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期回撤较大的医药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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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实医疗保健

中信建投医改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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浦银安盛医疗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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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中证 500ETF（基金代码：510500）

再获资金大额逆市净申购。 上周五（11 月

29 日）， 上交所的盘后数据显示， 中证

500ETF 的最新规模为 792789.51 万份，较

前一交易日增加 10782.79 万份，以 5.2918

元最新净值核算，单日净申购资金达到 5.7

亿元。

值得一提的是， 近期沪深股市表现疲

软，主要宽基指数也呈现普跌态势，但中证

500 指数却走出强于大市的行情， 上周五

还是唯一一只翻红的主流宽基指数， 显示

出作为成长新经济的代表， 中证 500 指数

所涵盖的相关成分股， 再度成为多方资金

的战略布局重点。

从行业属性来看， 中证 500 指数主要

聚焦新兴行业，综合反映中国 A 股市场中

等市值公司的股票价格表现， 中证 500 成

份股中近半数为民营企业， 成分股主要覆

盖医药生物、计算机、电子等行业，多为新

经济行业。 行业分布齐全，覆盖面广，个股

权重均低于 1%，可以有利于规避“黑天鹅”

事件。

从净利润增速来看，2018 年在贸易局

势和商誉减值等内外部因素影响下，A 股

整体业绩下滑，2019 年随着基本面企稳和

商誉减值冲击消退， 中证 500 指数业绩迅

速回升 ， 三季报净利润同比增速达

11.63%；从 WIND 一致预期数据看，分析

师预期 2019 年中证 500 净利润同比增速

为 23.27%。 从估值来看，中证 500 指数的

估值仍处底部区域。

作为国内首批跟踪中证 500 指数的

ETF，南方中证 500ETF 上市以来跟踪误差

小，在保证基金跟踪误差可控的同时，获得

了显著的累计正偏。 南方中证 500ETF 无

论从成交量、盘口深度、还是折溢价指标来

看，都遥遥领先，是目前市场上规模最大、

活跃度最高的中证 500ETF 产品。

南方基金指数投资部指出， 流动性是

ETF 产品的命脉， 具有规模优势的中证

500ETF 市场流动性与成交活跃度遥遥领

先。除与顶尖的做市商合作外，南方基金在

提升 ETF 交易便利性与流动性方面一直

走在前列。 以 2019 年的数据为例，今年以

来， 南方中证 500ETF 的日均成交额超 13

亿元，累计成交额超 2800 亿元，成交金额

同类占比超 80%， 其中更有数日实现单日

成交额超 30 亿元的巨量。

中证 500 指数逆市翻红

南方 500ETF 单日获超 5 亿净申购

在生物医药板块回调及新版医保目录出炉背景下

上周17家药企获机构密集调研

□

信息时报记者 梁诗柳

在生物医药板块回调及新版医保

目录新鲜出炉背景下，近期医药股迎来

机构调研小高峰。 Wind 数据显示，上周

沪深两市共有 89 家上市公司披露机构

调研纪要，较前周机构调研的 121 家公

司数量少。 但医药生物行业受到青睐，

共有 17 家公司获得机构密集调研。 调

研记录显示，机构相当关注医药行业最

新政策动向，调研问题主要围绕新药研

发情况、新版医保目录及医药相关行业

政策展开。 记者梳理券商最新观点发

现，大多机构认为政策短期影响医药板

块，股价回调不改医药长期发展趋势。

机构扎堆调研医药股

上周机构调研榜单中， 共有 13 家

公司获得 10 家以上机构联合调研。 从

机构调研数量看，普洛药业最受机构关

注，共有 66 家机构对其进行调研；而工

业富联、口子窖分别获得了 65 家、57 家

机构的调研， 获机构调研数排在第二、

第三名。

而分行业来看，上周机构对生物医

药行业最为青睐。89 家获调研的上市公

司中，其中 17 家为医药生物公司。 调研

内容显示，多只生物医药股获得机构的

调研， 主要与上周新发的医保目录有

关。11 月 28 日，新版国家医保药品目录

