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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革有望加快推动产业创新升级，不同产品差异巨大

带量采购政策可净化流通环节，引导有基础的高值耗材生产企业走向创新，节约医保资金有利于提升对创新产品的报销能

力，推动行业创新升级。不同高耗品类产业属性/发展空间/竞争格局差异较大，冠脉支架市场发展成熟，植入渗透率及市

场集中度高，类仿制药属性强，具体影响不宜线性外推。看好自费耗材、及有望实现以量补价的领域，如医美、骨科、眼

科、主动脉及外周介入、消化介入、神经介入、结构性心脏病、电生理等创新高值耗材及个人支付为主的高值耗材。

02

03

投资要点（行业评级：增持）

中国高值耗材行业正式进入带量采购时代

2020年11月5日，国家冠脉支架带量采购完成，10款入围产品平均终端价格降幅超过90%。地方带量采购层面，截至

2020年11月20日，已完成或正在进行的省级联盟采购6项，省及直辖市独立采购11项，地市级（含联盟）采购30余项，

集中在心血管介入、骨科、眼科三大领域，平均终端价格降幅约60%。中国高值耗材行业正式进入带量采购时代。

顺应产业发展趋势，寻找高耗创新龙头

带量采购对高耗生产企业提出了更高的发展要求，从强本土销售转向强研发/制造/学术/国际拓展，治理体系完善、医工合

作体系成熟、创新研发实力强劲、渠道布局广泛、海内外市场准入能力优异的器械龙头更符合未来产业发展趋势。推荐标

的：威高股份、大博医疗、心脉医疗、爱康医疗、健帆生物、欧普康视。受益标的：微创医疗、爱博医疗、南微医学、三

友医疗、启明医疗、康基医疗、康德莱医械、春立医疗、先健科技、正海生物、惠泰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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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高值耗材带量采购政策
的酝酿与发布节奏符合预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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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带量采购有望净化流通环节，推动产业加快创新升级

 带量采购政策下，首要目的是降低医保负担，提高医保基金利用效率。对于产业的影响而言，工业企业凭借研发/生产/质量控
制/管理等综合优势，在质量能够保证的前提下通过低价中标，由支付方——医保保障量的落实，减少渠道、终端推广费用，
将工业企业从无序的流通环节中解放出来，引导有基础的企业加强创新研发，避免同质化竞争，引导产业创新升级。

01

资料来源：国泰君安证券研究

带量
采购

中国医药产业整体“重销售，弱研发，
大而不强”

产品同质化竞争激烈，医院对患者、企
业存在天然的双垄断地位

企业需要花费高额销售费用，多流通
环节，交易成本高

产品终端价格高企，患者负担重，医
保支出压力大

1

2

3

4

产品终端通过市场竞争大幅下降，患者
负担减轻，节约医保基金

销量有保证，医生品牌决定权降低，
企业临床推广费用下降

净化流通环节，交易成本降低

创新才是唯一出路，引导产业创新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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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品牌间可替代性影响带量采购适用的品种范围
 让医生降低品牌选择权，前提需保障参与竞标的不同品牌产品之间，

临床疗效具有可替代性，医生对不同品牌产品可低成本转换，品牌转
换风险较低。

从核心功能维度进行分组是当下次优选择
 高值耗材品类及规格众多，标准化程度不一。如有产品临床疗

效及质量一致性评价，低价中标即可；无一致性评价背景下，
依据影响产品临床疗效的核心功能进行竞价分组是当下次优选
择。

能否降低企业销售费用影响政策推进效果
 在终端价格大幅下降后依然要求企业投入大量销售费用，缺乏

销量保障，可能会损害工业企业利润；在企业投标前即明确采
购量或分配比例，并严格落实采购量，有利于保障政策落实。

 现有耗材编码体系无法完全解决产品一致性问题，仍需逐类确定核
心功能指标。

科学
评审

01 品牌间可替代性影响带采适用品种范围，根据核心功能进行分组是次优选择01

资料来源：国泰君安证券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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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高值耗材带量采购政策经历了长期酝酿过程，国家医保局对耗材的复杂性有充分认知01

时间 文件名/事件 政策内容

2019年07
月31日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治理高值医用耗材改革方案的
通知

• 对于临床用量较大、采购金额较高、临床使用较成熟、多家企业生产的高值医用耗材，按类别探索集中采购，鼓励医疗机构联合
开展带量谈判采购，积极探索跨省联盟采购。

• 对已通过医保准入并明确医保支付标准、价格相对稳定的高值医用耗材，实行直接挂网采购。加强对医疗机构高值医用耗材实际
采购量的监管。

• 要求国家医保局2019年下半年启动，持续完善集中采购办法

2019年8月
1日

国务院新闻办召开例行吹风会
• 国家医保局正在探索研究对高值医用耗材开展集中分类采购。将建立医药集中采购平台，要求所有的公立医疗机构高值医用耗材

采购必须在平台上公开交易、阳光采购，把平台建起来。
• 国家医保局准备在总结各地试点经验基础上推动更大范围内的高值医用耗材带量采购。

2019年11
月21日

国务院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领导小组关于进一步推
广福建省和三明市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经验的通知

• 各地要针对临床用量较大、采购金额较高、临床使用较成熟、多家企业生产的高值医用耗材，按类别探索集中采购。
• 2020年9月底前，综合医改试点省份（安徽、浙江、福建、江苏、上海、青海、湖南、重庆、四川、陕西、宁夏11个地区）要率

先进行探索。

2019年12
月3日

国务院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领导小组印发关于以药
品集中采购和使用为突破口进一步深化医药卫生体制

改革若干政策措施的通知
• 在做好药品集中采购工作的基础上，探索逐步将高值医用耗材纳入国家组织或地方集中采购范围。

2019年12
月5日

国家医疗保障局对十三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第1209
号建议的答复

• 下一步将建立全国医用耗材监控平台，实现全国范围内数据共享，提高集中采购效率。
• 考虑到高值耗材与药品之间巨大的差别及其临床使用和售后服务的复杂性，关于高值耗材“两票制”问题有待进一步研究。
• 与药品相比，医用耗材的复杂程度更高，具体有三个方面：一是医用耗材没有通用名；二是医用耗材品种规格繁多，市场分散；

三是绝大部分医用耗材只能在医疗机构使用，使用人员水平直接影响医疗效果。
• 下一步，国家医疗保障局将选取重点品种实施“带量采购”的试点工作，降低高值医用耗材的价格，惠及百姓。

2020年5月
7日

国家医保局向地方医保局发布《上报2019年三类医
用耗材采购情况的通知》

• 要求省级平台报送冠脉支架、冠脉球囊、人工晶体三类产品2019年采购价格和采购量

2020年5月
28日

国家医疗保障局副局长陈金甫主持召开高值医用耗材
集中采购改革座谈会

• 听取部分企业和协会代表意见建议。

2020年7月
3日

国家医保局委托开展《国家组织冠脉支架集中带量采
购方案（征求意见稿）》征求意见

• 国家医保局将从冠脉支架入手探索开展国家组织高值医用耗材集中带量采购，要求2020年7月10日前反馈意见。

2020年10
月16日

联合采购办公室发布《国家组织冠脉支架集中带量采
购文件》

• 2020年10月16日，联合采购办公室发布《国家组织冠脉支架集中带量采购文件》，市场一直关注的国家高值耗材带量采购政策
正式发布。

资料来源：政府网站，国泰君安证券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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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适用品种范围：临床用量较大、采购金额较高、临床使用较成熟、多家企业生产

创伤

脊柱

关节

支架

球囊

起搏器

人工晶体 吻合器

01

数据来源：国家发改委，国泰君安证券研究，
2019中国医疗器械蓝皮书，威高招股书，康基医疗招股书

 2019年07月31日，国务院办公厅提出，“对于临床用量较大、采购金额较高、临床使用较成熟、多家企业生产的
高值医用耗材，按类别探索集中采购，鼓励医疗机构联合开展带量谈判采购，积极探索跨省联盟采购”：

 “临床用量较大”、“采购金额较高” ：占用医保基金较多，对患者负担影响较大，集中精力办大事；
 “临床使用较成熟”、“多家企业生产”：不同品牌间质量疗效差异不大；医生在不同品牌间的转换成本及风险

较低；年使用量变化幅度不大，可准确提前确定采购量，节约企业后续推广费用；厂家在产品上已回收创新成
本；竞争充分，可通过市场化手段降价；避免供应保障风险。

临床用量大、采购金额较高
389

262

76 70 67
42 42 37 26

国内高值耗材主要分类及市场规模

临床使用较成熟、多家企业生产

高

高低

渗
透
率

国产化率

部分临床高频使用高值耗材国产化率及渗透率分布

注：气泡大小=市场规模

人工硬脑
（脊）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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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如何理解高值耗材的“临床使用较成熟”？01

数据来源：弗若斯特沙利文分析，中国心血管病报告，
公司公告，国泰君安证券研究

1984，中国完成第一例

PCI介入治疗

2000年，乐普上市首
款国产心脏金属支架
同年微创推出

140

2014雅培Xience
Prime国内上市，微
创医疗推出Firehawk
可降解支架

2009雅培XienceV、美敦力
Endeavor Resolute支架国内
上市

542

2018支架植入快速提升至

656例/百万人

2008微创医疗发布
Firebird2冠脉雷帕霉素洗
脱钴基合金支架

2011乐普Nano上市

2013乐普发布国内首
款可降解支架普
GuReater

2004微创发布国内首
款药物洗脱支架
Firebird

334
2005乐普发布Partner药
物洗脱支架
同年吉威发布国内首个可
降解涂层DES支架EXCEL

31例/百万人

656

 冠脉支架在中国经历了30余年植入历程，早在2004-2005年即推出与进口产品性能相近的国产药物洗脱冠脉支架，并快速完成国产替代；
 竞争格局比较集中，乐普、微创、吉威三家占据70%左右份额，植入渗透率与美日相比仅有2-3倍空间，市场已进入成熟发展阶段。

2000 2005 2006 2008 2013 2017
乐普 0 3% 18.2% 25.8% 25.0% 24.0%
微创 0 24% 21.8% 27.0% 25.0% 23.3%
吉威 0 3% 19% 20.0% 20.0% 20.0%
外资 100% 70% 41% 27.0% 20.0% 21.1%
其他 0 0 0 0.20% 10.0% 11.6%

国产支架早已占80%

2907.3
2242 2178.4

655.9

美国 日本 欧洲 中国

2018年世界主要国家及地区PCI手术量

（每百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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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带量采购前，对比国外同代冠脉支架产品价格，国内产品价格较高01

 同代支架价格巴西最低2183元；美国患者支付价6403~18507元；法国零售价6881元；日本医保支付
7693~18747元（均折合为2020年人民币汇率）；2020年3月，印度政府规定药物洗脱支架天花板价为756元；

 中国市场中国产品牌终端价格7500~18500元，中位数14000元，进口品牌价格11400~23300元，对比国外产品，
中国市场支架价格较高。

巴西最低价 2183元

6881元 法国零售价

6403-18507元

7693-18747元

美国患者支付价

日本医保支付

同代支架价格（均折合为2020年人民币汇率）带量采购前国内第三代药物洗脱支架价格（元）

中位数 国产进口

14000

7500-18500

11400-23300
756元 印度天花板价格

数据来源：央视新闻，国泰君安证券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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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选取最类似仿制药的冠脉支架，充分尊重临床使用习惯，提前明确中标企业销售量

数据来源：国家医保局《国家组织冠脉支架集中带量采购文件》
国泰君安证券研究

01

政策规则 具体内容 特点点评

采购品种
冠状动脉药物洗脱支架系统，材质为钴铬合金或铂铬合金，载药种类为雷帕霉素及其衍生物。目
前国内符合条件的共有12家生产企业27款产品，其中进口企业5家，国产企业7家。

冠脉支架类仿制药属性最强；
未纳入不锈钢材质，以推动产品升级；

采购地区 全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作为采购联盟。 覆盖面广

意向采购量 首年意向采购总量为107.4722万个，由联盟地区报送总需求（134.34万个）的80%累加得出。 采购量大

采购时间及周期 材料递交时间为2020年11月5日，2021年1月正式实施，采购周期2年。 适用2年，而非1年

评审流程

（1）产品排名：报价价格从低到高进行排序，价格相同时销量大、上市早的优先。
（2）产品入围：产品排名前10名先入围，若出现同一企业入围产品数量超过3个的情况，按超过
数量等量增补入围。等量增补后，仍存在同一企业入围产品数量超过3个的情况，继续等量增补，
直至所有产品均不满足等量增补入围条件。
（3）产品拟中标：申报价≤最低产品申报价1.8倍，或者申报价格虽然大于申报价1.8倍，但低于
2850元的。
（4）中选产品确定：公示后无异议。

不区分国产/进口；
中标比例大概1/3甚至更高；

最低价企业不会分到最多的量；
参考江苏冠脉支架最低价；

采购量分配

（1）中选产品的医院意向采购量即协议采购量；
（2）未中选产品的医院意向采购量由医院进行分配，其中不少于10%分给最低价产品，其余分
配给给医院报过需求、或价格更低的产品，政策有分配原则。
（3）第二年的协议采购量不低于第一年。

让医院上报意向采购量，充分尊重临
床使用习惯；

提前确定企业中标后的采购量，节约
中标企业的销售费用；

保障措施
（1）列入违规名单的企业，视情节轻重取消该企业2年内参与联盟地区医用耗材采购活动的资格。
（2）各中选企业每月向联合采购办公室报送中选产品库存数量。
（3）患者因使用中选产品生产质量问题造成的损失，由中选企业承担。

高压政策监管保障实施，避免供应不
足及质量安全风险

尚不明确 未中选产品的价格联动机制；医保结算及医院回款要求； 本文件仅为采购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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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降价幅度符合预期，拟中选支架价格降至千元以内

数据来源：国家医保局，器械经销商联盟，国泰君安证券研究

01

企业名称 序号 商品名 注册证号
最新挂网价
格（元）

江苏带采中
标价（元）

首年意向采购量（个） 采购量占比 国家带采申报价
格

价格降幅
分产品 分企业 分产品 分企业

微创医疗

1 Firebird2 国械注准20163462305 7500 3400 247940

392226

23.07%

36.50%

590 -92%
2 Firehawk 国械注准20143132100 18500 7000 128631 11.97%
3 Firekingfisher 国械注准20203130662 7500 / 12176 1.13% 750 -90%
4 Firecondor 国械注准20193130304 18500 / 3479 0.32%

波士顿医疗

5 Promus PREMIER 国械注进20153130608 17100 / 59842

120626

5.57%

11.22%

776 -95%
6 PROMUS Element Plus 国械注进20173466661 11400 / 32251 3.00% 776 -93%
7 SYNERGY 国械注进20173461421 19000 / 22336 2.08%
8 Promus Element 国械注进20153462405 14000 / 3815 0.35%
9 Promus Element Long 国械注进20153463173 14260 / 2192 0.20%

10 SYNERGY MONORAIL 国械注进20173465008 19000 / 190 0.02%
乐普 11 GuReater 国械注准20173460564 8400 2850 120560 120560 11.22% 11.22% 645 -92%

雅培

12 XIENCE Xpedition 国械注进20173466565 17000 / 57133

108944

5.32%

10.14%

13 XIENCE Prime 国械注进20173466908 13280 / 32149 2.99%
14 XIENCE V 国械注进20173461507 19250 6655 12158 1.13%
15 XINENCE Alpine 国械注进20163462140 23300 / 4623 0.43%
16 Everolimus Eluting 国械注进20193130202 17000 / 2051 0.19%
17 XIENCE Sierra 国械注进20193130313 23500 / 830 0.08%

美敦力
18 Endeavor Resolute 国械注进20173466117 14848 8666 52472

105955
4.88%

9.86%19 Resolute Integrity 国械注进20163460682 19250 / 51667 4.81% 648 -97%
20 Endeavor Sprint 国械注进20183461753 12760 / 1816 0.17%

吉威医疗 21 EXCROSSAL 国械注准20173461407 8068.4 / 100690 100690 9.37% 9.37% 469 -94%
金瑞凯利 22 海利欧斯 国械注准20163461174 7600 / 53441 53441 4.97% 4.97% 795 -90%
易生科技 23 爱立（Tivoli） 国械注准20193131802 7500 / 41865 41865 3.90% 3.90% 549 -93%
桓晨医疗 24 AlphaStent 国械注准20153130718 12600 / 20070 20070 1.87% 1.87%
飞鸿医疗 25 NOYA 国械注准20163460595 7700 / 9774 9774 0.91% 0.91% 798 -90%
Biotronik 26 Orsiro 国械注进20193130494 18850 / 563 563 0.05% 0.05%

Micell 27 MiStent 国械注进20203030364 / / 8 8 0.001% 0.001%

注：黄色代表拟中选产品

 与2019年相比，相同企业的相同产品平均降价93%，国内产品平均降价92%，进口产品平均降价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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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预计中标冠脉支架出厂价下降超70%，毛利率已低于海外耗材龙头整体盈利水平

数据来源：公司公告，国家医保局，Bloomberg，国泰君
安证券研究

01

 全球高耗龙头毛利率普遍在65-70%，低耗龙头毛利率在50%左右；
 我们测算中国冠脉支架中标产品毛利率低于30%，已经低于海外耗材公司整体盈利水平。

指标 数据

带量采购前

冠脉支架原终端价格（元） 8400

假设出厂扣率 30%

冠脉支架原出厂价格（元） 2520

毛利率 80%

平均生产成本（元） 504

带量采购后

冠脉支架中标价格（元） 645 

假设效率提升后成本压缩幅度 5%

效率提升后生产成本（元） 479

毛利率 26%

35%

45%

55%

65%

75%

85%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2018 2019

美国主要医疗耗材公司毛利率对比

美敦力 史赛克 波士顿科学 碧迪

带量采购后中标冠脉支架产品毛利率大幅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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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锈钢支架份额被钴基支架挤压；

 药物球囊、可降解支架、切割球囊有

望加速渗透使用；

 腔内影像学，功能学检查等目前渗透

率相对较低，技术门槛相对较高的产

品或加快推广。

 政策于2021年1月1日开始实

施，部分医院将11-12月的

PCI择期手术延后到2021年植

入。

 年轻医生接触PCI手术机会提升；

 加速部分冠脉介入医生转做结构

性心脏病等更复杂的手术；

 医生到民营医院、公立医院外手

术中心“飞刀”频率提升；

01 冠脉支架带量采购政策对临床诊疗产生直接影响

冠脉支架带量采购的政策溢出效应

医院
耗材

医生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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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推进节奏：国家级带量采购将继续推进，
针对量大、价高、易于采集的高值耗材品
种进行采购，计划2022年实现基本覆盖；

