃”市场。

根据《意见》，京津冀医用耗材联合采购工作小组将负责制定采购工作意见，统一完善医用耗材采购平台、统一组建医用耗材评审专家库、统一遴选医用耗材采购目录，统一规范医用耗材资质审核标准、统一形成医用耗材价格体系、集中开展联合采购工作。

上述《意见》内容显示，本次耗材带量采购将依照京津冀三地医疗机构年度总用量，按比例确定采购量，进行带量采购，根据不同产品的类别和特性确定对应的谈判采购方式，采购周期原则上为1年，相关品种视情况经京津冀医用耗材联合采购工作小组研究可适度延长。

同时，和药品带量采购方式类似，也要求各医院结合临床需求和历史采购情况，申报历史采购数量及价格，同时申报下一年度计划采购需求。 而具体的计划采购量，按上报的采购需求按品种来制定，原则上不低于年度总用量的60%。

确定中选品种后，各地要优先采购和使用联合带量采购中选品种，对于联合带量采购确定的中选价格，不再组织二次议价。

推动高值耗材降价，中央已达成共识并下发改革方案，此前江苏安徽两省率先开始试点。 6月21日,《安徽省省属公立医疗机构高值医用耗材集中带量采购谈判议价（试点）实施方案》发布，确定了骨科植入（脊柱）类、眼科（人工晶体）类高值耗材带量采购，采购量不低于2018年度该产品使用量的

80%，且必须零差价销售。

7月24日，江苏省医保局下发了《江苏省公立医疗机构部分高值医用耗材组团联盟集中采购方案》，明确对血管介入类等高值医用耗材品种年度总采购量的70%，采取“联盟采购，以量换价”的形式，且可以预付30%货款。

7月31日，国务院正式下发《治理高值医用耗材改革方案》，明确今年底前要取消高值医用耗材在医院的销售加成，并从下半年起鼓励医疗机构联合开展带量谈判采购。 从国务院的改革方案，以及京津冀、安徽、江苏五省市的试点可以看出，高值耗材的带量采购将很快在全国展开。

大幅降价时代启幕

业内人士预计，从药品“4+7”带量采购的实践来看，首批中标药品价格平均降幅为52%，最高达到96%。按此估算，高值耗材的降价幅度应该不会低于40%。

安徽和江苏两省带量采购的高值耗材均是采购金额较大、临床使用较多、竞争性较强的品种。 安徽的做法是建立以临床需求为导向的“组套分组法” ，形成可比的价格体系。 江苏分支架和起搏器两个组别谈判，降幅最大产品将成为采购单位必选产品。

同时，江苏将扩大高值耗材带量采购范围，今年年底前，实现公立医疗机构使用的血管介入、非血管介入、神经外科、起搏器、电生理、眼科等六大类高值医用耗材和骨科、普外科、心胸外科、体外循环及血液净化、口腔科等五大类高值医用耗材在省平台采购，对重点品种开展组团联盟集中采购。

业内人士透露，从安徽的试点工作来看，骨科脊柱类材料总体平均降价53%，国产品类平均降价55%，进口品类平均降价40%；人工晶体类总体平均降价20%，国产品类平均降价18%，进口品类平均降价20%。预计两类产品年节约资金分别为4亿元和3000万元。

江苏的试点工作显示，纳入价格谈判的品种为雷帕霉素及其衍生物支架和双腔起搏器。 支架按单个品种进行价格谈判，中选品种平均降幅51%，最高降幅66%；起搏器按生产企业谈判，中选企业涉及品种平均降幅16%，最高降幅38%。

业内人士认为，长期以来高值耗材价格虚高，流通环节成本居高不下，“水面以下”营销屡禁不绝。 “以量换价”直指过高定价，量价联动势必促使医疗器械主动降价以求扩大市场份额。 一旦企业给出的降价幅度不够，市场很有可能就被报价更低者抢夺。 如果短期无法找到替代市场，将引发生存危