公布， 又有 70 个药品加入到医保报销

的行列中来，另外有 27 个药品续约。 以

普洛药业为例，11 月 27 日， 国金证券、

平安基金、 富国基金等 66 家机构集体

调研普洛药业。 而普洛药业旗下产

品———乌苯美司此次退出医保目录，引

发了机构的关注和提问。 普洛药业表

示，按原先的价格，每个患者使用乌苯

美司一年的费用约在 7000 元左右，医

保平均报销 60%~70%，退出医保之后患

者一年预计将增加三四千元的费用，价

格相对其他肿瘤药物也是较为便宜的，

此次退出医保利弊皆有。 公司对于此产

品目前也在做深入研究，也将继续做好

本产品。 针对后续申报品种，普洛药业

表示，今年计划申报 5 个品种，包括一

致性评价和新四类的品种。 未来 2~3 年

会保持比今年更快的速度申报，基本会

保持在每年申报 5~10 个。

上周， 康弘药业也接受了共 17 家

机构的调研。 在调研中，机构对康弘药

业参加医保谈判情况及后续市场竞争

策略发出提问。 康弘药业表示，公司产

品康柏西普面临的竞争对手非常强悍，

但国内该领域的市场对所有参与者仍

然充满机会，已经过产品培训的医生和

几十万已使用该产品的受益患者都是

公司的竞争优势。 按照 11 月 29 日披露

的公告，康弘药业核心产品康柏西普眼

用注射液

（商品名为朗沐 ）

降价 25.05%

续入医保。

此外，仙琚制药也在机构调研中表

示，公司共有 30 个品种

（

51

个品规 ）

进

入新版国家医保目录，其中糠酸莫米松

凝胶、丙酸氟替卡松乳膏两个品种

（

3

个

品规 ）

属于本次新进入《国家医保目

录》。

医药板块连续震荡

11 月下旬以来，医药生物板块反复

震荡，个股出现较大的回调。 昨日，三大

指数冲高回落。 盘面上，房地产、农林渔

牧、电子等板块涨幅领先，而医药

生物指数以 1.11%的跌幅居首。

Wind 数据显示， 今年 11 月 20 日，

申万一级医药生物指数盘中创出

新高后便持续下行，至今已经累计

了 7.87%跌幅。 期间板块内个股如

我武生物、欧普康视、康龙化成等

强势股出现大幅回调。 年内涨幅前

三的医药生物股分别为兴齐眼药、

康龙化成、济民制药，涨幅分别为

392%、323%、249%；在 11 月 20 日至

今 ， 上述 3 只个股分别下跌了

6.49%、16.19%、5.45%。

在近期医药股反复震荡中，一

些医药主题基金也回吐了部分收

益。 比如此前广发医疗保健年内收

益曾经一度突破 100%， 但截至昨

日， 年内收益已经下降至 79.85%。

此外，博时医疗保健行业、农银汇

理医疗保健主题、中欧医疗健康 A、

创合金信医疗保健行业 A， 年初至

11 月 20 日的收益也超过 90%，昨

日最新净值已分别下落至 81.43%、

75.22%、74.83%、72.32%。

Wind 数据显示，11 月 20 日至

今，中信建投医改 C、创合金信医疗

保健行业 C、浦银安盛医疗健康等

9 只基金最大回撤均超过 10%。

行业长期向好趋势不改

中欧基金表示，中长期仍旧看

好医药行业中长期的投资机会，行

业总体仍然保持了较高的景气度。

从投资角度看，我国用药结构的调

整方向是较为确定的，创新药企业

仍旧是未来最具成长性的方向，相

关公司的研发能力及管线布局也

在逐步的提升。 此外医疗服务以及

消费品龙头仍旧是有持续稳定增

长的能力。

中信建投医药团队认为，医药

行业调整之后明年仍有机会，短期

建议关注顺利进入医保、价格降幅

小，且对后续放量积极影响较大的

品种和企业。 通过本次医药目录谈

判来看，同质化药品进入医保的竞

争将进一步加剧，药企的新药研发

立项选择需要更加客观冷静的判

断，这意味着行业将进一步向头部

企业集中。

天风证券分析师也表示，医药

板块近期出现回调，除资金行为之

外，带量采购等医药政策带来的过

度悲观预期也是重要的原因，依旧

看好医药产业的长期发展趋势，从

医药产业周期发展看，以创新为核

心竞争力的领域

（包括创新药、创

新医疗器械、 创新服务商等）

及自

我保健意识持续提升带来的医药

消费领域投资机会。

中欧基金表示，在看好医药生物行

业的长期成长空间同时，也要看到行业

内部将会发生比较大的分化，自上而下

的政策影响、子行业的景气度和自下而

上的公司治理、发展策略将会对公司的

发展产生非常大的影响，对于医药基金

而言，标的的选择将会较为重要。 未来

的研究将会更加的细化，例如对创新药

而言， 不仅仅需要关注创新药的数量，

还要详细地去研究不同公司创新药的

产品竞争力、产品格局、研发进度等，一

旦选错了标的可能需要较长时间的修

复期。

医药

基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