 一品一策：由于耗材难以形成一致性评
价，因此对高值耗材集采将坚持“一品一
策”，针对性精心设计采购方案。

国家级带量采购规划

 “现在我们在总结这一次冠脉支架集采的好经验，

形成更一般的规则。按照党中央、国务院的部署，

我们已经在筛选下一批的集采目录，主要是集中在

市场规模比较大，量大价高，虚高严重，群众关注

的产品，2021年肯定要开展新的集采。按照“一

品一策”的原则，我们在充分的前期的技术分析、

市场调研、专家论证的基础上，拿出集采的品种，

然后量身定做适合它的集采规则，哪一个先完成，

可能就那个先开展。力争到2022年，把采购金额

占比较高又适合集采的主要品种，尽可能覆盖。”

01 国家级带量采购将持续推进，坚持“一品一策”，兼顾企业可持续发展

——钟东波 国家医保局医药价格和招标采购司司长

 “高值医用耗材集采与药品集采确实不太一样。我们做

了研究后，对高值耗材集采基本上定了一个原则，叫

“一品一策”。高值医用耗材与药品相比，结构不一

样。药品分子结构是稳定的，而耗材是物理结构，没有

稳定统一的结构，很难做类似于药品一致性评价的质量

疗效评价体系。药品医生开出去，病人自己用，耗材一

定是医生来开展临床操作，有的产品企业要跟台服务，

提供一些技术和设备。这几个特点决定了在集采上它与

药品会有些不同，因此我们在集采上必须要精心设计 ”

 “这次降价的幅度很大，但据我们了解，降价之后的价

格跟企业实际出厂价差别并不大。“

 企业影响：“采购虽有较大降幅，但降价
后与企业实际出厂价差距不大，市场扩大
后仍有客观收入，企业可保证正常运
营。”

数据来源：人民日报，国泰君安证券研究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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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
地方高耗带量采购政策现
状：逐步摸索成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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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施范围

竞价组划分

评审规则

结果实施

地区/医院

总体采购量 投标企业

品种

中标周期

份额高/低

产品功能 品类丰富度

进口/国产

价格高低

高降幅中标

综合评审 双信封评审

低价中标

中标比例

配送要求

医保结算/回款
产品供应/质量

保障

采购量分配

01 带量采购结果与具体规则设计高度相关，不同地区差异较大02

未中选监控

数据来源：各地医保局及采购信息平台，国泰君安证券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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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05

经济发展水平

各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存在差异，

支付能力不同，对进口/国产、高

端/低端产品青睐程度不同

已有地区出现政策反弹

部分地区政策结果已出现反弹，

回归临床合理使用需求

03

0402

临床使用习惯

不同地区医生临床使用耗材习惯受

当地大医生及厂商推广等因素影响，

品牌选择上或具有地方性特征

地方医保部门经验度

个别地区医保部门成立时间较短，

对耗材临床使用特点尚无全面把

握，容易忽视高耗产品复杂性

政策制定差异

各地耗材带量采购部门管理者对政策内涵的理解程度

不同，在制定具体规则时侧重点不同

地方带量采购
影响因素

01 地方政策制定受多因素影响，局部地区政策结果不一定具备外推条件02

资料来源：国泰君安证券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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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

3
1 1 1

2

4
4

4

1 1
3

2 2
1

1

1

2
1

1 1 1

1 1

全国 联盟 省及直辖市 地市级

01 省市以上级别高耗采购为主，地市级以低耗为主，冠脉介入、眼科及骨科为采购重点02

数据来源：各地医保局及采购信息平台，国泰君安证券研究

 2019年7月，安徽率先打响高值耗材带量采购的“第一枪“；随后，各省市通过独立或联盟形式，由点及面，深入
推进带量采购政策实施；截至2020年11月22日，已完成或正在进行的省级联盟采购6项，省及直辖市独立采购11

项，地市级（含联盟）采购30余项；其中，省级以上采购以高值耗材为主，地市级采购以低值耗材为重心，耗材降
价效果较为明显。

 从带量采购品种来看，高值耗材集中在心血管介入、骨科、眼科三大领域，其中临床用量较大、采购金额较高、临
床使用较成熟、多家企业生产的冠脉支架、冠脉球囊、人工晶体和骨科关节采购覆盖区域最广；低值耗材以临床使
用频率高的输液器及留置针为主。

3

7

5

7

2

4 4 4

1 1

2

3

高值耗材已进行采购项目按级别汇总

级别 耗材 项目数量

地市级

输液器 19

留置针 19

血液透析器 6

注射器 5

预充式导管冲洗器 5

中心静脉导管 4

低值耗材地市级采购项目数量汇总

项目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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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省级以上级别耗材带量采购进展一览图02

数据来源：各地医保局及采购信息平台，国泰君安证券研究

黑龙江

吉林

内蒙古
新疆

宁夏 山西

北京

河北

辽宁

甘肃

山东

江苏

上海

浙江

福建

云南

贵州
湖南 江西

安徽

河南

湖北

海南

西藏

青海
陕西

四川

广西 广东

天津

重庆

国家级

2020.11 冠脉支架

3+N：京津冀+黑吉辽蒙晋鲁

2020.05 人工晶体

渝黔滇豫

2020.07 吻合器、补片、胶片

黔渝琼

2020.08 冠脉球囊

陕西十省：陕甘宁新青滇黔桂琼兵团

2020.08 人工晶体

川渝藏（发布公告）

2020.09 人工晶体

川晋蒙辽吉黑藏（发布公告）

2020.09 冠脉球囊

安徽

2019.09 脊柱、人工晶体

2020.08 关节、心脏起搏器

国
家

联
盟

江苏

2019.07 冠脉支架、心脏起搏器

2019.09 人工晶体、血管介入球囊、
髋关节

2020.07 膝关节、人工硬脑（脊）膜、
疝修补材料

山西

2020.01 冠脉支架

2020.10（征求意见） 吻合器、补片等

青海

2020.07 留置针、输液器

2020.09 心脏起搏器

2020.10（发布公告） 骨科关节类

福建

2020.07 膝、髋关节、留置针、超声
刀、镇痛泵

湖北

2020.08 冠脉球囊、输液器、胶片

上海

2020.08 人工晶体

浙江

2020.08 冠脉球囊、髋关节

湖南（发布公告）

2020.08 吻合器、骨科创伤、冠脉球囊

河南

2020.09 人工晶体、留置针

省

省
及
直
辖
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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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地市级耗材带量采购进展一览图02

黑龙江

吉林

内蒙古
新疆

宁夏 山西

北京

河北

辽宁

甘肃

山东

江苏
上海

浙江

福建

云南

贵州
湖南 江西

安徽

河南

湖北

海南

西藏

青海

台湾

陕西

四川

广西
广东

天津

重庆

云南省-曲靖市（15市跟量）

2020.06 心血管介入、眼科、骨科

贵州省-黔南州

2019.12 骨科创伤

2020.05 骨科关节、关节

江苏地级市

南通 2019.07 止血材料、髓内钉

南京-泰州-淮安 2019.08-10 口腔正畸托槽、输液港、留置针、输液器
等

无锡、徐州 2019.08-09 超声刀头、骨科骨针、其他普耗

苏州-盐城-宿迁 2019.11 人工合成骨、骨科带线锚钉、腔镜下吸收
夹

常州-连云港-扬州-镇江
2019.12 一次性使用喉罩等普耗

山东地级市

日照 2019.05 手术缝合线，留置针

青岛-淄博-烟台-潍坊-威海
2019.11、聊城 2019.12 输液器、留置针、预充式导管冲洗器

临沂-菏泽 2019.12 留置针、气管插管、镇痛泵、PICC导管

济南 2020.01、东营 2020.07 输液器、留置针等普耗

青岛-淄博-烟台-潍坊-威海-滨州
-东营2020.05 注射器、采血针、导尿管、吸氧装置

威海 2020.07 创伤骨折固定类

淄博-青岛-东营-烟台-威海-滨州
-德州 2020.10 骨科创伤、血液透析类

山西地级市

运城 2019.07 留置针、吻合器组件

吕梁 2020.03、忻州 2020.04 留置针、输液器

阳泉-大同 2020.04、临汾2020.05 吸氧管、留置针、输液器

长治 2020.04、太原-晋中-忻州 2020.07 注射器、输液器

朔州 2020.04 医用胶片、普耗

太原-晋中 2020.06 输液器

晋城 2020.06 透析器

临汾-运城-长治-晋城 2020.10 尿导管、尿导包、鼻氧管

太原-晋中-忻州-吕梁 2020.11 留置针、冲洗器、吸氧装置

浙江地级市

杭州余杭 2020.10 真空采血管、留置针、针头

福建地级市

南平、泉州 2020.10 血糖试纸、注射器、吸氧管等

数据来源：各省医保局及采购中心，国泰君安证券研究

河南豫北联盟（8市）

2020.11 输液器、吸氧管、冲洗器、止痛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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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采购医院主体：多覆盖二级及以上公立医疗机构，随时间推进范围渐扩大02

 采购主体多为各地二级及以上医疗机构，不同地区覆盖范围各异，其中3+N及上海覆盖医院范围较广，要求医保定
点医疗机构均参与带量采购；大部分省份要求覆盖二级及以上医院；

 从时间上来看，江苏作为较早开始带量采购的试点，第一轮涉及医院55家，第二轮为107家，第三轮则逐步扩大至
具备相关手术资格医院，伴随各地采购推进，其他省份的采购也逐步呈范围扩大趋势。

数据来源：各省医保局及采购中心，国泰君安证券研究

医保定点医疗机构

公立医疗机构

二级及以上公立医疗机构

三级及可开展相关手术二级公立医疗
机构（含军队医院）

相关治疗资格或采购需求的公立医疗
机构

阳光采购联盟

•京津冀3+N、上海

•安徽、青海、湖南（军队医疗机构按国家
政策）、浙江（含军队医疗机构）、河南
（含军队医疗机构）、贵州黔南州

•渝黔滇豫（含部队、武警医疗机构）、福
建、云南曲靖、山东七市

•陕西十省联盟

•山西第一轮（68家）、江苏第三轮、黔
渝琼

•江苏第一轮（55家）、第二轮（107家）

 

http://ipoipo.cn/


诚信 · 责任 · 亲和 · 专业 · 创新 22请参阅附注免责声明

01 采购量多为上年用量的60%-80%，采购周期1-2年，余量采购管理趋严02

数据来源：各省医保局及采购中心，国泰君安证券研究

 采购量：多数省市的带量比例按照上一年用量的60%-80%进行采购，上海人工晶体采购，最终为独家，因此限定为
30%-50% 的采购量。

 采购周期：为1-2年，2年共有6项采购，均为省及国家级规模，长期采购项目中，企业或竞价更激烈。
 剩余用量：近期浙江、上海、湖南方案中，对剩余用量的产品价格及采购量有了更严格的要求，通过价格规定，引

导非中选产品进一步降价；河南明确鼓励剩余用量使用中选低价产品，进一步保护低价中标产品的使用量。

已开展主要高值耗材带量采购量汇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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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对申报企业准入门槛不同，多数地区明确回款时间以缓解厂商压力02

数据来源：各省医保局及采购中心，国泰君安证券研究

 带量采购申报企业资格：

曾在省市内有采购记录 特殊申报要求 国内上市产品公司

江苏：要求2014年以来江苏有采购记录 江苏骨科：划定2%企业过往采购量底线

安徽骨科眼科：采购平台集中采购目录企业 贵州黔南州骨科：采购规定企业产品丰富度

京津冀3+N、陕西10省联盟

福建支架关节：省平台挂网且有采购记录 山西吻合器等：划定企业销售额下线

云南曲靖市联盟、渝黔琼联盟

山东七市骨科等：七市有实际采购使用记录 渝黔滇豫吻合器：综合评定划定企业范围

浙江、湖北、江苏第三轮

上海人工晶体：约定采购量2倍供应能力，
临床在用主流产品或普遍认可产品

青海、湖南、河南

 带量采购回款周期（天）： 未明确

• 渝黔滇豫、黔渝琼

• 江苏、福建、湖北、上海

• 山东七市联盟（60天） • 安徽第一轮、浙江

• 陕西十省、京津冀3+N（按约定）

• 安徽第二轮、山西、青海、河南

• 贵州黔南州、云南曲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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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竞价组划分对中标结果影响大，分组维度包括产品功能、国产/进口、份额大小等02

 高值医疗耗材的分类标准不统一，划分竞价组可解决部分高值耗材品牌差异程度较大的问题。
 目前各地多根据产品功能属性进行划分，组内产品标准接近，具备可比性；同时也有地区根据进口/国产、市场份额、

产品价格、品类丰富度及高端程度、销售金额、采购记录等维度对不同品种进行分组。

数据来源：各省医保局及采购中心，国泰君安证券研究

地区
安
徽

江苏 山西 3+N 云南曲靖市
福
建

陕
西
十
省

品类
人
工
晶
体

支架、
起搏
器

髋关
节/
球囊

膝
关
节

人工
硬脑
（脊）
膜

疝
修
补

吻
合
器

医
用
胶
片

冠
脉
支
架

管
型
吻
合
器

肛
肠
吻
合
器

医
用
胶
片

人
工
晶
体

冠
脉
球
囊

冠脉
导引
导管

导
引
导
丝

人
工
晶
体

骨
科
类

髋/

膝
关
节

人
工
晶
体

材质/功
能属性    3  2  3    10   

国产/进
口          

市场份额      3  2 

院渗透率 

产品价格  

分组数量 8 2
3

（国
产1）

5
（国
产2）

2 6 9 4 2 8 4 - 53 4 2 2 4 2 4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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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区 渝黔滇豫 浙江
黔渝
琼

湖北 青海 上海 湖南 河南

品类
管型
吻合
器

肛肠
吻合
器

补片 胶片
冠脉
球囊

药物
球囊

髋关
节

冠脉
球囊

冠脉
球囊

起搏
器

骨科
关节

人工
晶体

其它
吻合
器

痔疮
吻合
器

骨科
创伤

冠脉
球囊

人工
晶体

材质
/功
能属
性

 6          

国产
进口

   

市场
份额

品类
丰富
度

 

销售
金额

   

采购
记录



分组
数量

19 4 11 5 4 2 3 2 2 18 2 8 3 2 2 3 8

01 竞价组划分对中标结果影响大，分组维度包括产品功能、国产/进口、份额大小等02

数据来源：各省医保局及采购中心，国泰君安证券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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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审规则

综合评审

价格降幅价格绝对值

其他

• 陕西10省联盟人工晶体：议价（
企业数1-2个）/专家投票/专家打
分结合（6家以上）

• 上海人工晶体：降幅（可根据综
合评分调节）

• 安徽关节：组套价格降幅后谈判
• 江苏支架/起搏器：降幅
• 江苏髋关节/球囊/人工晶体：（组套

）平均降幅
• 江苏膝关节/硬脑（脊）膜/疝补片：

（组套）平均降幅
• 福建关节：组套平均降幅（量大组满

足一定降幅即可中标）

• 山西：吻合器/疝补片/胶片
• 京津冀3+N：人工晶体
• 云南曲靖：晶体/骨科/冠脉介入
• 渝黔滇豫：吻合器/补片
• 湖北：冠脉球囊
• 湖南：吻合器/创伤/冠脉球囊
• 河南：人工晶体
• 江苏：吻合器/胶片

• 浙江球囊/髋关节：双信封
• 黔渝琼冠脉球囊：专家投票入围→

竞价（4家以上）
• 青海起搏器：综合评分，关节：综

合评分入围→平均降幅排序
• 山东七市创伤/血液透析：打分入

围→综合评分

 差额中选，竞价议价结合专家意见进行科学评审：多个地区带量采购项目以低价中标，安徽关节、江苏、福建关节
项目则以价格降幅作为评选标准；近期开展的带量采购省份如陕西10省联盟、浙江、黔渝琼、青海、山东、上海等
地，则引入综合评分环节，避免通过价格单一维度进行评选。

01 部分地区以降价幅度评选，多地引入综合评分进行全方位评价02

数据来源：各省医保局及采购中心，国泰君安证券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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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购地区 规则 采购品类 细则

陕西十省
参选企业大
于6家时需专

家打分
人工晶体

 企业规模（10分）：以2019年度单一企业增值税纳税报表为依据进行评分：销售额1亿以上得10分；
5千万元-1亿 8分；1千万-5千万得6分；1千万以下得2分。

 产品质量安全性（40分）：产品不良事件发生率，10分（无不良事件发生）、8分（1-2起不良事
件）、6分（大于2起不良事件）；白内障术后相关并发症发生率，10分（无/极少）、8分（偶发）、
6分（较少）；屈光度范围，10分（调节范围大）、8分（调节范围中等）、6分（调节范围有限）；
患者满意度，10分（口碑优秀）、8分（反映良好）、6分（基本满意）

 市场占有率（10分）：占有率=申报品种的采购数量/同组所有品种的采购数量×100%。10%以上，
10分；5-10%（含5%）8分；5%以下（含1%）6分；无上报数据2分

 服务培训（20分）：分为术前培训5分，术中技术支持10分，术后随访跟进5分
 供应保障能力（20分）：生产能力10分，配送能力5分，应急响应能力5分

浙江 双信封

冠脉球囊
髋关节

 耗材包装质量与方便性评价4分：优4分，一般2分，差1分；
 品牌认同度6分：优6分，良4分，一般2分；
 服务信誉评价：优3分，良3分，一般1分，差0分
 产品质量可靠性6分：可靠6分，一般3分，差0分
 临床使用评价14分：满足临床需求14分，明显优于其他同类产品10分，优于其他同类产品8分，相

当6分、低于同类产品0分
 安全性评价9分：安全性优9分，良6分，中3分，有不良事件报告0分

髋关节
 头：粉陶3分；黄陶2分；金属1分；
 柄/杯：TM涂层活双涂层3分，简单涂层2分，粗糙面/水泥型1分
 衬：粉陶3分，高交联聚乙烯2分，其余1分

黔渝琼

专家投票入
围，超过4家
企业进行竞

价

冠脉球囊
由三省市抽选临床专家和采购专家在报名合格的生产企业里通过对企业的产品产品质量、规模、产品
配送能力、产品稳定性、售后服务、操作培训、不良反应发生率、卫生经济学评价等进行投票