机。 因为中标企业数量十分有限，未中标企业将逐渐被淘汰。

市场向头部企业集中

带量采购虽然会将相当数量的企业洗出市场，但政策在压制市场规模的同时，也会带来行业集中度的提升以及进口替代步伐的加快，所以投资者应该一分为二地理性看待。

高值耗材带量采购，对医疗器械类上市公司的影响路径是怎样的呢？ 财通证券研究员张文录认为，带量采购政策首先受影响的是医生、代理商和医院，灰色利益链被切断。 由于生产厂商的出厂价本来就较低，即使利润受损，用量也能够弥补上来，实现以量补价。 中期来看是拼研发，谁能做出更好的

产品，实现对低价产品的更新换代，将维持更好效益。 从未来半年的投资角度来看，高值耗材等公司受利空因素打压，估值难有上升，主要还是看利润增长。

目前A股市场上，有乐普医疗、大博医疗、开立医疗、凯利泰、冠昊生物、正海生物、康德莱、维力医疗等公司，根据2018年年报披露的数据，多数公司的高值耗材产品毛利率基本都超过50%，但研发投入占总营收的比重却大多不到10%。

张文录分析，A股主要高值医疗耗材公司的研发支出营收占比平均为6%，多数产品的出厂价只有销售价的2.5折左右，如果按照销售价计算，研发费用率实际上只有1.5%左右。 所以相对化药和生物药企业，高值耗材显得“暴利” 。

凯利泰内部人士表示，公司未来将积极参与高值耗材的带量采购，预计未来骨科市场份额将进一步向头部企业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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胎压监测系统市场迎来利好