0102 综合评审考虑企业规模、产品价格质量及临床使用、售前售后等多维度

数据来源：各省医保局及采购中心，国泰君安证券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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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购
地区

规则
采购品

类
细则

青海

综合
评分

起搏器

 企业规模（2019年全年纳税额）（5 分）：进口：≥5亿，5分；3亿-5亿，3分；1亿-3亿，2分；≤1亿，1分；国产：≥2亿，5分；1亿-2亿，3分；1

亿-0.5亿，2分；≤0.5亿，1分
 产品认证（ 5 分）：进口：申报产品同时具有中国、美国、欧盟及其他国家或地区四个以上的认证，5分；三个的认证，3分；少于三个国家的认证，

1分；国产：申报产品同时具有中国及其他国家或地区3个及以上的认证，5分；3个以下的认证，3分
 质量检测报告（ 5分）具有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认定的检测报告，5分；省级医疗器械质量监督检验机构报告，3分
 产品质量可靠性（ 5分）申报产品质量可靠，无不良反应记录，5分；申报产品有一次不良反应记录(本次投标前2年内)，0分
 企业异常名录信息（ 5分）前两年在全国无经营异常和严重失信企业相关记录，5分；有相关记录，0分
 企业产品系列（ 10分）：进口：申报产品生产企业投报此次招标目录中80%的规格型号，10分；60-80%型号，7分；30-40%，4分；30%以下，1分；

国产：申报产品生产企业投报此次招标目录中50%的规格型号，10分；50%以下型号，5分
 投标产品使用情况（10分）在国内有1年以上的使用，10分；国内有一年使用记录，7分；在国内未使用，3分
 产品供应情况（ 10分）申报产品的注册证有效期从投报开始≥2年必须满足采购周期的采购(至2022年底)，10分；申报产品的注册证有效期不

足两年的采购周期可承诺后期续办相关手续并保证供货(至2022年底)，5分
 本地化服务（5分）申报企业在青海本地有专职技术服务人员(企业正式员工)，本地社保一年以上，5分；申报企业承诺在青海省本地配备专职

技术服务人员(企业正式员工)，3分
 产品价格（40分）申报产品以青海阳光采购平台挂网价格,全国其他省份最低价格.省内医疗单位实际采购价三方真实价格的最低价作为基准价,

按下列公式计算:投报产品价格得分 (基准价-投报价)÷基准价╳ 40分

综合
评分
入围
→平
均降
幅排
序

关节

 年生产能力15分：根据申报企业提供的年生产能力材料中关节类产品件数（精确到万位数）进行排名。第一名得15分，第二名得14分，第三名
得13分，以次类推得分，未排在前15名之内的，得分按最低得分1分计算。

 产品认证15分：根据提供的认证证书1、具有CFDA、FDA、CE认证，得15分；2、具有CFDA认证，同时具有FDA或CE认证，得12分；3、具
有CFDA认证，得9分

 假体生存率15分：根据国内外关节注册中心提供的证明假体生存率达到95%以上的证明材料1、15年（含）以上，得15分；2、10-14年，得12

分；3、6-9年，得9分；4、5年(含）以下，得6分
 生产工艺15分：提供的第三方检测报告：万级，得15分，十万级，得12分，百万级，得9分
 年产品销售额10分：7亿元（含）及以上，得10分，3.1-6.9亿元，得7分，3亿元（含）以下，得5分
 配送率15分：1、2019年度在省级药品和医用耗材集中采购平台配送率95%以上（含），得15分，90%以上（含），得10分, 80%以上（含），

得7分，80%以下，得0分,初次参加青海省内市场竞争的产品得分按5分计算
 售后服务管理及实施方案15分：根据提供的方案内容较好15分，一般12分，较差9分

综合评审考虑企业规模、产品价格质量及临床使用、售前售后等多维度

数据来源：各省医保局及采购中心，国泰君安证券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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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00%
78.57%

76.00%
73.68%

71.43%
68.00%

66.67%
66.67%

60.00%
58.33%

54.55%
50.00%

45.83%
41.67%

40.00%
36.84%

36.36%
27.03%
27.03%
27.03%
27.03%

25.00%
25.00%

15.63%
13.95%
13.95%
13.95%

12.58%
7.41%

福建: 超声刀
安徽: 脊柱

京津冀3+N: 人工晶体
苏州-盐城-宿迁: 人工合成骨

江苏: 双腔起搏器
福建: 人工关节-髋关节

安徽: 人工晶体
江苏: 冠脉球囊

江苏: 人工硬脑（脊）膜
江苏: 人工髋关节

江苏: 人工晶体
南京-泰州-淮安: 口腔托槽

江苏: 人工膝关节
陕西十省联盟: 人工晶体

江苏: 疝修补材料
福建: 镇痛泵

江苏: 冠脉支架
云南曲靖: 冠脉球囊

云南曲靖: 心脏介入导管
云南曲靖: 心脏介入导丝

云南曲靖: 心脏起搏器
南通: 止血材料
徐州: 骨科骨针

南通: 髓内钉
贵州黔南州: 骨科创伤类

贵州黔南州: 骨科植入-脊柱类
贵州黔南州: 骨科植入-关节类

湖北: 冠脉球囊
上海: 人工晶体

0102 中选比例影响竞争激烈程度，不同地区投标企业中选比例差异较大

骨科材料
人工晶体
冠脉球囊
其他

不同地区带量采购企业中选率

数据来源：各省医保局及采购中心，国泰君安证券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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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购项目 采购项目 约定采购量规则

安徽第一轮 脊柱、人工晶体 按谈判议价的采购量，省属公立医疗机构与供货企业签订带量购销合同，确保1年内完成采购量

江苏省第一轮
冠脉支架、心脏

起搏器
要积极上报采购信息、参与联盟谈判、签订采购合同、支付耗材货款，并按合同约定履行

江苏省第二轮
人工晶体、球囊、

髋关节
每组幅度最高的是必选，要求每家都和必选厂家签采购合同，具体采购量医院自行决定。

江苏省第三轮
膝关节、人工硬
脑膜、疝修补材

料
将约定采购量按年度分配到每家企业、每家医疗机构。

江苏省第四轮
吻合器、医用胶

片
公布联盟医疗机构年度约定采购量（上年度采购量的80%），并分配给中选企业；中选企业上年度在医疗机构已有
采购量的80%，予以优先保证；同品种所有剩余采购量由医疗机构根据临床需求选择质优价宜的中选产品

京津冀3+N 人工晶体

1家约定采购量计算基数的 100%；2家最低价格产品不少于约定采购量计算基数的 60%，次低价格产品不高于约定
采购量计算基数的40%；3家最低价格产品不少于约定采购量计算基数的 60%， 次低价格产品和第三低价产品依次
按照不少于剩余约定采购量计算基数的 60%分配约定采购量基数；4家最低价格产品不少于约定采购量计算基数的
50%，其余产品按价格从低到高依次按照不少于剩余约定采购量计算基数的 50%分配约定采购量基数

福建 关节、留置针等
中选产品采购总量不少于本机构上年度同类组件耗材产品用量的 70%，各中选产品采购量原则上不少于本机构上年
度该产品用量的50%。

01 逐渐明确采购量分配方法，对手术风险高的品类更尊重临床使用习惯02

 约定采购量分配方法逐渐明确。明确采购量分配可节约中标企业后续费用投入，维护企业可持续发展。各地经过一年多以来的
试点探索，逐渐明确中标企业量的分配，如京津冀3+N人工晶体项目、浙江髋关节项目明确中标企业份额；

 对手术风险高的品类更尊重临床使用习惯。不同医疗机构耗材使用情况存在差异，对于手术难度较高、不同品牌间差异较大的
产品，强制规定使用比例或面临一定临床风险，更倾向于维持主要品牌格局。

数据来源：各地医保局及采购信息平台，国泰君安证券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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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购地区 采购项目 约定采购量规则

渝黔滇豫
吻合器、补片、胶
片

实际中选企业为1 家的，产品采购量不少于约定采购量计算基数的100%；实际中选企业为2 家的，最低价格产品采购量为约定采购量计算基
数的60%，次低价格产品采购量为约定采购量计算基数的40%；实际中选企业为3 家的，最低价格产品采购量为约定采购量计算基数的50%，
次低价格产品采购量为约定采购量计算基数的30%，其余产品采购量为约定采购量计算基数的20%胶片要保证原有市场格局

陕西十省
联盟

人工晶体 将采购量明确分配到每一家公司

浙江 冠脉球囊、髋关节
中标产品为4个的，50%分配给必选产品，其余按25%、15%、10%分配；中标产品为3个的，50%分配给必选产品，其余按30%、20%分
配；中标产品为2个的，70%分配给必选产品，其余30%分配给另一个中标产品；仅有必选产品的，80%分配给必选产品，其余20%纳入剩
余用量。必选产品约定采购量按比例分配给所有医疗机构

黔渝琼 冠脉球囊
三省市各医疗机构根据约定采购量，在保证中选企业原有市场份额的前提下，剩余采购量由各医疗机构按价格由低到高依次选择，中标价格
高的产品采购量不得高于中标价低产品采购量。

湖北
冠脉球囊、输液器、
胶片

约定采购量按“价格最低产品占主要约定采购量，其他中选产品约定采购量按照价格从低到高逐渐减少”的分配原则确定。

上海 人工晶体 每个竞价组独家中标，规定用量

湖南
吻合器、骨科创伤、
冠脉球囊

参考2019年采购情况申报采购基数，按采购基数的70%左右确定采购周期约定采购量，必须采购中选产品中的首选产品；吻合器类，A组中
选产品约定采购量不得低于该类中标产品总约定采购量的60%；骨科创伤类、冠脉扩张球囊类A组中选产品约定采购量不得低于该类中标产
品总约定采购量的80%。

河南 人工晶体、留置针 此次集中带量采购数量占到全省医疗机构这两类医用耗材总使用量的70%-80%，中选产品采购量直接明确到各医疗机构

山东七省
联盟

骨科创伤、血液透
析

中选耗材使用量不低于2019年整年度耗材采购量（公告公布的二级目录）的70%

全国 冠脉支架 医院上报分品牌的意向采购量，中标后即得意向品牌报送量，最低价产品可获得未中选产品意向采购量的至少10%

01 逐渐明确采购量分配方法，对手术风险高的品类更尊重临床使用习惯02

数据来源：各地医保局及采购信息平台，国泰君安证券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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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多项配套保障措施，避免供应风险及质量问题02

 明确回款周期，减少企业现金流压力：带量采购执行后，企业或面临更大的资金压力，过去医院回款周期较长的
现象存在将阻碍带量采购的顺利执行，因此各地采购方案中多规定医院回款在30天、60天或90天内完成；

 医保基金及时拨款，协同医院落实带采：多地采购文件中提及医保金额应30%以上预付，以缓解医院财政负担，
保障企业端可及时得到回款；

 企业为安全风险全部责任方：在10月16日发布的全国带量采购的方案中，明确质量责任由企业全部承担，保障产
品质量过关；

 执行两票制：为进一步压缩流通环节，安徽、福建指出执行两票制，贵州原则上执行两票制，鼓励一票制；
 未中标产品使用监管：多地对未中标产品进行采购量及采购价格规定，避免未中标品的价格过高；湖北省对未中

标品根据与中选产品价格差距进行进一步降价处理，并规定采购量不高于剩余采购量，实施监控管理；上海市对
非中标品使用进行了详细规定，对产品进行限价。

供货质量保证

明确回款周期

医保基金拨款带量采购评审

厂家

医保局

医院

数据来源：各省医保局及采购中心，国泰君安证券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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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带量采购结果：终端价格总体降幅平均在50%，个别地区个别品类降幅较大02

• 各省的带量采购带来产品终端降价明显，人工晶体平均降幅达20-60%，骨科关节类产品，平均降幅为30-80%，补
片材料降幅~75%，冠脉球囊更是达到96%的大幅下降。

高值耗材省级带量采购平均降幅汇总

数据来源：各省医保局及采购中心，国泰君安证券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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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
高耗带量采购影响几何？—

—加速推动创新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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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关注产业可持续发展能力，规避可能产生的政策风险03

优秀国产企业

•产品性价比高

•下沉市场推广

外资企业

•被动降价

医疗体系

•节约医保基金

•可及性提升

高值耗材
带量采购

 成熟业务是企业创新的现金流基础，带量采购政策或
压缩成熟、仿制业务收入及利润规模，进而影响企业
创新投入，政策推进节奏影响龙头转型创新能否成功

产业可持续发展

 关注国产替代、行业集中度提升、临床产品创新升级
等行业趋势是否受到带量采购政策影响

顺应行业发展趋势

 企业产品大幅降价后仍需投入大量推广费用
 存量业务利润大幅压缩后不足以支撑创新升级，无法

推出与进口企业抗衡的高性价比产品

产业创新转型失败风险

 安全：未长期大量临床植入验证，或存在使用风险
 学术阻滞：要求医生大量使用中标低价产品，限制创

新产品推广，公立医院或逐渐退出创新学术高地
 人才流失：阳光收入提升不及时，医生收入大幅下

降，或出现医生人才流失

关注产业可持续发展能力 避免带量采购政策风险

临床安全及医院发展风险

资料来源：国泰君安证券研究

 国产龙头企业在倒逼进口

产品降价，节约医保基

金、降低患者负担方面、

提升可及性方面具有重要

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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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适用带量采购 导入阶段 增长阶段 成熟阶段

自费产品 医保产品

 医美耗材
 角膜塑形镜
 种植体材料

 起搏器
 消化介入耗材
 微创外科耗材
 主动脉支架
 超声刀
 微导丝
 指引导管
 球囊扩张压力泵
 造影导丝
 造影导管
 Y型连接器

 冠脉支架
 冠脉球囊
 人工晶体
 硬脑（脊）膜
 吻合器
 补片
 骨科创伤
 骨科关节
 骨科脊柱

 心脏瓣膜
 可降解支架
 药物球囊
 切割球囊
 运动医学
 外周植入耗材
 神经介入耗材
 左心耳封堵器
 电极导管
 射频消融导管

带量采购可行性 高低无

01 不是所有高值耗材都立即进行带量采购03

数据来源：各省医保局及采购中心，国泰君安证券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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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18 57

出厂价:25

物流及跟台费 市场推广费

终端价：100

平均净价变动比例
市场推广费用下降比率%

75 80 85 90 95 100

物流及跟台服
务费用下降比

率%

10 -62% -50% -39% -28% -16% -5%

20 -55% -43% -32% -20% -9% 2%

30 -47% -36% -25% -13% -2% 10%

40 -40% -29% -17% -6% 5% 17%

50 -33% -22% -10% 1% 13% 24%

60 -26% -14% -3% 8% 20% 31%

假设带量采购后平均终端价格下降60%，不同费用投入程度下平均净价变化比例：

01 经销模式可承受一定终端降幅，中选后费用投入程度对出厂价影响较大03

出厂扣率2.5折高值耗材在带量采购前的渠道利益分配情况：

数据来源：公司招股书，国泰君安证券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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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能否以量补价是关键，不同品类发展空间/竞争格局/产业属性差异较大03

数据来源：国泰君安证券研究

品种 出厂扣率 标准程度 渗透率 国产化率 集中度
产品升级

空间
政策影响

程度
行业趋势

冠脉支架 中 高 高 高 高 大 较大
可降解、药球
有望加快放量

冠脉球囊 中 高 高 中 高 小 较小 加快国产替代

骨科关节 低 高 低 中 高 大 较小 加快国产替代

骨科脊柱 低 中 中 中 中 大 较小 集中度提升

骨科创伤 低 低 高 高 低 中 较小 集中度提升

人工晶体 低 低 中 低 高 大 较小 加快国产替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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髋关节：美国1/7
膝关节：美国1/12

美国1/3 /

术式多，手术时间长，手术难度较大

需要

初次/翻修*简单/复杂*
髋/膝关节，单髁

颈椎/胸椎/腰椎*前路/后路
内固定系统、融合器等

接骨板，髓内钉，固
定架，螺钉等

第一12% 第一不足10% 第一不足10%

50-60% 60-70% 80%

低 低 低

美国的1/4.4
日本的1/3.4

手术学习曲线较短，术式
相对简单，手术时间较短

不需要

标准程度高

国产三大家70-80%

80%

中

植入渗透率

手术难度

跟台服务

产品分类

行业集中度

国产化率

出厂扣率

骨科关节 骨科脊柱 骨科创伤 冠脉支架

01 骨科与冠脉支架相差较大，具体影响不宜线性外推03

数据来源：各公司官网，公司招股书，国泰君安证券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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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值耗材具有微创新属性，对比药品研发，所需投入更少，迭代速度更快。国内高耗龙头企业已建立完善的医工合作
体系，多为成熟仿制业务与创新业务的结合体，并非全部是集采压力较大的成熟仿制业务，具有长期持续盈利的产品
及管线基础。

0103 高值耗材微创新属性强，龙头企业仿创结合，产品线丰富度高，预期增长更为平稳

心
脑
血
管

眼
科

数据来源：公司官网，国泰君安证券研究

药物洗脱支架

生物可降解支架

药物球囊

切割球囊

心脏瓣膜

神经介入

骨科材料

运动医学

生物材料

手术导航

单、多焦人工晶体

连续视程人工晶体

可植入式隐形眼镜ICL

迭代角膜塑形镜

持续设计改进

√

√

√

√

√

√

√

√

√

√

√

√

√

√

√

创新业务

骨
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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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化拓展

0103 龙头企业积极布局海外业务，有望加快国际化拓展，抵御带量采购带来的经营风险

心脉医疗（1.83%）

 希腊
 波兰
 西班牙

 德国
 意大利等

主动脉支架

微创医疗（54.47%）

 欧洲
 北美
 南美

 亚洲
 非洲等

支架、球囊、起搏器、关节

春立医疗（7.32%）

 亚洲
 南美
 非洲

 大洋洲
 欧洲
 ……

人工关节、脊柱

大博医疗（4.72%）

 欧洲
 澳大利亚
 亚洲
 美洲

 中东
 南非等

脊柱、创伤产品

威高股份（18.10%）

 美国
 欧洲
 中东

 亚洲
 非洲
 ……

骨科、介入、血液、包装等

南微医学（42.26%）

 欧洲
 美国
 加拿大

内镜诊疗产品

爱博医疗（3.88%）

 德国
 巴基斯坦
 卢森堡

 泰国
 希腊等

人工晶体

爱康医疗（13.71%）

 英国
 美国
 ……

人工关节、翻修系统

乐普（7.10%）

 欧洲
 美国
 ……

支架、球囊、导管、导丝等

 澳大利亚
 ……

注：括号内百分数为2019年公司海外业务营收占比

数据来源：公司公告，国泰君安证券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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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03 人工晶体：采购联盟方式为主，中选企业数量多，总体降幅较温和

时间 地区 采购级别 平均降幅 最高降幅
带量比

例
中选率 中选企业 主要特点

2019.07.16 安徽 省 20.50% / 80% 66.67%
爱博诺德、博士伦、深圳市新产业眼科、
眼力健

企业准入门槛搞，采用专家议价评选，降幅相对
温和

2019.09.20 江苏 省 26.89% 38.00% 70% 54.55%
眼力健、倢美士医疗、卡尔蔡司、爱尔
康、祥乐医疗、博士伦、爱锐

规定企业为2014年以来江苏有采集记录产品，中
选企业无国产企业

2020.04.29
3+N 京津冀及黑

吉辽蒙晋鲁
省级联盟 54.20% 84.21% 60% 76.00%

爱锐、Carl  Zeiss  Meditec、 豪雅医疗、
HumanOptics、视力康、Lenstec、
Medennium,Inc、Oculentis BV、PT. 
Rohto Laboratories、弗雷德 霍洛、
U.S.IOL、爱博医疗、博士伦、河南宇宙、
爱尔康、美国优视、日本尼德克、世纪
康泰、蕾明视康

采购量不低于京津冀三地年度用量60%，最低价
产品至少分配50%采购份额，根据10项功能划分
为53个竞价组，竞价评选，昊海生科中标产品占

总采购量25%-32%

2020.06.01
云南曲靖（其他
15州市跟量）

地级市 / / 70% /

上海艾本、珠海祥乐、河南宇宙、博士
伦、北京视达、深圳新产业眼科、无锡
蕾明视康、爱尔康、爱博诺德、上海华
屹、华润广东、爱尔康

高端产品不在采购范围内，国产企业中标率较高

2020.07.17 陕西等十省联盟 省级联盟 44.00% / 70% 41.67%

世纪康泰、高视晶品、新产业、祥乐医
疗、潇莱科贸、六合恒远、畅德贸易、
尼德克医疗、华润医药、视达医疗、博
士伦、上药、豪雅捷美士、清清视界、
爱尔康、爱博医疗、蕾明视康、鑫诺康
桥

根据功能划分竞价17个组，中标后联动全国最低
价，采取议价及专家评审结合的方式评审，采购

量明确至企业和产品

2020.08.21 上海 直辖市 / /
30%-
50%

7.41% 视力康、欧福泰克 2个分组独家中选，未中选产品需进行价格调整

2020.09.25 河南 省 56.3% 85.69%
70%-
80%

/

Alcon、强生视力康、博士伦、
1stQGmbH、Rayner、Lenstec、
AAREN、河南宇宙、日本NIDEK、蕾明
视康、爱博诺德、蔡司

余量要求优先使用最低价中选产品，中标企业中
外资占主要份额

2020.09.30 川渝藏 省级联盟 发布采购公告 /

数据来源：各省医保局及采购中心，国泰君安证券研究

注：斜体为上市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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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博医疗 ▲

昊海生科 ▲

冠昊生物 ▲

黑龙江

吉林

内蒙古
新疆

宁夏
山西

北京

河北

辽宁

甘肃

山东

江苏

上海

浙江

福建

广东广西
云南

四川

贵州

湖南 江西

安徽

河南

湖北

海南

西藏

青海

台湾

香港

陕西

天津

重庆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已采购

计划采购

未采购

0103 人工晶体：跨区域采购已覆盖全国超过80%地区，爱博、昊海中标区域覆盖率高

▲

数据来源：各省医保局及采购中心，国泰君安证券研究

▲
▲

公司名
称

品类 地区 是否中标
产品中选

数
总计

昊海生
科

人工晶状体 安徽 是 4

27

人工晶状体 江苏 是 2

人工晶状体 京津冀3+6 是 6

人工晶状体 云南 是 5

人工晶状体 河南 是 4

人工晶状体 上海 否 0

人工晶状体 陕西十省联盟 是 6

爱博医
疗

人工晶状体 安徽 是 1

9

人工晶状体 江苏 否 0

人工晶状体 京津冀3+6 是 3

人工晶状体 云南 是 1

人工晶状体 河南 是 1

人工晶状体 上海 否 0

人工晶状体 陕西十省联盟 是 3

 截至2020年10月底，已完成人工晶体采购项目共有7项，联盟展开3项，涉及23个省市及1个兵团，是当前除国家级冠脉支架采购外，
采购覆盖率最高的品类，整体平均降幅20-60%。

昊海生科产品布局

类型
河南
宇宙

珠海
艾格

Hexa
Vision

AAREN
代理品牌：
Lenstec

基础 √ √ √ √

中端 √ √ √ √

中高端 √ √

高端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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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昊海生科产品布局全面，中标地区较多：公司围绕人工晶状体，实现从原料到研发、生产和销售的整合，并购河南宇宙、
Aaren、深圳新产业、珠海艾格、Contamac。旗下各品牌的人工晶状体产品覆盖了基础型、中端、中高端和高端等细分市
场，自产以基础品类为主，与代理的高端产品形成互补关系，总体销售数量约占中国市场年使用量的30%，中标的6省中，自
产产品中标3省，代理产品中标5省。

 爱博医疗主要布局中高端市场，有望加快进院：受益于带量采购，2019 年公司安徽省公立医院开户数量增加了1 倍，中标产
品销售数量提高了1.65 倍，公立医院开户及销售速度加快，进院价降幅为18.1%，2020年受疫情影响销量有所下滑，但月均
销售收入仍高于带量采购前水平。

 在京津冀3+N的采购中，昊海生科总采购量8-10万片，占总体25-32%，产品平均降幅40-50%。爱博医疗中标中端及中高端系
列产品，预计价格降幅28-40%

0103 人工晶体：目前降幅对出厂价影响有限，中标企业有望实现快速增长

20.50%

26.89%

53.72%

44.00%

56.30%

38.00%

84.21% 85.00% 85.69%

安徽 江苏 京津冀+6省 陕西十省联盟 河南

平均降幅 最高降幅

人工晶体带量采购降幅对比

数据来源：各省医保局及采购中心，爱博医疗招股书
国泰君安证券研究

18.32

37.78
46.19

70.96

52.08441

770 722

1033

680

2017年 2018年 2019年1-7月 2019年8-12月 2020年1-5月

月销售收入（万元） 月销售量（片）

带量采购前 带量采购后

爱博医疗带量采购前后安徽省销售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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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03 骨科：关节带量采购多考虑国产进口产品分组，国产爱康和春立、威高中选率高

序号 时间 地区 采购级别 产品类别 平均降幅 带量比例 企业中选率 中选企业 主要特点

1 2019.09.20 江苏 省 人工髋关节 47.20% 70% 58.33%
施乐辉、爱康宜诚、联贸、贝朗、威联德、
强生

设置企业份额2%的投标门槛，依据降
幅评选，进口企业具备优势

2 2020.05.09 福建 省

人工关节-髋
关节

35.32% 70%

68.00%

强生、捷迈、施乐辉、威联德骨科、瑞昱医
疗（蛇牌）、春立正达医疗、爱康宜诚、大
博医疗、蒙太因、威高海星、力达康、经纬
医疗、科仪邦恩、金查理、嘉思特、正天医
疗

据用量大小、国产进口进行分组，明
确用量大的组降幅超过25%即可入围，
用量小的组竞价压力较大，用量大的
组价格降幅较低

人工关节-膝
关节

32.12% 70%

强生、捷迈、施乐辉、威联德、瑞昱医疗
（蛇牌）、爱康宜诚、威高海星、正天医疗、
春立正达医疗、蒙太因、威高亚华、大博医
疗、嘉思特、力达康、金查理、科仪邦恩

3 2020.05.27
贵州黔南

州
地级市

骨科植入-关
节类

65.30% / 13.95% 博恩医疗、威高亚华、德骼拜尔
企业产品丰富度为参选要求，划分21
个品种，中标均为国产品牌

4 2020.06.30 江苏 省
初次置换人工

膝关节
67.30% 70% 45.83%

捷迈、强生、施乐辉、联贸、微创医疗、嘉
思特、春立正达医疗、施乐辉、金查理、金
约应医疗、力达康

膝关节根据国产/进口、份额高低分组，
明确分配中标企业销量

5 2020.08.03 浙江 省 骨科髋关节 / / /

捷迈、凌曦科技（必选）、强生、史赛克、
爱康宜诚（必选）、春立正达医疗、贝朗、
威高海星、大博医疗、嘉思特（必选）、施
乐辉、正天医疗

髋关节分组考虑产品高端程度及丰富
度，必选产品均为国产企业

6 2020.08.07 安徽 省

骨科髋关节

81.97% 70% /

爱康医疗、春立医疗、威高亚华、威联德、
贝朗、捷迈、正天医疗、施乐辉

依据组套综合降幅差额入围，再经过
两轮谈判议价

骨科膝关节
爱康医疗、春立医疗、威联德、贝朗、捷迈、
强生、施乐辉

关节配件 雷德睦华、施乐辉、爱得科技、正天医疗

7 2020.06.01
云南曲靖
（15州市
跟量）

地级市
初次髋关节 / 70% / 威高海星、威高亚华、蒙太因、强生 区分国产及境外组，威高中标产品较

多初次膝关节 / 70% / 威高海星、威高亚华、嘉思特、联贸

数据来源：各省医保局及采购中心，国泰君安证券研究

注：斜体为上市公司

关
节
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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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03 骨科：创伤及脊柱按功能属性分组，中标内资企业居多

序号 时间 地区 采购级别 产品类别 平均降幅 带量比例 企业中选率 中选企业 主要特点

创伤类

1 2019.12.03 贵州黔南州 地级市 骨科创伤类 62.20% / / 德骼拜尔、康辉医疗、大博医疗

骨科创伤类耗材划分为53种产品，区
分部位及锁定方式，中标均为国产品
牌

2 2020.05.22 湖南 省 骨科创伤类 尚未产生结果
骨科创伤产品按销售额分组，根据代
表品价格高低评选中标产品，龙头企
业优势明显

3 2020.10.14
淄博-青岛-东
营-烟台-威海
-滨州-德州

地级市 骨科创伤类 67.3% 70% /

威高、威曼生物、优倍特、奥斯迈、
创生、大博、微创、欣荣、正天、
华森、强生、史赛克、康盛、航维、
康力、康辉、科惠、迈瑞、华森、
富乐、健力邦德、中安泰华

有实际采购使用的产品方可参与采购，
通过两轮综合评审打分来确定中选产
品

脊柱类

1 2019.07.16 安徽 省 骨科脊柱类 53.40% 80% 78.57%

富乐、康辉医疗、大博医疗、威高
骨科、上海锐植、捷迈、理贝尔、
爱得、创生医疗、美敦力、山东冠
龙

脊柱带量采购中标企业数量较少，有
利于国产龙头提升份额

2 2020.05.27 贵州黔南州 地级市
骨科植入-脊柱

类
70.50% / /

德骼拜尔、富乐、康辉医疗、大博
医疗

骨科脊柱类划分为12种组件，中标均
为国产品牌

其他

1 2019.09.21 徐州 地级市 骨科骨针 77.70% / 25.00% /

江苏地级市联盟采购活跃

2 2019.11.08
苏州-盐城-宿

迁
地级市 人工合成骨 41.10% 80% 73.68%

赛宁生物、瑞邦生物、Wright 

Medical、阳生生物、奥林巴斯泰
尔茂、NovaBone、贝奥路

数据来源：各省医保局及采购中心，国泰君安证券研究

注：斜体为上市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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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03 骨科：市场格局分散，关节脊柱植入渗透率低，有望实现以量补价

数据来源：各省医保局及采购中心，OECD，2019版中国医疗器
械蓝皮书，国泰君安证券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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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年中国髋/膝关节植入渗透率分别为31、19台/10万人，
远低于2015年OECD国家平均水平的166、126台/10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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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03 骨科：国内关节终端价格较高，但国产企业出厂价显著低于海外水平

数据来源：爱康医疗招股书，草根调研，IFHP，国泰君安证券研
究。汇率取1美元=6.58人民币，1欧元=7.78人民币。

关节植入材料海外均价（折合为人民币）
初次髋/膝关节12000元，翻修关节15000-17000元

韩国价格
价格低于带量

采购前

10000-15000元 英国价格

价格较高，近似中国带
量采购前的终端价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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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国产髋关节出厂价远低于进口厂商

图：国产膝关节出厂价远低于进口厂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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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简称 品种 集采区域 是否中标 最高降幅 平均降幅 中标省份

威高股份

人工髋关节 江苏 否 77% 47%

6

人工髋关节 福建 是 未公布 25%

人工髋关节 云南曲靖 是 未公布 未公布
人工髋关节 浙江 是 未公布 未公布
人工膝关节 福建 是 未公布 25%

脊柱 安徽 是 95% 53%

骨科髋关节 安徽 是 未公布 81.97%

人工膝关节 云南曲靖 是 未公布 未公布
骨科关节 贵州黔南州 是 65.30% 未公布

创伤 山东威海市 是 72% 49%

骨科创伤类 山东淄博等7市 是 67.3% 94%

大博医疗

人工髋关节 江苏 否 77% 47%

5

人工髋关节 福建 是 未公布 25%

人工髋关节 云南曲靖 否 未公布 未公布
人工髋关节 浙江 是 未公布 未公布
人工膝关节 福建 是 未公布 25%

骨科创伤、脊柱 贵州黔南州 是 65.30% 未公布
脊柱 安徽 是 95% 53%

骨科创伤类 山东淄博等7市 是 67.3% 94%

凯利泰 脊柱 安徽 否 95% 53% 0

三友医疗 脊柱 安徽 否 95% 53% 0

微创医疗
人工膝关节 江苏 是 67% 80%

2人工膝关节 云南曲靖 否 未公布 未公布
骨科创伤类 山东淄博等7市 是 67.3% 94%

迈瑞医疗
骨科关节、创伤、脊柱 贵州黔南州 是 65.30% 未公布

2
骨科创伤类 山东淄博等7市 是 67.3% 94%

0103 骨科龙头中标区域较多，目前降幅对出厂价影响有限

数据来源：各省医保局及采购中心，国泰君安证券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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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03 心血管介入产品：冠脉球囊降价幅度大，国产企业中标率较高

时间 地区 采购级别 产品类别 平均降幅 带量比例 企业中选率 中选企业 主要特点

2019.07.24 江苏 省 冠脉支架 51.01% 70% 36.36% 乐普、微创医疗、雅培、美敦力
根据产品单价划分为两组，依据降幅评选，乐

普为两组必选产品

2020.01.06 山西 省 冠脉支架 52.98% 70% /
微创医疗、乐普、雅培医疗、吉威医疗、
波科国际、金瑞凯利、赛诺医疗

冠脉支架依据价格进行分组，微创两产品为必
选

2019.09.20 江苏 省 冠脉球囊 74.37% 70% 66.67%
贝朗医疗、雅培医疗、波科国际、微创
医疗、垠艺生物

血管介入球囊进口产品中选率较高

2020.06.01 云南曲靖 地级市 冠脉球囊 70.00% 70% 27.03% 波科、益心达、贝朗 区分国产与进口产品进行比价

2020.08.03 浙江 省 冠脉球囊 / / /
美敦力、泰尔茂、迪玛克、埃普特、微
创、业聚实业、辽宁垠艺、波科、雅培

球囊划分组别依据国产及进口、有无采购记录
为依据，明确采购分配量，

2020.08.04 湖北 省 冠脉球囊 96.00% 固定值 12.58%
顺美医疗、益心达、依奈德医疗、埃普
特、业聚医疗、巴泰医疗

冠脉球囊按半/非顺应性分组，以竞价/议价方式
评审，对非中选品进行监控，国产产品降幅较

大，最低价为129.9元

2020.08.20 渝贵琼联盟 联盟

冠脉扩张球囊
（预扩）

85.49% 70% /
埃普特、微创医疗、吉威医疗、波科国
际、乐普、美敦力 冠脉球囊分为预扩和后扩组，企业入围机中选

比例较高，竞价及综合评审相结合，国产产品
中选率较高冠脉扩张球囊

（后扩）
85.15% 70% /

埃普特、微创医疗、吉威医疗、波科国
际、乐普、美敦力

2020.08.26 湖南 省 冠脉球囊 已发布采购方案，尚未公布结果
冠脉球囊按销售额分组，采取限价竞价方式评

审

数据来源：各省医保局及采购中心，国泰君安证券研究

注：斜体为上市公司（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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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创 ▲

乐普 ▲

惠泰 ▲

已采购

计划采购

未采购

0103 冠脉扩张球囊：微创惠普等中选地区多，有望实现以量补价

 采购情况：冠脉球囊采购已进行省份7个，计划进行1个，
目前最高降幅达94%；

 某国产企业带量采购后

 某国产企业湖北地区带量采购前后销售额预计大幅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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冠脉扩张球囊内陆采购布局概览

数据来源：各省医保局及采购中心，公司医疗招股书，
国泰君安证券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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销量较2019大增 销售平均单价下降

35%-40%

中标企业 江苏 浙江 湖北 黔渝琼联盟

微创   

乐普 

惠泰   

316.70% 829.75%

湖北 黔渝琼

项目 预扩球囊 后扩球囊 合计 同比

2019年
实际情

况

销售数量（个） 1407 263 1670

/最低销售单价（元） 366.91 362.39 /

销售额（万元） 51.62 9.53 61.15

带量采
购后预
计销售
情况

约定采购分配量（个） 4343 2616 6959 317%

中标价格（元） 221 235 / /

预计销售额（万元） 95.98 61.48 157.46 1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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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时间 地区
采购
级别