2020年市场规模或超40亿元

□

本报记者 崔小粟

12月5日， 胎压监测板块持续活

跃。 截至收盘，Wind胎压监测指数上

涨4.79%，板块内万通智控5连板，威帝

股份3连板，保隆科技涨超6.98%。

根据此前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

批准的 《乘用车轮胎气压监测系统的

性能要求和试验方法》 相关规定，自

2020年1月1日起， 所有在产乘用车将

开始实施强制安装TPMS （胎压监测

系统）的要求。

分析人士指出，该政策实施将促使

2020年胎压监测渗透率快速提升，预

计2020年我国TPMS行业市场规模将

达到43.78亿元。

2020年市场规模或达44亿元

胎压监测系统用于汽车行驶中对

轮胎气压进行实时监测，对轮胎漏气和

低气压进行预警以保障行车安全，与安

全气囊、ABS（防抱死）系统构成汽车

三大安全系统。由于汽车轮胎处于胀大

或缺气状态都会影响汽车安全， 美国、

欧盟等许多国家和地区都已经立法强

制实施TPMS。

2013年，国家标准委颁布《乘用车

轮胎气压监测系统的性能要求和试验

方法》，规定自2020年1月1日起，所有

在产乘用车开始实施TPMS强制安装

要求，行业发展迎来重要转折点。

中国产业发展网数据显示，2018

年中国乘用车市场的TPMS渗透率约

为40%，2018年-2020年中国TPMS渗

透率将从40%快速提升至接近100%。

有业内人士表示，TPMS强制安装

法规将为胎压监测相关市场带来大幅

的需求增长， 该政策实施将促使2019

年-2020年胎压监测渗透率快速提升，

预计2019年、2020年我国TPMS行业

市场规模将分别达到 26.83亿元和

43.78亿元。

相关上市公司加快布局

在国内TPMS市场即将迎来蓬勃

发展的背景下，四维图新、保隆科技、万

通智控、均胜电子等涉及汽车传感器业

务的上市公司加大了相关布局。

四维图新11月27日发布公告，旗

下全资子公司杰发科技自主设计的胎

压监测传感器芯片研制成功并具备了

量产能力。 公司称，该款TPMS是中国

品牌自主设计且推向市场的车规级

TPMS全功能单芯片解决方案，是国产

全集成高精度压力传感器、 双轴加速

度传感器、温度传感器、LF&RF（高频

射频技术及低频射频技术） 于一体的

高性能胎压监测专用芯片， 具有小体

积高集成、 低功耗、 高精度传感器测

量、双轴加速自定位等优势。 此次杰发

科技胎压监测传感器芯片的研制成

功， 打破了胎压监测传感器芯片目前

基本由外国厂商垄断的局面， 对国内

胎压监测系统的产业化发展将带来积

极支持作用。

中金公司认为，当前全球TPMS芯

片的生产厂商主要为英飞凌和飞思卡

尔。 其中，英飞凌在全球多年市场占有

率保持第一，我国的TPMS芯片市场因

此处于外资垄断的态势。本次四维图新

发布的TPMS芯片是国内首款量产交

付的车规级TPMS芯片，实现了国产化

替代从0到1的跃进。 四维图新的自研

TPMS芯片有望实现国产替代，并且利

用TPMS强制安装要求落地的时机，迎

来行业渗透率和市占率的双击。预计随

着2020年TPMS芯片订单的进一步落

地，杰发科技有望实现恢复性增长。

万通智控是从事轮胎气门嘴、轮胎

气压监测系统(TPMS)以及相关工具及

配件研发、 生产和销售的专业制造商，

研发和生产技术处于业内领先水平。公

司自2007年开始从事TPMS产品的研

发，2012年进行了试生产及评测，2014

年实现了规模化生产及销售。 目前，公

司已有TPMS系列及配套产品六类，可

以满足整车配套和售后替换等多种需

要，同时可以针对不同车型对TPMS数

据通讯协议的不同需要进行替换和安

装。 公司TPMS产品已成功进入北美、

欧洲AM市场。 公司认为，TPMS强制

性国家标准的实施，将会对公司进一步

打开TPMS产品国内市场具有积极促

进作用。

保隆科技方面，公司TPMS产品已

经进入几乎所有自主品牌整车厂商的

配套体系，并逐步进入合资品牌供应体

系，同时还取得了通用全球平台的供应

商资格。 国元证券分析师延保分析称，

保隆科技在我国TPMS市占率高达

30%，随着TPMS渗透的不断深入以及

与德国HUF集团的合资(公司持有55%

股权)，2019年公司TPMS业务收入有

望增长30.43%。

□

本报记者 戴小河 傅苏颖

五省市先行试点

高值耗材的带量采购，指的是在集中采购过程中

开展招投标或谈判议价时，明确采购数量，让企业针

对具体的产品数量进行报价，价低者“通吃”市场。

根据《意见》，京津冀医用耗材联合采购工作小

组将负责制定采购工作意见，统一完善医用耗材采购

平台、统一组建医用耗材评审专家库、统一遴选医用

耗材采购目录， 统一规范医用耗材资质审核标准、统

一形成医用耗材价格体系、集中开展联合采购工作。

上述《意见》内容显示，本次耗材带量采购将依

照京津冀三地医疗机构年度总用量， 按比例确定采

购量，进行带量采购，根据不同产品的类别和特性确

定对应的谈判采购方式， 采购周期原则上为1年，相

关品种视情况经京津冀医用耗材联合采购工作小组

研究可适度延长。

同时，和药品带量采购方式类似，也要求各医院

结合临床需求和历史采购情况， 申报历史采购数量

及价格，同时申报下一年度计划采购需求。 而具体的