产品类别
平均降

幅
带量比例

企业中选
率

中选企业 主要特点

1 2019.07.24
江苏第
一轮 省级 双腔起搏器 15.86% 70% 71.43%

美敦力、雅培、百
多力、波科、创领

心律

• 采用谈判议价方式评审，心脏起搏器国产化率
低，中标进口产品较多，平均降幅有限

2 2020.06.01
云南曲

靖
地市级联

盟
双腔起搏器、
起搏器导线

/ 70% 27.03% 波科、百多力 • 起搏器仅设外资组，面对面谈判议价

3 2020.08.07
安徽省
第二批 省级 心脏起搏器 46.75% 70% /

百多力、美敦力、
乐普、创领心律、

雅培、波科
• 依据降幅差额入围，再经谈判议价进行评选

4 2020.08.19 青海 省级 心脏起搏器 / 70% /
雅培、美敦力、波
科、百多力、乐普、
先健、创领心律

• 心脏起搏器按国产/进口及功能属性分类，采购
周期不少于2年

• 采取综合评审，考虑价格降幅及产品质量等因
素

注：斜体为上市公司（子公司）

03 心脏起搏器：外企美敦力、雅培等中标，国产微创、乐普、先健等中标

数据来源：各省医保局及采购中心，国泰君安证券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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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购情况：心脏起搏器带量采购已完成4项，平均降幅有限（江苏平均下降15.86%，安徽46.75%），中选产品各地
均以进口产品为主。评选方式上，青海综合评审规则降低国产品牌的入围条件，而江苏与安徽主要通过降幅进行评
选，云南曲靖仅外资产品有竞选资格。

我国心脏起搏器渗透率低，国产产品市场份额不足5%，与进口品牌成熟的技术以及产品线相比，差距较大，进口替
代在初始阶段，中选企业国产品牌包括微创、乐普、先健。

0103 心脏起搏器：植入渗透率低，进口替代任重道远

数据来源：各省医保局及采购中心，心血管报告，公司年报数据
国泰君安证券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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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时间 地区
采购级

别
产品类

别
平均降幅 带量比例

企业中
选率

中选企业 主要特点

1 2020.07.31
渝贵滇

豫 联盟 吻合器 73.13% 70% /

迈科唯、博康、智业、维尔凯迪、
海尔斯、博朗森思、明朗、钱璟、
瑞索斯、瑞安贝、华森、健瑞宝、
派尔特、逸思、新能源吻合器、格
宜、神康、瑞奇、通达、微至、驼
人、瑞沃

• 采取竞价及议价方式，最低价产品
获采购量最多，分配保障原有企业
市场份额

• 中选均为国产产品，中选企业较多

2 2020.08.26 湖南 省级 吻合器 / 70% 发布公告
• 对龙头企业的采购量比较倾斜
• 吻合器根据销售金额进行分组，竞

价及平均降幅方式决定中标

3 2020.10.29
山西第
二轮

省级 吻合器 / 80% 发布公告
• 采购以进口/国产、材质和功能属

性区分不同竞价组
• 根据价格差额中选，实施等量增补

4 2020.11.10
江苏第
四轮

省级 吻合器 / 70% 发布公告

• 采用代表品竞价方式确定中选企业，
低价中标，中选品价格按代表品价
格降幅计算

• 吻合器按产品功能/采购量比例进
行分组，龙头企业竞争压力小

注：斜体为上市公司（子公司）

03 吻合器：国产企业中标优势明显

数据来源：各省医保局及采购中心，国泰君安证券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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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购情况：吻合器4省市联盟采购平均降幅为73.13%，最高降幅97.76%，31个拟中选产品中超80%价格低于千元，
中标企业均为内资；湖南、山西、江苏3省计划采购中。采购均以竞价方式进行。

采购品种：吻合器根据结构和功能差异，主要分为管型吻合器类（消化道、肛肠、泌尿）、腔镜吻合器类、线形切
割吻合器类、荷包吻合器类，目前纳入采购的主要以临床使用量较大的管式型合器（消化道、肛肠）和腔镜吻合器
为主。

管式吻合器国产化率相对较高，腔镜吻合器由于较高技术壁垒，国产化率较低；管式吻合器在渝黔滇豫联盟中，中
标产品均为国产；山西采购计划进行国产与进口分组，湖南按销售金额分组，江苏按过往采购份额分组。

数据来源：各省医保局及采购中心，派特尔公开转让说明书
智研咨询，国泰君安证券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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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03 吻合器：价格降幅较大，已完成的四省市联盟采购中标均为国产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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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10月中旬前
 各省（区、市）医保局参考试点城市的

条件，选择符合条件的城市，形成申请
报告报送到国家医保局

2020年10月底
 国家医保局评估并确定试点城市名单，

初版完成国家病种组合目录框架及相关
基础标准

2020年10-11月
 据试点报送数据形成病种分组，开展培

训，完善配套文件，改造信息接口，实
时采集数据

2020年12月

2021年

 各试点城市使用实时数据和本地化的分
组方案实行预分组，做好付费技术准备
工作

 3月起，根据技术准备和政策制定情
况，具备条件地区可先行启动

 年底，全部试点进入实际付费阶段

区域点数法（DIP）实施进度

 区域点数法（DIP）：2020年10月19日，国家医疗保障局办公室印发了区域点数法总额预算和按病种分值付费试点工作方案
的通知，要求2021年底，各省申报试点地区进入实际付费阶段。以统筹地区为单位设定总额预算，所有医疗机构共享一个总
额，实行硬性预算约束、超支不补。

 按病种付费（DRGs）：2018年，国家医保局成立后，在4个主流版本的基础上推出国家版CHS-DRG，分为376个核心组和
618个细分组，在全国30个城市试点。DRG是一种按病组打包的定额付费支付方式，患者治疗费用打包收费后，药品、耗材、
检查等成为医院成本。

 DIP与DRGs通过预付方式，可以有效解决后付制方法带来的过度医疗情况，医院在保证医疗质量的前提下，会尽可能降低成
本，因此对耗材的价格敏感度提高，高性价比耗材将成为临床优先选择。

0103 医保支付方式改革下医院控费意愿增强，高性价比国产耗材长期受益

01

02

03

2018年12月《关于申报按疾病诊断相关分组
付费国家试点通知》

2019年10月《关于印发疾病诊断相关分组付
费国家试点技术规范和分组方案的通知》

2020年6月《关于引发医疗保障疾病诊断相
关分组细分组方案（1.0版）的通知》

2019年，30个试点城
市名单公布

2020年，试点城市模
拟运行

2021年，进入实际付
费阶段

按疾病诊断相关分组付费（CHS-DRGs）进度

数据来源：中国政府网，国泰君安证券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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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家层面统一制定耗材医保目录，将有利于创新器械快速纳入医保报销范围。对于非独家医用耗材，以类别相同、
功能相近医用耗材的最低中选价确定为医保支付标准，则有利于鼓励使用国产耗材。

 耗材医保编码、统一标识等政策为采购提供了基础保障，协同管理耗材使用，有利于医保精细化管理。

0103 耗材编码、统一标识便于器械纳入医保报销范围，利于鼓励使用国产耗材使用

政策发布时间 政策名称 内容

2019年9月17日
国家药监局 《关于做好第一批实施医疗
器械唯一标识工作有关事项的通告（征
求意见稿）》

按照风险程度和监管需要，确定部分有源植入类、无源植入类等高风险第三类医疗器械作为
第一批医疗器械唯一标识实施品种，对列入第一批实施产品目录的医疗器械，注册人应当按
照时限要求有序开展唯一标识赋码、唯一标识注册系统提交、唯一标识数据库提交工作。

2019年12月2日
国家医保局 《关于公示医保医用耗材分
类与代码数据库第一批医用耗材信息的
通知》

第一批医用耗材信息将纳入国家医保医用耗材分类与代码数据库，供各地医疗保障部门使用，
此次耗材编码公示超过3万种医用耗材，涉及范围广泛

2020年6月4日
国家医保局下发《关于公示医保医用耗
材分类与代码数据库第二批医用耗材信
息的通知》

第二批公布统一编码的耗材共有4662种，包含了603158个规格型号。据了解，国家医保局
计划每季度发布一次医用耗材编码维护信息，形成常态化动态维护机制。旨在加快推进统一
的医保信息业务编码标准，形成全国“通用语言”

2020年9月8日
国家医保局《关于公示医保医用耗材分
类与代码数据库第三批信息的通知》

第三批公布67893万个耗材编码，医用耗材信息将纳入国家医保医用耗材分类与代码数据库。
第三批医保医用耗材编码涉及美敦力、强生、雅培、迈瑞医疗、山东威高、上海微创、南微
医学等国内外知名械企产品。

2020年9月29日
国家药监局 国家卫生健康委 国家医保局
关于深入推进试点做好第一批实施医疗
器械唯一标识工作的公告

试点时间延长至2020年12月31日，鼓励企业更多品种纳入试点品种范围，实施时间调整至
2021年1月1日，第一批实施品种在原有9大类64个品种的基础上，新增中耳内假体、脊柱椎
体间固定/置换系统、可吸收外科止血材料、阴茎假体、植入式药物输注设备等5种高风险第
三类医疗器械

数据来源：中国政府网，国泰君安证券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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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03 药品带量采购常态化后，恒瑞医药及中国生物制药继续保持稳健增长

 创新产品放量推动制药龙头业绩稳健增长。2018年12月6日，药品4+7带量采购结果发布后，恒瑞医药、中国生物
制药股价一度大幅回调，但随着新产品持续放量，业绩持续稳健增长，持续推出新产品、强大的终端销售及政府事
务能力是其长期持续增长的关键。

数据来源：Wind，国泰君安证券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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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业总收入（亿元） 净利润变动（%）

恒瑞医药营业收入及净利润稳健增长 中国生物制药营业收入及净利润稳健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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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带量采购常态化：

 作为医疗改革的重要

部分，高值耗材带量

采购将常态化进行

• 整体政策合理化：

 随着带量采购在多品

类的深入推进，配合

支付方式及医保统一

编码改革，各地政策

将逐渐趋向合理。

政策趋势

• 流通环节整合与工业企业创新升级共振：
 带量采购净化中间流通环节，耗材经销商利润规模被压缩，落标产品经销/代理商被迫出局或

转型，有望加快流通环节整合；
 引导有基础的高值耗材生产企业走向创新，避免同质化竞争，节约医保资金有利于提升对创

新产品的报销能力，推动产业创新升级。

• 公立医院外市场或成为企业创新重要战场：
 药品实施常态化带量采购后，工业企业更加重视零售药店等院外市场销售，加快处方外流及

药品零售终端市场扩容；
 高值耗材植入条件要求较高，民营医院、公立医院边手术中心等医保控费、耗占比政策相对

宽松，适合高端/创新/自费产品应用，或成为企业创新重要战场。

• 未来优秀高耗生产企业画像：带量采购对高耗生产企业提出了更高的发展要求，从强本土销
售转向强研发/制造/学术/国际拓展，治理体系完善、医工合作体系成熟、创新研发实力强
劲、渠道布局广泛、海内外市场准入能力优异的器械龙头更符合未来产业发展趋势。

行业趋势

0103 带量采购政策有望驱动行业整体变革

资料来源：国泰君安证券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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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03 带量采购政策下的高值耗材投资策略

 骨科
 人工晶体

国产替代
份额提升
渗透率提升

自费产品

 药物洗脱支架

不受医保及带量采购
政策影响

 医美
 眼科
 齿科

 心脏瓣膜
 神经介入耗材
 电生理耗材
 药物球囊/切割球囊
 主动脉及外周介入耗材
 消化介入耗材
 微创外科耗材

暂时不纳入带量采购
政策，仍处于快速放
量阶段

单一赛道龙头企业 平台型公司

治理体
系完善

医工合
作成熟

渠道布
局广泛

海外市场
准入优异

研发实
力强劲

医工合作体系完善，产品迭代快速
在研管线丰富，抗政策风险能力强

资料来源：国泰君安证券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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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
重点标的盈利预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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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5%

16.3%

15.4%

15.0%

盈利预测

投资要点

巩固医用耗材领先地位，骨科、介入业务继续发力

临床整体方案提供商

介入国产化持续推进

拓展高端关节拉动增长

骨科产品

拓展高端关节拉动增长

巩固脊柱领域领先地位

介入产品

国产化稳步推进

蓝海市场前景广阔

骨科业务

业务整合有望聚力前行药品包装

主营构成 2020H1

临床护理

(百万
元)

收入
预测

收入
增速

利润
预测

利润
增速

EPS
预测

现价
PE

2020E 11175 7% 2084 13% 0.46 30

2021E 13231 18% 2555 23% 0.57 25

2022E 15420 17% 3001 17% 0.66 21
-50.0%

0.0%

50.0%

100.0%

150.0%

0.0

5.0

10.0

15.0

20.0

收入（亿元） 增长率

骨科业务快速高速增长

数据来源：Wind，公司官网，国泰君安证券研究

疫苗等提升预灌封需求

冲管受益临床消费升级

地市级带量采购散点推进

渠道下沉及产品升级对冲

注：收盘价采用2020年11月23日数据，盈利预测采用Wind一致预期。货币单位为人民币。

0104 威高股份：成功完成多品类扩张，药包、骨科、介入业务助力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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盈利预测

投资要点

创新器械产品丰富，立足创新布局长远

28%

29%
10%

4%

27%

2%

心血管用器械
未来创新管线进院依托

国内市场份额稳固

积极拓展海外市场

主动脉及外周

竞争格局良好，国产第一

渗透率及国产化率较低

心律管理

国内高品质起搏器龙头

进口替代空间巨大

国产化进程持续推进

带量采购有望加快进院

冠脉支架作为新品入院依托
期待国际化拓展/可降解进展

主动脉及外周布局领先
神经介入业务产品齐全

骨科

主营构成 2020H1

(百万
美元)

收入
收入
增速

净利润
预测

2020E 798 1% -26

2021E 912 14% 1

2022E 1055 16% 28

数据来源：Wind，公司官网，国泰君安证券研究

0104 微创医疗：融资支撑短期发展，商业化能力护航步入创新收获期

心脏瓣膜
VitaFlow销量增长迅速

时间 公司 融资金额 投资公司

2020年11月 微创心通 拆分上市

2020年9月 微创医疗机器人 30亿
15亿直接增资，15亿

微创股权转让

2020年8月 微创电生理 3亿 天津镕信等

2020年7月 微创明悦 1.3亿 深创投等

2020年7月 微创心律 1.05亿 高瓴等

2020年6月 微创医疗 13亿 再融资

2020年5月 微创骨科 5.8亿 中国人寿等

2020年4月 微创心通 1.3亿 Happy Soul等

 2020H1融资情况

心脏瓣膜国内市场快速增长
创新产品商业化能力优异

神经介入

蓝海市场前景可期

骨科关节国产化持续推进
电生理业务推出高端产品

注：盈利预测采用Wind一致预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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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营构成

盈利预测

(百万元)
收入
预测

收入
增速

利润
预测

利润
增速

EPS
预测

现价
PE

2020E 1602 27% 582 25% 1.45 51

2021E 2051 28% 741 27% 1.84 40

2022E 2596 27% 935 26% 2.32 32

投资要点

股权激励稳健增长

创新研发持续完善产品管线政策驱动集中度提升

脊柱/微创外科/关节/齿科等贡献增量

2020H1

在研项目（不完全）

创伤产品

有望保持~20%增长

加快提升市场份额

脊柱系列

分线销售发力学术推广

有望保持30%+快速拓展

微创外科等

有望保持高速增长

拓展种植体蓝海市场

数据来源：Wind，公司官网，国泰君安证券研究

67.6%

19.4%

5.6%

2.3%
1.8%

3.4%

注：收盘价采用2020年11月23日数据，盈利预测采用Wind一致预期。货币单位为人民币。

研发项目名称 研发进度

骨科产品

髋关节假体髋臼内衬 2020年10月获证
颈椎前路内固定系统 2020年7月获证

椎板固定板系统 2020年7月获证
金属骨针 2020年7月获证

髋关节假体（陶瓷/复合涂层） 注册申报已受理
生物型膝关节 临床评价及注册申报

椎间融合器（零切迹） 临床评价及注册申报
锚钉系统（PEEK） 临床评价及注册申报
金属脊柱内固定器 临床评价及注册申报

人工椎体 临床评价及注册申报
足踝系统 临床评价及注册申报

髓内钉系统 临床评价及注册申报
微创穿刺系统 临床评价及注册申报

神经外科 颅颌面系统 临床评价及注册申报

齿科
种植体系统（酸蚀喷砂） 2019年12月获证
种植体系统（微弧氧化） 临床试验阶段

0104 大博医疗：打造高值耗材平台型公司，有望加快提升市场份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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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6%

12.6%

56.6%

数据来源：Wind，公司官网，国泰君安证券研究

髋关节植入物

产品组合满足各种简单/

复杂、初次/翻修植入需求

植入渗透率为美国1/7

骨科3D市场开拓者

预计保持50%+高速增长

3D打印产品

主营构成

2020H1
膝关节植入物

预计保持高速增长

3D打印膝关节有望上市

植入渗透率为美国1/12

盈利预测

(百万元)
收入
预测

收入
增速

利润
预测

利润
增速

EPS
预测

现价
PE

2020E 1199 29% 356 33% 0.32 41

2021E 1605 34% 467 31% 0.42 32

2022E 2099 31% 612 31% 0.55 24

投资要点&在研产品

膝关节加快进口替代

髋关节稳健增长

3D打印赋能增长

注：收盘价采用2020年11月23日数据，盈利预测采用Wind一致预期。货币单位为人民币。

收购理贝尔打造平台型骨科公司

2020-2025年，公司计划推出36款新产品，包括3D打印、关节和脊柱产品

产品名称 预计推出日期

3D打印

3D打印颈椎椎板假体系统 2020年
3D打印胸腰椎前后联合系统 2020年
3D打印膝关节周围重建假体 2020年
3D打印四肢长段骨修复假体 2020年

3D 打印髌股假体 2023年
TMK膝关节假体系统 2020年

膝关节骨缺损支撑系统 2020年
3D打印肩关节假体 2026年

腰椎融合器 2024年
颈椎融和器 2024年

关节

生物髋臼系统 2020年
生物性股骨柄系统 2020年
骨水泥股骨柄系统 2021年
双涂层生物柄系统 2021年

单髁置换假体 2023年
双动髋臼系统 2024年

嵌入式表面膝关节假体 2025年
新型表面髋关节假体 2025年

生物材料
骨坏死支撑系统 2024年

纳米人工骨 2024年
可注入人工骨 2024年

口腔
人工骨粉 2021年
种植体 2021年

其他
医工交互 2020年

髋膝、脊柱骨盆数据库系统平台 2020年
手术智能设备系统 2022年

0104 爱康医疗：3D打印赋能快速增长，后续产品管线丰富
 

http://ipoipo.cn/


诚信 · 责任 · 亲和 · 专业 · 创新 66请参阅附注免责声明

盈利预测

投资要点

正处于新品放量成长阶段，创新研发及组织管理能力俱佳

83%

14%

主动脉支架

受益渗透率提升及国产替代

术中支架

独家产品毛利率不断提升

顶级医院助力渠道拓宽

主营构成 2020H1

(百万元) 收入
收入
增速

净利润
预测

净利润
增速

EPS
预测

市盈率
预测

2020E 442 32% 193 36% 2.68 89

2021E 606 37% 265 38% 3.69 65

2022E 813 34% 355 34% 4.93 48

数据来源：Wind，公司官网，国泰君安证券研究

0104 心脉医疗：国产主动脉产品龙头，外周药球获批打开长期发展空间

外周介入业务

蓝海市场空间广阔

外周药物球囊协同增长
不受带量采购政策影响

渠道广泛，产品线齐全，竞争优势明显主动脉及外周市场广阔

Castor/Minos/外周药球等新品快速放量

注：收盘价采用2020年11月23日数据，盈利预测采用Wind一致预期。货币单位为人民币。

序号 项目名称 进展或阶段性成果

1 主动脉类
• Talos新一代胸主动脉支架系统完成12个月临床随访报告；
• 多分支胸主动脉覆膜支架系统处于前期设计预研阶段；

2 术中支架类 • Fontus分支型术中支架已提交注册申请；

3 外周产品类

• 药物球囊扩张导管已获得NMPA注册证；
• 代理产品speX支持导管获NMPA注册证；
• 静脉支架系统处于型式送检阶段；
• 高压球囊扩张导管、腔静脉滤器、取栓系统处于设计验证

及型式送检阶段；

在研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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盈利预测

44%

18%

12%

9%

6%
7%

扩张类

市场起步晚规模大

产品临床性能优异

微波消融针

内镜国内增长空间大

品类齐全，性价比优势明显

加速进口替代

止血及
闭合类

主营构成 2019

(百万元) 收入
收入
增速

净利润
预测

净利润
增速

EPS
预测

市盈率
预测

2020E 1352 3% 271 -11% 2.04 103

2021E 1906 41% 428 58% 3.21 65

2022E 2511 32% 586 37% 4.40 47

数据来源：Wind，公司官网，国泰君安证券研究

0104 南微医学：产品创新+海内外市场布局双轮驱动，疫情后有望恢复快速增长

活检类

EMR/ESD

ERCP

内镜耗材

肿瘤消融

EOCT

国内独家，打破进口垄断

预计上市后迎来协同增长

注：收盘价采用2020年11月23日数据，盈利预测采用Wind一致预期。货币单位为人民币。

投资要点

研发项目名称 研发进度

止血闭合类
组织夹升级产品

(LOCKADO)
已获德国、FDA、日本注册批准

活检类 活检钳升级产品 已获澳大利亚、韩国GM、巴西注册批准

扩张类 机编支架系列 设计开发阶段

ERCP类

快速交换系统 正在推进国内外市场注册

远端腔道可视化产品 已完成临床试用评估

镍钛螺旋取石网篮 设计开发阶段

EMR/ESD类
一次性使用高频切开刀 已获得国内注册证

黏膜注射液 正在申请美国FDA注册

EUS/EBUS类
EUS-FNB 提交国内注册

EUS Flex 超声针 完成设计定型，准备设计验证

OCT类 光学相干断层成像系统 完成临床试验，国内注册中

肿瘤消融类
Ⅲ型微波消融系统 完成CE注册变更，国内型检中

内镜下微波消融针 临床试验阶段

神经外科类

颅内隧道牵开手术系统 临床试验阶段

脑科球囊、可视化硬膜
下脑部灌洗系统

计划2020年提交注册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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盈利预测

投资要点

99.60%

VenusA-Valve

国内市场份额领先，盈利稳定

海外市场拓展顺利

主动脉瓣膜处于导入期，市场空间大，成长性好，具备先发优势；

布局TPVR/TMVR/TTVR等领域，市场前景广阔；

主营构成 2020H1

(百万元) 收入
收入
增速

净利润
预测

净利润
增速

EPS
预测

市盈率
预测

2020E 336 44% -6 -98% -0.01 -4046

2021E 953 184% 292 -4742% 0.69 87

2022E 1674 76% 634 117% 1.50 40

数据来源：Wind，公司官网，国泰君安证券研究

0104 启明医疗：TAVR蓝海领域具备先发优势，产品管线布局全面

 公司产品研发及上市进展（至2020H1）

产品 进展

TAVR产品

VenusA-Valve
中国、哥伦比亚、菲律宾、巴西获批准，中
国台湾申请注册中

VenusA-Plus 中国市场获批上市，可回收、可重新定位

Venus PowerX 动物实验

Venus Vitae 动物实验

主动脉瓣修复产品 Leaflex 正在中国准备FIM

TPVR产品 VenusP-Valve
中国准备注册申请中，CE标准临床试验中，
FDA正在进行动物实验

TMVR/TTVR产品 设计阶段

配套产品

TAV8 临床试验

V8/TAV8 中国上市，FDA许可

TriGUARD3 CE获批，FDA准备申请注册注：收盘价采用2020年11月23日数据，盈利预测采用Wind一致预期。货币单位为人民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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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6.9%

10.5% 2.6%

盈利预测

投资要点

带量采购对晶体出厂价影响有限

ICL蓝海市场可期

植入渗透率提升，功能型占比提升

角膜塑形镜

大陆第二家上市产品

非球面、高透氧系数

有望分享蓝海市场

布局中高端人工晶体

持续开发高端产品

在研产品

角膜塑形镜产品持续快速放量

人工晶体

主营构成

(百万元)
收入
预测

收入
增速

利润
预测

利润
增速

EPS
预测

现价
PE

2020E 263 35% 103 54% 0.98 203

2021E 383 46% 148 44% 1.41 141

2022E 532 39% 205 39% 1.95 101

数据来源：Wind，公司公告，国泰君安证券研究

2020H1

注：收盘价采用2020年11月23日数据，盈利预测采用Wind一致预期。货币单位为人民币。

其他产品及服务

项目名称 项目内容 所处阶段
多焦点人工晶状体 连续视程多焦点人工晶状体。 临床试验

有晶体眼人工晶状体
基于自主开发的新材料，矫正人眼屈光不
正，尤其是高度近视的人工晶状体

临床试验

多功能硬性接触镜护理
液

用于硬性透气性角膜接触镜的日常护理 临床试验

硬性接触镜酶清洁剂 用于硬性透气性角膜接触镜的日常护理 临床试验
应性接触镜润滑液 用于硬性透气性角膜接触镜的日常护理 临床试验

大景深（EDOF）人工
晶状体

具有景深扩展功能的人工晶状体 注册检验

新型角膜塑形镜
基于自主研发的高透氧材料，新的光学设
计，实现新的功能的角膜塑形镜

注册检验

小型等离子处理仪 用于硬性透气性角膜接触镜的日常护理 注册检验
眼用透明质酸钠凝胶 用于人工晶状体植入及其他眼科手术 注册检验
软性隐形眼镜 用于近视矫正 产品开发
注射用交联透明质酸钠 用于眼部、面部注射填充和修复 产品开发

颅颌面内固定网板（眼
眶骨）

用于眼眶骨修复的可降解生物材料 产品开发

0104 爱博医疗：创新研发实力强劲，打造眼科器械龙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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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7%

2.2%

数据来源：Wind，公司官网，国泰君安证券研究

主营构成 投资要点

膝髋关节进口替代

拓展运动医学领域

拓展肩等小关节

全系列脊柱产品线

骨科收入

在研管线

主营构成 2020H1

髋膝关节持续进口替代

积极拓展肩等小关节

关节类

脊柱类

 全系列脊柱产品组合

 有望成为新增长点

100.79 122.08 164.27 203.1
292.9

484.07

834.57

397.71

0%

20%

40%

60%

80%

0

500

1000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2018 2019 2020H1

关节（百万元） YOY

年份 研发项目及阶段性成果

2020

脊柱融合器获授NMPA注册认证

BIOLOX OPTION®带锥套的陶瓷头获授NMPA注册认证

髋关节假体产品及膝关节假体产品获CE设计检验证书及全质量保证体系
证书

“多孔钽骨修复材料及植入性产品开发与临床应用”项目已获中国科学
技术部批准为2020年度国家重点研发计划“生物医用材料研发与组织器
官修复替代“重点专项，项目实施周期为两年。

前置颈椎固定系统、CF后置脊椎固定系统、椎体融合护架及后置颈椎固
定系统获授CE证书

2019

与独立第三方Syntellix Asia订立合作和分销协议，公司获授出独家权利
于中国分销的若干骨科植入物产品，有效期至2024年止

公司宣布扩充业务，透过直接全资附属春立航诺在中国进军合金材料的
生产与销售

不可吸收带线锚钉获授NMPA注册认证

0104 春立医疗：国产关节龙头，布局运动医学迎来快速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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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3.8%

6.0%

数据来源：Wind，公司官网，国泰君安证券研究

主营构成 2020H1

盈利预测

(百万元)
收入
预测

收入
增速

利润
预测

利润
增速

EPS
预测

现价
PE

2020E 406 15% 117 19% 0.57 84

2021E 574 41% 172 48% 0.84 57

2022E 786 37% 241 40% 1.17 41

投资要点

Adena等拓展高端医院

拓展创伤业务新增长点

持续丰富改进脊柱产品线

医工合作助力产品创新

在研项目

创新产品破冰高等级医院

逐渐丰富产品种类

渠道下沉有望加快增长

创伤类植入耗材

脊柱类植入耗材 项目名称 项目进展

脊柱矫形、融合器及骨水泥横向位移螺钉内固
定系统

临床试验阶段

新型髓内钉及足踝内固定系统项目 研发设计

3D打印定制椎间隙融合器系统 研发设计

微创脊柱内固定系统 研发设计

新型通用脊柱内固定系统 研发设计

新型颈椎间盘假体 研发设计

有望成为新增长点

注：收盘价采用2020年11月23日数据，盈利预测采用Wind一致预期。货币单位为人民币。

0104 三友医疗：具备产品原始创新实力，有望持续快速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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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8%

29.3%

8.2%

15.1%

投资要点

微创外科产品渗透率提升

市场地位及品牌影响力突出

产品种类持续丰富

创新历程

超声刀等新品获批贡献增量

主营构成

年份 事件
2008年10月 获得TüV莱茵的EN ISO 9001、13485质量管理体系认证和EC认证
2009年12月 公司的一次性套管穿刺器获得国家药监局上市批准
2012年9月 获浙江省科学技术厅授予“浙江省企业高新技术研发中心”
2013年6月 高分子结扎夹获得国家药监局上市批准

2014年9月
被浙江省科学技术厅、浙江省财政厅、浙江省国家税务局及浙江省地
方税务局认可为国家重点扶持的高新技术企业

2015年3月 公司三类一次性电凝钳获得国家药监局上市批准
2016年12月 公司产品被浙江省质量技术监督局授予“浙江名牌产品”
2020年6月 联交所成功上市

数据来源：Wind，公司官网，国泰君安证券研究

一次性套管穿刺器

一次性电凝钳

重复性产品

 中国市场份额第一（19%）

高分子结扎夹

 中国市场份额第一（28%）

 三类电凝钳份额第一

2020H1

在研管线

研发项目名称 类别 研发进度
预计上市时

间

超声切割止血刀主机和刀头 三类 已获注册证 2020

管型/腔镜切割/肛肠吻合器 二类 已获注册证 2020

4K高清内窥镜摄像系统 二类 产品注册检验 2020

可吸收结扎夹 三类 临床试验 2021

一次性内窥镜专用外控翻板穿刺器 二类 产品设计 2021

多维度挠性内镜器械 二/三类 产品设计 2022

机器人操作腹腔镜手术器械 二/三类 产品设计 2022后

免打结线 三类 项目启动 尚未确定

0104 康基医疗：最大国产微创外科手术器械平台，新品获批拓高发展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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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营构成

盈利预测

投资要点

产能持续扩张保障市场需求拓展肝病等增量适应症

尿毒症治疗渗透率持续提升

2020H1

疫情加速产品推广

(百万元)
收入
预测

收入
增速

利润
预测

利润
增速

EPS
预测

现价
PE

2020E 1927 35% 804 41% 1.01 66

2021E 2578 34% 1070 33% 1.34 49

2022E 3443 34% 1418 32% 1.77 37

2019年至今获证产品 主要用途

一次性使用动静脉穿刺针 适用于临床上血液透析时的血管穿刺。

Future F20血液净化设备
在体外血液净化治疗中提供动力及安全监测，与
兼容的一次性使用耗材联合使用，实现成人患者
的血液灌流、血浆吸附和双重血浆分子吸附治疗

一次性使用血液灌流器 （尿毒
症）

本产品用于维持期血液透析患者进行血液灌流治
疗，清除以β2微球蛋白（β2-MG）为代表的尿毒
症中大分子毒素

其他血液灌流器

12.50%

HA130血液灌流器（尿毒症）

69.98%

BS330血液灌流器（肝病）

3.97%

HA330血液灌注器（急危重症）

6.32%

一次性使用血浆胆红素吸附器

3.97%

DX-10型血液净化机

1.20% 血液透析粉液产品

1.47%

在研新品

2020年5月披露可转债预案支撑项目 预期收益

血液净化产品产能扩建项目 预计达产年营业收入超16亿元

湖北健帆血液透析粉液产品生产基地项
目

达产年预计实现销售收入超2亿元

学术推广及营销升级项目
持续加大对“肝科一市一中心项目”、
“肾科疗程化推广项目”和“《血液灌
流》和企业形象升级项目”的投入力度

注：收盘价采用2020年11月23日数据，盈利预测采用Wind一致预期。货币单位为人民币。

0104 健帆生物：疫情提升品牌影响力，营销深耕效果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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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Wind，国泰君安证券研究

盈利预测

(百万元)
收入
预测

收入
增速

利润
预测

利润
增速

EPS
预测

现价
PE

2020E 836 29% 391 27% 0.64 100

2021E 1138 36% 530 36% 0.87 74

2022E 1508 33% 703 33% 1.16 56

投资要点

护理产品不断丰富

完善渠道及售后网络

角膜塑形镜渗透率持续提升

62%
21%

16%

护理产品

配套护理产品协同增长

角膜塑形镜

使用渗透率持续提升

渠道网络售后体系完善

蓝海市场空间广阔

在研项目

完善眼视光周边产品

主营构成 2020H1

持续稳步增长

框架镜及其它

0104 欧普康视：渠道整合具备先发优势，打造眼视光龙头

注：收盘价采用2020年11月23日数据，盈利预测采用Wind一致预期。货币单位为人民币。

项目名称 项目进展

硬性接触镜湿润液 临床试验阶段

硬镜新产品 研发阶段

近视防控相关的药品 研发阶段

自主研发护理液 评审阶段

冷、热雾化眼罩 小试阶段

企业体系管理“e-QMS”平台 测试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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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7.8%

25.4%

3.6%

数据来源：Wind，公司官网，公司招股书，国泰君安证券研究

主营构成 2020H1

盈利预测

(百万元)
收入
预测

收入
增速

利润
预测

利润
增速

EPS
预测

现价
PE

2020E 362 24% 122 22% 0.73 50

2021E 491 36% 170 39% 1.02 36

2022E 660 35% 235 38% 1.41 26

投资要点

冠脉介入器械龙头

兼具模具及设备开发实力

有望受益进口替代

针对新冠疫情开展的

临时业务

销售口罩

基本保持平稳增长

心血管器械

在研产品

进口替代空间大，新品上市，预计保

持快速增长

销售医疗标准件

在研管线持续丰富

注：收盘价采用2020年11月23日数据，盈利预测采用Wind一致预期。货币单位为人民币。

产品类别 注册分类 目前所处阶段

指引导管 三类 2019年12月获批上市

关节介入手术器械 二类 2020年9月获批上市

输软管导管 二类 2020年7月获批上市

非血管腔道导丝 二类 型式检测阶段

神经微导管 三类 型式检测阶段

神经微导丝 三类 型式检测阶段

支撑导管 三类 型式检测阶段

取石网篮 二类 无须临床试验，处于研发阶段

胆道取石球囊导管 二类 无须临床试验，处于研发阶段

加硬导丝 三类 无须临床试验，处于研发阶段

可扩张血管鞘 三类 无须临床试验，处于研发阶段

瓣膜预扩张球囊导管 三类 无须临床试验，处于研发阶段

可降解鼻窦支架 三类 型式检测阶段

取栓导管 三类 须临床试验，处于研发阶段

可降解胆道支架 三类 须临床试验，处于研发阶段

经导管主动脉瓣膜 三类 须临床试验，处于研发阶段

0104 康德莱医械：创新型心内介入器械龙头，打造创新器械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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盈利预测