计划采购量，按上报的采购需求按品种来制定，原则

上不低于年度总用量的60%。

确定中选品种后， 各地要优先采购和使用联合

带量采购中选品种， 对于联合带量采购确定的中选

价格，不再组织二次议价。

推动高值耗材降价， 中央已达成共识并下发改

革方案，此前江苏安徽两省率先开始试点。 6月21日,

《安徽省省属公立医疗机构高值医用耗材集中带量

采购谈判议价（试点）实施方案》发布，确定了骨科

植入（脊柱）类、眼科（人工晶体）类高值耗材带量

采购，采购量不低于2018年度该产品使用量的80%，

且必须零差价销售。

7月24日，江苏省医保局下发了《江苏省公立医

疗机构部分高值医用耗材组团联盟集中采购方案》，

明确对血管介入类等高值医用耗材品种年度总采购

量的70%，采取“联盟采购，以量换价” 的形式，且可

以预付30%货款。

7月31日，国务院正式下发《治理高值医用耗材

改革方案》，明确今年底前要取消高值医用耗材在医

院的销售加成， 并从下半年起鼓励医疗机构联合开

展带量谈判采购。 从国务院的改革方案， 以及京津

冀、安徽、江苏五省市的试点可以看出，高值耗材的

带量采购将很快在全国展开。

大幅降价时代启幕

业内人士预计，从药品“4+7”带量采购的实践来

看，首批中标药品价格平均降幅为52%，最高达到96%。

按此估算，高值耗材的降价幅度应该不会低于40%。

安徽和江苏两省带量采购的高值耗材均是采购

金额较大、临床使用较多、竞争性较强的品种。 安徽

的做法是建立以临床需求为导向的“组套分组法” ，

形成可比的价格体系。 江苏分支架和起搏器两个组

别谈判，降幅最大产品将成为采购单位必选产品。

同时，江苏将扩大高值耗材带量采购范围，今年

年底前，实现公立医疗机构使用的血管介入、非血管

介入、神经外科、起搏器、电生理、眼科等六大类高值

医用耗材和骨科、普外科、心胸外科、体外循环及血

液净化、 口腔科等五大类高值医用耗材在省平台采

购，对重点品种开展组团联盟集中采购。

业内人士透露，从安徽的试点工作来看，骨科脊柱

类材料总体平均降价53%，国产品类平均降价55%，进

口品类平均降价40%；人工晶体类总体平均降价20%，

国产品类平均降价18%，进口品类平均降价20%。 预计

两类产品年节约资金分别为4亿元和3000万元。

江苏的试点工作显示， 纳入价格谈判的品种为

雷帕霉素及其衍生物支架和双腔起搏器。 支架按单

个品种进行价格谈判，中选品种平均降幅51%，最高

降幅66%；起搏器按生产企业谈判，中选企业涉及品

种平均降幅16%，最高降幅38%。

业内人士认为，长期以来高值耗材价格虚高，流

通环节成本居高不下，“水面以下” 营销屡禁不绝。

“以量换价” 直指过高定价，量价联动势必促使医疗

器械主动降价以求扩大市场份额。 一旦企业给出的

降价幅度不够，市场很有可能就被报价更低者抢夺。

如果短期无法找到替代市场，将引发生存危机。 因为

中标企业数量十分有限，未中标企业将逐渐被淘汰。

市场向头部企业集中

带量采购虽然会将相当数量的企业洗出市场，

但政策在压制市场规模的同时， 也会带来行业集中

度的提升以及进口替代步伐的加快， 所以投资者应

该一分为二地理性看待。

高值耗材带量采购， 对医疗器械类上市公司的

影响路径是怎样的呢？ 财通证券研究员张文录认为，

带量采购政策首先受影响的是医生、代理商和医院，

灰色利益链被切断。 由于生产厂商的出厂价本来就

较低，即使利润受损，用量也能够弥补上来，实现以

量补价。 中期来看是拼研发，谁能做出更好的产品，

实现对低价产品的更新换代，将维持更好效益。 从未

来半年的投资角度来看， 高值耗材等公司受利空因

素打压，估值难有上升，主要还是看利润增长。

目前A股市场上，有乐普医疗、大博医疗、开立医

疗、凯利泰、冠昊生物、正海生物、康德莱、维力医疗

等公司，根据2018年年报披露的数据，多数公司的高

值耗材产品毛利率基本都超过50%， 但研发投入占

总营收的比重却大多不到10%。

张文录分析，A股主要高值医疗耗材公司的研发

支出营收占比平均为6%，多数产品的出厂价只有销

售价的2.5折左右，如果按照销售价计算，研发费用率

实际上只有1.5%左右。 所以相对化药和生物药企业，

高值耗材显得“暴利” 。

凯利泰内部人士表示， 公司未来将积极参与高

值耗材的带量采购， 预计未来骨科市场份额将进一

步向头部企业集中。

京津冀联合带量采购医用耗材

预计降价幅度达50%以上 明年料全国推开

� 近日，北京市、天津市以及河北省三地医保局联

合印发《京津冀医用耗材联合带量采购工作意见》的

通知（简称《意见》）。

这是继江苏和安徽之后，又有3个省市加入高值

耗材带量采购队伍，业内将其看作是为全国开展先行

探路。业内人士预计，纳入试点范围的品种，预计降价

幅度在50%以上。 一旦企业给出的降价幅度不够，市

场很快会被报价更低者占领。由此，继药品领域之后，

耗材领域将开启一轮波澜壮阔的洗牌潮。

业内人士表示，对于上市公司的影响，一两年内还

没多大影响。但长远来看，带量采购政策全国推行以后，

行业集中度将迅速向研发能力强、成本较低的头部企业

集中，其他中小企业将逐步退出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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