(百万元)
收入
预测

收入
增速

利润
预测

利润
增速

EPS
预测

现价
PE

2020E 736 2% 129 0% 0.03 88

2021E 883 20% 157 22% 0.04 72

投资要点

结构性心脏病器械龙头

主动脉及外周前景广阔

起搏器有望进口替代

深化全球市场布局

在研产品

类别 产品名称 申请类型 项目阶段

覆膜支架类

YuranosTM二代腹主动脉覆膜支架系统 NMPA 临床试验

主动脉弓部支架系统（烟囱、开窗） NMPA、CE Mark 临床试验

主动脉术中覆膜支架系统 CE Mark 申报注册
髂内覆膜支架系统+Lifeflow髂动脉分叉支架

系统
NMPA 申报注册

铁基生物可吸收支
架

IBS®铁基可吸收药物洗脱冠脉支架 NMPA、CE Mark 临床试验

IBS AngelTM 铁基可吸收儿童肺血管支架
NMPA 临床试验

CE Mark 申报注册

IBS TitanTM 铁基可吸收膝下动脉狭窄支架 NMPA、CE Mark 临床试验

滤器类 Fitaya® 二代腔静脉滤器 NMPA 临床试验

封堵器类

AbsnowTM 可吸收房间隔缺损封堵系统
NMPA 临床试验

CE Mark 申报注册

IrisFitTM卵圆孔未闭封堵器 NMPA 临床试验

LAmbreTM左心耳封堵器系统 FDA 临床试验

起搏电生理 临时起搏器
NMPA 临床试验

CE Mark 申报注册

球囊类 药物洗脱外周球囊导管 NMPA 临床试验

主营构成 2020H1

盈利预测

结构性心脏病业务

起搏电生理业务

与外资企业美敦力合作

进口替代任重道远

外周血管业务

三代先心封堵器布局，市场优势巩固

国产首家左心耳封堵, 领先技术驱动

手术渗透率不断提升

国产龙头有望持续增长

70.7%

29.3%

0.9%

注：收盘价采用2020年11月23日数据，盈利预测采用Wind一致预期。货币单位为人民币。

0104 先健科技：心血管疾病微创介入器械龙头，创新实力强劲
 

http://ipoipo.cn/


诚信 · 责任 · 亲和 · 专业 · 创新 77请参阅附注免责声明

52.2%

40.0%

7.8%

盈利预测

生物膜

行业龙头稳健增长

产品线不断完善

种植体方向拉动增长

口腔领域产品持续丰富

在研管线

口腔修复膜

主营构成 2020H1

(百万元)
收入
预测

收入
增速

利润
预测

利润
增速

EPS
预测

现价
PE

2020E 338 21% 132 23% 1.10 60

2021E 427 26% 166 26% 1.39 48

2022E 532 25% 207 25% 1.73 38

注：收盘价采用2020年11月23日数据，盈利预测采用Wind一致预期。货币单位为人民币。

数据来源：Wind，公司官网，国泰君安证券研究

骨修复材料等
研发项目名称 临床用途/目的 项目进展

活性生物骨
预期用于骨缺损、骨坏
死、骨延迟愈合、骨不

连等病症的治疗

产品注册，技术审评
发补资料补充中

引导组织再生膜 用于引导骨组织再生
临床试验结果评价
及数据总结阶段

高膨可降解止血
材料

用于鼻腔、中耳及外耳
术后的暂时压迫止血和

支撑
临床试验

生物硬脑（脊）
膜补片

硬脑（脊）膜缺损的修
复

临床试验

3D打印生物骨修
复材料

骨缺损的修复与再生 中试阶段

齿科修复材料
用于牙体修复（树脂）、
树脂粘结（粘结剂）等

中试阶段

乳房补片
拟用于乳房重建中的软

组织修复
开展动物实验

0104 正海生物：国内再生医学龙头，活性生物骨有望上市后贡献增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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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3%

37.1%

13.7%

14.0%

数据来源：Wind，公司招股书，国泰君安证券研究

主营构成 2020H1

投资要点

电生理龙头受益国产替代

拓展外周介入增量业务

冠脉通路产品进口替代空间大

产品种类多，历史占比下降

OEM

外周介入类

国产品牌中市场份额第一

三维电生理设备预计于

2021H1上市

冠脉通路类

2019年新上市，新增长点

预计保持快速增长

在研产品

国产品牌中市场份额排名第三

持续推进国产替代

电生理

在研创新产品管线丰富

4

产品
领域

产品名称 所处阶段
预计获批NMPA注

册证时间

电生理
领域

压力感应消融导管 临床试验阶段 2023年

三维电生理标测系统 注册发补阶段 2021年

磁定位冷盐水灌注射频消融电极导管 注册发补阶段 2021年

固定弯标测电极导管 已完成注册检验 2022年

血管介
入领域

亲水涂层造影导管（外周） 注册发补阶段 2020年

锚定球囊扩张导管 注册发补阶段 2020年第四季度

微导管 注册发补阶段 2020年第四季度

涂层导丝 注册审评阶段 2020年第四季度

造影导管（黄金标记） 注册发补阶段 2021年

导引导管 注册发补阶段 2020年第四季度

经颈静脉肝内穿刺系统 提交注册材料 2021年

医用负压吸引器 已完成样品制作 2021年

导引鞘 注册审评阶段 2021年

远端栓塞保护系统 提交注册材料 2021年

引流导管连接管 已完成注册检验 2021年

腔静脉滤器 临床试验阶段 2023年

胸主动脉支架（TAA） 临床试验阶段 2024年

0104 惠泰医疗：冠脉通路及电生理器械龙头，持续推进国产替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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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Wind, 国泰君安证券研究。注：无投资评级标的盈利预测选
取wind一致预期，收盘价截至2020年11月23日，单位为人民币

公司 公司 现价 每股收益(元) 市盈率(X) 投资

代码 名称 (元) 2020E 2021E 2022E 2020E 2021E 2022E 评级

0853.HK 微创医疗 29.63 -0.09 0.00 0.10 -313 7513 291

1066.HK 威高股份 14.02 0.49 0.59 0.72 29 24 19 增持

002901.SZ 大博医疗 73.99 1.45 1.84 2.31 51 40 32 增持

1789.HK 爱康医疗 13.21 0.33 0.45 0.58 40 29 23 增持

688016.SH 心脉医疗 238.16 2.58 3.36 4.43 92 71 54 谨慎增持

688029.SH 南微医学 208.88 2.04 3.21 4.40 103 65 47

2500.HK 启明医疗-B 60.27 -0.01 0.69 1.50 -4045 87 40

688050.SH 爱博医疗 198.01 0.98 1.41 1.95 203 141 101

688085.SH 三友医疗 47.88 0.57 0.84 1.17 84 57 41

300529.SZ 健帆生物 66.10 1.02 1.44 2.05 65 46 32 增持

300595.SZ 欧普康视 64.59 0.67 0.88 1.15 96 73 56 谨慎增持

300653.SZ 正海生物 65.96 1.10 1.39 1.73 60 48 -

1501.HK 康德莱医械 36.66 0.73 1.02 1.41 50 36 26

1302.HK 先健科技 2.61 0.03 0.04 - 88 72 -

声明：本公司持有本报告所述“心脉医疗（688016）”股票达到其已发行股份的1%。

01 重点公司盈利预测及估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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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风险提示

• 带量采购政策顶层框架设计已确定，若地方政策落实较激进，可能会对相关公司业绩产生负面影响。

• 创新耗材产品导入期较长，获批上市后的销售进度预期有不确定性。

• 部分上市公司商誉较大，或有减值风险。

• 疫情对相关公司的影响程度和时间不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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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一
地方高耗带量采购进展汇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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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各地区高值耗材带量采购总体情况汇总（按时间排序）0101

时间 地区 品种 采购量
采购
周期

做法/结果

2019年7月 安徽

骨科植入（脊
柱）类、眼科
（人工晶体）

类

2018年度省属公立医
疗机构采购量70%、

90%

1年

• 引入组套法，邀请特定企业投标，议价谈判，不区分国产/进口；
• 骨科脊柱类：国产品类平均降价55.9%，进口平均降幅40.5%，总体平均降价53.4%，单个

组件最大降幅95%；
• 人工晶体：国产品类平均降价18.1%，进口品类平均降价20.9%，总体平均降价20.5%；

2019年7月 江苏
冠脉支架、双

腔起搏器

省55家阳光采购联盟
部分成员单位年度采

购量的70%

1年

• 维持临床品牌格局，政策设计倾向进口产品，根据价格分组，看降幅；
• 冠脉支架：A组乐普、微创中选，B组微创、乐普、雅培、美敦力中选，终端价格降幅42-

65%；
• 双腔起搏器：C组美敦力、雅培、百多力中选，D组波科、创领心律中选；

2019年7月 江苏
髋关节、人工
晶体、球囊

联盟107家医疗机构
总采购量的70%

1年
• 看组套综合降幅，髋关节：一组施乐辉北京、爱康，二组：联贸医用、贝朗；三组：北京威

联德、施乐辉、强生。部分国产企业终端降幅约70%，进口终端降幅预计约20%；

2019年12

月
贵州黔
南州

骨科创伤 / 1年
• 对投标企业品类丰富度有要求；德骼拜尔、康辉医疗、大博医疗中标，基于项目最高限价下

浮分别下浮49%，46%和43%

2020年1月 山西 冠脉支架
全省68所有心脏冠脉
支架采购使用量的医

疗机构70%

1年
• 整体规则和江苏相近，8家生产企业的13个心脏冠脉支架产品中选；
• 平均降幅52.98％，最高降幅69.12％，最低降幅40.2％；

2020年4月
京津冀

3+N
人工晶体

不得低于京津冀三地
年度总用量的60%

1年
• 根据10项功能属性划分为53个竞价组，竞价方式中最终有25 个产品确定为中选；拟中选价

平均降幅达54.21%，最高降幅为84.73%；
• 最低价产品至少可分配约定采购量的50%；

2020年5月
贵州黔
南州

骨科脊柱及关
节 / 1年

• 对投标企业品类丰富度有要求；脊柱类（A包）中选：大博医疗、富乐科技、德骼拜尔、康
辉医疗；分别基于项目最高限价下降70%、67%、66%和66%

• 关节类（B包）中选：博恩医疗、威高亚华、德骼拜尔；分别基于项目最高先将下降66%、
57%和47%

数据来源：各省医保局及采购中心，国泰君安证券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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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各地区高值耗材带量采购总体情况汇总（按时间排序）0101

时间 地区 品种 采购量
采购周

期
做法/结果

2020年
6月

云南曲
靖市

（15市
跟量）

球囊、导管导
丝、心脏起搏
器、眼科、骨

科

曲靖市二级以上公立
医疗机构采购联盟总
计划采购量的70%

1年
• 政策较激进，未采购多焦点晶体、含陶关节。集采单品种最高降幅达80%。其中球囊类平均降

幅70%以上、导管导丝类平均降幅40%以上、心脏起搏器平均降幅20%以上。

2020年
6月

福建

心脏支架、人
工关节、留置
针、超声刀、

镇痛泵

全省二级及以上公立
医疗机构总用量的

70%

1年

• 政策温和，根据份额高低、国产/进口分组，组套综合降幅评选，龙头降25%即可中标。膝关
节拟中选16家，淘汰4家，其中进口拟中选5家（4+1），国产11家（4+7），春立、爱康、大
博、威高海星、威高亚华均拟中选。预计1/3组平均降幅25%左右（最低价企业降幅更少），
均未淘汰。预计2/4组最高降幅60%+，普遍降幅40%左右，淘汰部分小企业。

2020年
6月

江苏省
第三轮

人工膝关节、
人工硬脑膜、
人工硬脊膜、
疝修补材料

省平台2019年采购总
量的70%

2年
• 根据份额高低、国产/进口分组，膝关节增加1组国产组，仍通过组套降幅评选；
• 初次置换人工膝关节平均降幅67.3%，最高降幅81.9%；人工硬脑（脊）膜平均降幅68.9%，

最高降幅81%；疝修补材料平均降幅75.9%，最高降幅86.4%。

2020年
7月

渝贵滇
豫

吻合器、补片、
胶片3类

四省二
级及以上公立医疗机
构上报采购需求量的
70% 70% 60%确定

1年
• 最低价产品划分量最多，中标后保证原有份额比例；
• 依据产品适用部位及产品性能分组，平均降幅达64.77%，最高降幅为97.76%。

2020年
7月

陕西十
省联盟

人工晶体
上报采购量为联盟二
级公立医疗机构总量

的70%
1年

• 根据功能划分为17组，包括单焦/多焦/散光，后续仍联动全国最低价；
• 对于同组内6家及以上申报产品的，引入专家打分环节；
• 与省际联盟省（区、兵团）原采购价相比，中选价平均降幅44%，最高降幅达到85%。

2020年
8月

浙江省
冠脉介入球囊、

骨科髋关节

浙江省内公立医疗机
构2019年全年交易量

的80%
2年

• 骨科关节分组考虑企业品类丰富度和产品高端程度；双信封品评审，低价中标，最低价50%份
额；

• 骨科3组，必选凌曦、爱康、嘉思特；药球2组必选贝朗、申淇，球囊4组，必选泰尔茂、业聚、
美敦力、埃普特。

2020年
8月

黔渝琼
三省联

盟
冠脉扩张球囊

上报采购需求量的
70%

1年
• 4家以上采取专家投票及竞价方式；
• 总体降幅达85.32%，预扩组平均降幅达85.49%，最高降幅为89.84%；后扩组平均降幅达

85.15%，最高降幅为90.35%；总体降幅85.32%。

数据来源：各省医保局及采购中心，国泰君安证券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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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各地区高值耗材带量采购总体情况汇总（按时间排序）0101

时间 地区 品种 采购量
采购
周期

做法/结果

2020年
8月

湖北省

冠脉扩张球囊、
医用胶片、一
次性精密输液

器

半顺应性43425

顺应性27534
1年

• 明确分配采购量，最低价产品最少可获50%份额；
• 冠脉扩张球囊、一次性精密输液器、医用胶片3类医用耗材，共有151家企业参加，产生拟中

选企业19家，拟中选产品25个，与全国在执行的最低采购价相比，拟中选价冠脉扩张球囊降
幅96%，一次性精密输液器降83%，医用胶片降幅77%，3类平均降幅85%。

2020年
8月

安徽省
第二批

骨科关节类、
心脏起搏器

2019年度全省公立医
疗机构两大类采购额
（平台已配送）前

70%的产品

2年
• 骨科关节类240个产品平均降幅81.97%，心脏起搏器类82个产品平均降幅；46.75%。使用

两票制中第一票价格作为带量采购的参考价，根据降幅定结果，两轮谈判议价差额中选。

2020年
8月

青海省
留置针、输液
器、双腔起搏

器

全省各级公立医疗机
构上报2020年总采购

量的70%
2年

• 采取综合评审方法，除了价格降幅，考虑产品质量可靠性等因素；
• 进口国产分组，进口组雅培中标9款产品，美敦力中标7款、备选1款，百多力中选5款，波科

3款中选，2款备选；国产组乐普中选2款，先健、创领心律各1款。

2020年
8月

上海市 人工晶体类

各竞价组约定采购量
计算基数的30%；中
选企业每增加一个打
包中选产品，增加基
数的10%。约定采购
量最高不超基数50%

1 年
• 仅采购单焦点，根据产品在上海市市场占有率及3项功能指标分组；
• A组眼力健以650元中标，B组麦德医疗以520元中标；
• 根据前期采购价格公示对比，强生眼力健在3+N中标价格上再降50%。

2020年
8月

湖南省
吻合器、骨科
创伤类、冠脉

扩张球囊

2019年采购情况申报
采购基数，按采购基
数的70%左右确定

1年
• 对龙头企业的采购量有倾斜，吻合器根据销售金额进行分组，竞价及平均降幅方式决定中标；

骨科按照价格高低评选；
• 场景下部分产品分为进口国产组，采用组套价格限价降幅方式确定中标企业；

2020年
9月

河南
人工晶体，留

置针

与集中采购的医疗机
构上报的2019 年总采

购量 70%

1年

• 仅采购单焦点人工晶体，分为8组，留置针区分型号及材质；留置针50%分给最低价产品；
人工晶体不少于该品牌上年的70%；

• 总体平均降幅为66.5%，最高降幅达94.34%。其中，人工晶体8个分组平均降幅为56.3%，
最高降幅达 85.69%；留置针8个分组平均降幅为 76.6%，最高降幅达94.34%。

数据来源：各省医保局及采购中心，国泰君安证券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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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各地区高值耗材带量采购总体情况汇总（按时间排序）0101

时间 地区 品种 采购量
采购
周期

明确
用量
分配

做法/结果

2020

年10

月

山东七
市联盟

骨科创伤类，血
液透析类

中选耗材使用量不低
于2019年整年度耗材
采购量（公告公布的
二级目录）的70%

1年 是
• 有实际采购使用的企业才能参加，通过两轮综合评审打分确定中选产品；
• 两轮评审，第一轮按照评审规则确定备选产品名单，第二轮评审规则打分由高到

低选择中选企业。

2020

年10

月
全国 冠脉支架

107.4万个，联盟地区
各医疗机构报送采购
总需求的 80%累加

2年 是
• 充分尊重临床使用习惯，让医院上报精确至品牌的意向采购量；
• 最低价产品至少分配未中选产品意向采购量的10%；
• 价格由低到高排序，低价前10入围，同厂家超3个产品进行等量增补；

2020

年10

月

青海省
（征求
意见）

骨科关节类 ／ 2年 /

• 通过综合评分决定入围，根据平均降幅确定国产/进口各3家；
• 纳入产品齐全，包括初次/翻修/单髁膝关节、初次/翻修髋关节、肘关节、肩关节

及其他各种配套使用耗材；

2020

年10

月

山西第
二轮

吻合器、疝补片、
胶片

／ １年 否 • 企业多竞价入围，企业少按照降幅议价

2020

年11

月

江苏第
四轮

胶片、吻合器

约定采购量原则上不
低于上述品种2019年
全省二级及以上具备
相应资质的公立医疗
机构在省平台总采购
量的80%

2年起 否
• 有实际采购量的企业才能参加胶片投标，吻合器已有医保耗材编码的企业才可投

标
• 企业按采购量分组，代表品竞价入围，低价中选

数据来源：各省医保局及采购中心，国泰君安证券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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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二
各地高耗带量采购细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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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7月3日，安徽省发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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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采购范围：分别占2018年度省属公立医疗机构骨科植入（脊柱）类、眼科（人工晶体）类高值医用耗材采购量70%、90%的产品。

参加企业：经国家药品监督管理部门批准、在中国大陆地区销售的、安徽省医药集中采购平台集中采购目录内高值医用耗材的生产企
业（进口耗材全国总代理视为生产企业）。

集中带量谈判议价：省医保局在省公共资源交易专家库中抽取专家，由安徽省医药集中采购服务中心组织集中带量采购谈判议价工
作，经专家组两轮谈判议价，对谈判议价成功的高值医用耗材，形成带量采购谈判价。

限价参考：参考2016年以来全国省级中标价或挂网限价的最低价，省属公立医疗机构2018年度实际采购价的中位数价、平均价、最
低价及“两票制”的第一票价格（具体取哪个专家论证确定），由专家论证议定带量采购谈判议价产品的入围价。

采购使用量：不得低于2018年度该产品的80%。按谈判议价的采购量，省属公立医疗机构与供货企业签订带量购销合同，确保一年
内完成采购量。

符合两票制：带量采购高值医用耗材生产企业是保障产品质量和供应的第一责任人，可直接或委托配送。配送必须符合“两票制”相
关规定，按购销合同约定保证产品供应，及时满足医疗机构的采购需求。

临床优先使用：

结算周期：省属公立医疗机构应在90天内支付货款。

其他：严禁二次议价，专项医保基金实行预付制

资料来源：安徽省药械集采中心，国泰君安证券研究

0101 安徽：率先开展高值医用耗材带量采购，纳入骨科脊柱及眼科人工晶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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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结果：2019年7月30日，安徽省带量谈判议价工作成功完成，8月16日起正式执行。整体价格降幅情况：

骨科脊柱类材料 人工晶体

国产品类平均降
价

进口品类平均降
价

总体平均降价
单个组件最大降

幅
国产品类平均

降价
进口品类平均

降价
总体平均降价

55.9% 40.5% 53.4% 95% 18.1% 20.9% 20.5%

 安徽此次通知参加带量采购的厂家仅有24家，为具备一定份额的大企业，提高了准入门槛：

 骨科脊柱产品参与投标企业共15家：美敦力、捷迈、强生、北京富乐、山东威高骨科、北京泰格悦和、北京理贝
尔、上海懋煜、苏州爱得科技、上海锐植、康辉医疗、山东冠龙、大博医疗、天新福、创生医疗。

 人工晶体参与投标企业共9家：爱尔康、博士伦、卡尔蔡司、眼力健、宁波倢美士、深圳市新产业眼科、北京鑫诺
康桥、爱博诺德、河南宇宙。

 评标方法：骨科脊柱产品为组套分组法，即将各个组件打包进行比价

资料来源：安徽省药械集采中心，国泰君安证券研究

01 安徽：提高企业准入门槛，专家议价评选，降幅相对温和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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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别 组套名称 中标企业

骨科脊柱

胸腰椎后路钉棒 北京富乐、常州康辉医疗、大博医疗、威高骨科、上海锐植、捷迈、理贝尔、

椎体成形装置（不含骨水泥） 苏州爱得、创生医疗

颈椎前路固定融合装置 北京富乐、威高骨科

颈椎后路固定装置 北京富乐、威高骨科

胸腰椎间融合装置 美敦力、威高骨科、捷迈

椎间孔镜射频刀头 山东冠龙

资料来源：安徽省药械集采中心，国泰君安证券研究

01 安徽：脊柱带量采购中标企业数量较少，有利于国产龙头提升份额01
 

http://ipoipo.cn/


诚信 · 责任 · 亲和 · 专业 · 创新 90请参阅附注免责声明

注册证名称 目录名称 中标企业

胸腰椎后路钉
棒

万向钉（长臂）、单向钉（长臂）、微创空心长尾万向螺钉、连接棒、胸腰椎后路六方头连接棒、横向
连接棒

北京富乐

提拉万向椎弓根螺钉、提拉椎弓根钉、微创空心长尾万向螺钉、胸腰椎后路连接棒、钛棒、横向连接杆
常州康辉医

疗

复位万向椎弓根螺钉、普通长尾单向椎弓根钉、微创空心长尾万向螺钉、胸腰椎后路钉棒系统棒、固定
棒、可调横向连接器、

大博医疗

万向复位螺钉、椎弓根螺钉、微创钉棒系统长尾空心钉（多轴复位钉）、复位螺塞、连接棒、横连杆装
配

威高骨科

角度复位钉、普通单向椎弓根螺钉、微创钉棒系统长尾空心钉（多轴复位螺钉）、脊柱后路内固定系统
连接棒、胸腰椎棒、活动横连装置

上海锐植

脊柱钉棒固定系统万向钉、单向椎弓根钉、微创钉棒系统长尾空心钉（多轴复位螺钉）、连接器、可调
横向连接器

捷迈

复位万向椎弓根螺钉、提拉椎弓根钉、胸腰椎后路六方头连接棒、可调横连器 北京理贝尔

资料来源：安徽省药械集采中心，国泰君安证券研究

0101 安徽：中标结果明细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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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册证名称 目录名称 中标企业

椎体成形装置（不含骨水泥）
椎体扩张球囊导管、球囊扩张压力泵、骨水泥填充器、组合式探针套管 苏州爱得

一次性使用锥体工具包 创生医疗

颈椎前路固定融合装置

颈椎前路板、颈椎前路修正螺钉、颈椎间peek融合器 北京富乐

颈椎前路钢板、颈椎前路自攻螺钉、颈椎前路可变型自攻螺钉、自攻螺钉、固
定角度螺钉、颈椎融合器、成角钛网

威高骨科

颈椎后路固定装置

颈椎后路钉棒系统多轴螺钉、颈椎后路单轴螺钉、连接棒、颈椎后路椎板成形
系统开口钢板、颈椎后路板用钉

北京富乐

万向螺钉、短尾椎弓根钉、连接杆 威高骨科

胸腰椎间融合装置

腰椎后路椎间融合器、透光型腰椎前路融合器（聚醚醚酮）、钛网、钛笼、椭
圆形钛笼、椭圆形钛网

美敦力

胸椎间peek融合器、前路腰椎融合器、成角钛网 威高骨科

椎间融合器、钽金属腰椎椎间融合器、透光型腰椎前路融合器（聚醚醚酮）、
融合器固定夹、钽金属胸腰椎人工椎体

捷迈

椎间孔镜射频刀头 高频手术电极 山东冠龙

资料来源：安徽省药械集采中心，国泰君安证券研究

01 安徽：中标结果明细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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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组 目录名称 注册证名称 材质 单位 中标企业

1 一片式非球面人工晶体
可折叠一件式人工晶状体（商品名：

proming普诺明）
疏水性丙烯酸酯 片 爱博诺德

2 一片式非球面人工晶体 人工晶状体（商品名：Akreos） 亲水性丙烯酸酯 片 博士伦

3 一片式球面人工晶体 人工晶状体（商品名：Akreos） 亲水性丙烯酸酯 片 博士伦

4 折叠式人工晶体 折叠式后房人工晶体 聚甲基丙烯羟乙酯 枚
深圳市新产业眼科

（昊海生科子公司，
下同）

5 微切口非球面人工晶体 人工晶状体
甲基丙烯酸羟乙酯和
甲基丙烯酸甲酯聚合

而成
枚 深圳市新产业眼科

6 可调节人工晶体 人工晶状体 聚甲基丙烯酸羟乙酯 枚 深圳市新产业眼科

7 微切口非球面多焦人工晶体
区域折射多焦人工晶状体 Segmented 

Bifocal lens
聚甲基丙烯酸羟乙酯 枚 深圳市新产业眼科

8 三片式球面折叠晶体
聚丙烯酸酯类后房型人工晶状体（商

品名：Sensar）
疏水性丙烯酸酯 片 眼力健

01 安徽人工晶体：4家企业中标，包括国产爱博医疗及昊海生科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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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年8月7日，安徽省医药集中采购服务中心发布《安徽省第二批高值医用耗材集中带量采购谈判议价工作的公告》。

• 采购类别：骨科植入—关节类、起搏器—心脏起搏器类。选取分别占2019年度全省公立医疗机构两大类采购额（平台已配送）

前70%的产品。

• 谈判流程：

 确定谈判入围价：企业确认专家议定的产品入围价，企业须接受各组套中所有组件产品入围价。

 企业申报组套综合降幅：各组件产品谈判基准价=该产品谈判入围价×（1-组套综合降幅）。

 确定谈判入围企业及组套：根据组套类别有效申报降幅企业数（下同），结合组套综合降幅从小到大排序进行淘汰。

 谈判议价：两轮谈判议价，谈判成功形成带量采购谈判价。

各组套申报降幅企业数 规则

企业数＜3 不淘汰，直接入围谈判环节
3≤企业数＜6 淘汰综合降幅最小的1家企业，同组套其他企业直接入围谈判环节
6≤企业数＜10 淘汰综合降幅小的后2家企业，同组套其他企业直接入围谈判环节

企业数≥10 淘汰综合降幅小的后3家企业，同组套其他企业直接入围谈判环节

01 安徽省第二批带量采购：依据组套综合降幅差额入围，再经过两轮谈判议价01

• 最终结果：2020年8月14日，完成谈判议价，骨科关节类240个产品平均降幅81.97%，心脏起搏器类82个产

品平均降幅46.75%。按2019年度全省骨科关节类和起搏器类产品网上采购额测算，预计谈判议价后，两类产

品年节约资金分别为5.88亿元和0.83亿元，其中爱康医疗、春立医疗等中标。

资料来源：安徽省药械集采中心，国泰君安证券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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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安徽省骨科春立医疗中标率较高，起搏器多为外资企业中标，国产乐普、微创入选01

产品 中选企业

髋关节置换术
春立医疗、爱康医疗、威高亚华、
威联德、贝朗医疗、捷迈医疗、

正天医疗

髋关节翻修术 春立医疗、威联德、施乐辉、

膝关节表面置换术
春立医疗，爱康医疗、威联德、

贝朗医疗、捷迈医疗、强生医疗、
施乐辉

膝关节单间置换术 捷迈医疗

膝关节翻修术 春立医疗、威联德、强生医疗

关节配件骨水泥 雷德睦华

关节配件脉冲冲洗器 爱得科技、正天医疗

产品 中选企业

单腔起搏系统 百多力、美敦力

双腔起搏系统
百多力、乐普、创领心律、雅

培

三腔起搏系统 美敦力、雅培、百多、波科

埋藏式心脏复律除颤器 百多力、美敦力、雅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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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7月24日，江苏省发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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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采购目标

耗材品种：雷帕霉素及其衍生物支架、双腔起搏器。

采购量：按省55家阳光采购联盟部分成员单位年度(2018年7月1日-2019年6月30日)所选品种总采购量的70%估算采购总量。

采购时间：采购周期为1年，2019年10月执行采购结果。谈判时间为2019年7月31日

 采购方式

根据确定的采购品种及其在全省公立医疗机构用量,组织省内部分医疗机构组团联盟集中采购,确定中选生产企业的品种和价格。

参加企业：涉及此次采购品种的、2014年以来江苏省高值医用耗材集中采购（含备案采购）省级入围的生产企业均须参加。

政策配套保障

联盟采购,以量换价：进行联盟采购、量价挂钩、以量换价。联盟各成员单位应优先使用,确保完成合同用量。

招采合一,强化监督：建立对中选品种生产、流通、使用的全链条质量监管机制。中选品种生产企业自行配送或经营企业进行配送。

医保协同,促进使用：建立全省协同的医保支付政策;医保基金按不低于中选品种采购总金额的30%提前预付给医疗机构。不得再组织议价。

保证回款,降低成本：时间不得超过30天。

 降价结果

平均降幅 最高降幅

支架 51.01% 66.07%

双腔起搏器 15.86% 38.13%

数据来源：江苏省医疗保障局，国泰君安证券研究

01 江苏省第一轮：冠脉支架平均降幅51.01%，起搏器平均降幅15.86%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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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企业 流水号 注册证号 注册证名称 产品名 材质 产地 状态
全国最
低价

江苏谈
判价

降幅

雷帕霉
素及其
衍生物
支架-A 

组

1 乐普 CN00001963
国械注准

20173460564

钴基合金雷帕霉素洗脱支架
系统

GuReater 合金 国产 必选 8037 2850 -65%

2 微创 CN00004243
国械注准

20163462305

冠脉雷帕霉素洗脱钴基合金
支架系统

Firebird 合金 国产 中选 7500 3400 -55%

雷帕霉
素及其
衍生物
支架-B

组

1 乐普 CN00004228
国械注准

20143462100

冠脉雷帕霉素靶向洗脱支架
系统

Nano 合金 国产 必选 10900 5780 -47%

2 微创 CN00001738
国械注准

20153461361

血管内无载体含药（雷帕霉
素）洗脱支架系统

Firehawk
不锈
钢

国产 中选 13300 7000 -47%

3 雅培 CN00002328
国械注进

20173461507
药物洗脱冠脉支架系统 Xience V 合金 进口 中选 12100 6655 -45%

4 美敦力 CN00002652
国械注进

20173466117
药物洗脱冠脉支架系统 Resolute 合金 进口 中选 14848 8666 -42%

• 2019年8月1日，江苏省对雷帕霉素及其衍生物支架和双腔起搏器的联盟集中采购谈判拟中选结果予以公示

数据来源：江苏省医疗保障局，国泰君安证券研究

01 江苏省第一轮：根据产品单价划分为两组，依据降幅评选，降幅最大的为必选产品02

 经过3轮投标，每轮淘汰一个产品，共有7个厂家11个产品进行投标，4个国产企业，3个进口企业，最终中标比例为A组4中2，B组7中4；

 规定必选产品55家医院必须选择，量不能小于总采购量的10%，同时必选不能少于该品牌上一年使用量，对“中选品种”目前没有量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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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 序号 流水号 注册证号 注册证名称 产品名 型号 产地 状态

双腔起
搏器-C

组
美敦力

1 CN00002584
国械注进

20163213134
植入式心脏起搏器 - E50A1 进口

拟必选

2 CN00002585
国械注进

20163213134
植入式心脏起搏器 - E60A1 进口

3 CN00002586
国械注进

20163213133
植入式心脏起搏器 - G70A1 进口

4 CN00002850
国械注进

20163212829
植入式心脏起搏器) Relia RED01 进口

5 CN00002945
国械注进

20163212828
植入式心脏起搏器 Adapta ADDR01 进口

6 CN00002947
国械注进

20153212773
植入式心脏起搏器 Sensia SEDRL1 进口

7 CN00002959
国械注进

20163212828
植入式心脏起搏器 Adapta

ADDRL1 配套
Carelink 2490H 

使用
进口

8 CN00002964
国械注进

20173211974
植入式心脏起搏器

Advisa DR MRI 

SureScan/Advis

a DR

A3DR01配套
Carelink 2490G

使用
进口

数据来源：江苏省医疗保障局，国泰君安证券研究

01 江苏省第一轮：心脏起搏器国产化率低，中标进口产品较多，平均降幅有限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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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 序号 流水号 注册证号 注册证名称 产品名 型号 产地 状态

双腔起
搏器-C

组

雅培

1 CN00003823 国械注进20173210876 植入式心脏起搏器 IDENTITY ADx XL DC 5286 进口

拟中选

2 CN00003828 国械注进20143215842 植入式心脏起搏器 - XL DR 5356 进口

3 CN00003974 国械注进20173216416 植入式心脏起搏器 Zephyr XL DR 5826 进口

4 CN00003978 国械注进20173211121 植入式心脏起搏器 Accent PM2112 进口

5 CN00003980
国食药监械(进)字2014第

3214074号
植入式心脏起搏器 Accent MRI PM2224 进口

6 CN00003993 国械注进20143215842 植入式心脏起搏器 Sustain XL PM2136 进口

百多力

1 CN00002327
国食药监械（进）字2012

第3212873号
植入式心脏起搏器 - Talos D 进口

拟中选

2 CN00002346 国械注进20163212817 植入式心脏起搏器 - Effecta D 进口

3 CN00002349 国械注进20163212818 植入式心脏起搏器 - Evia DR 进口

4 CN00002417
国食药监械(进)字2013第

3211233号
植入式心脏起搏器 - Estella DR 进口

5 CN00002423 国械注进20193120212 植入式心脏起搏器 - Enitra 6 DR 进口

数据来源：江苏省医疗保障局，国泰君安证券研究

01 江苏省第一轮：心脏起搏器国产化率低，中标进口产品较多，平均降幅有限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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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 序号 流水号 注册证号 注册证名称 产品名 型号 产地 状态

双腔起搏
器-D组

波科

1 CN00004973
国械注进

20163212838
植入式心脏起搏器 - S722 进口

拟中选

2 CN00004974
国械注进

20143216199
植入式心脏起搏器 - J063 进口

3 CN00004975
国械注进

20163212842

植入式心脏起搏器
Implantable 

Bradycardia PacemaKers

- L101 进口

4 CN00005012
国械注进

20163212838
植入式心脏起搏器 - S702 进口

5 CN00005714
国械注进

20183120509
植入式心脏起搏器 - L131 进口

创领心律管理 1 HCB1801019
国械注准

20173211369
DDDR心脏起搏器 - 3202 国产 拟中选

数据来源：江苏省医疗保障局，国泰君安证券研究

01 江苏省第一轮：心脏起搏器国产化率低，中标进口产品较多，平均降幅有限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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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9月20日，江苏省发布《第二轮公立医疗机构部分高值医用耗材组团联盟集中采购方案》

• 采购品种：眼科人工晶体类、血管介入球囊类、骨科人工髋关节类高值医用耗材品种。
• 参加企业：
 眼科人工晶体类和血管介入球囊类：2014年以来江苏省集采过的。
 骨科人工髋关节类：2014年以来江苏省集采（含备案、备选）的；以省联盟107家医疗机构上报的年度（2018年7月1日至2019年6

月30日，下同）四个单件（包括初次全髋置换涉及的股骨柄、股骨头、髋臼杯、衬垫）总采购量占比由高至低排序累计在90%以内，
且企业采购量占比2%以上的。

• 采购医院：联盟107家医疗机构。
• 采购量：联盟医院总采购量的70%。
• 采购周期及执行时间：采购周期为1年，2020年1月起执行。
• 回款与结算：医保基金在总额预算的基础上，按不低于中选品种采购总额的30%提前预付给医疗机构，医疗机构应按合同约定与企业

结算货款，时间不得超过30天。
• 最终结果：眼科人工晶体类、血管介入球囊类、骨科人工髋关节类平均降幅分别为26.89%、74.37%、47.20%，预计全年可节约资金

4亿多元。

产品 投标进口企业 投标国产企业 中标国产企业 中标进口企业 平均降幅 最大降幅

眼科人工晶
体类

爱尔康、卡尔蔡司、眼力健、博
士伦、祥乐医疗

板桥医疗、深圳新产业、高视晶品、
爱尔默、豪雅医疗、世代保康

无
眼力健、倢美士、卡尔蔡司、
爱尔康、祥乐医疗、博士伦

26.89% 38%

血管介入球
囊类

贝朗、波科、柯惠、美敦力、雅
培

乐普、辽宁垠艺、微创、业聚医疗 微创、辽宁垠艺 贝朗、雅培、波科、美敦力 74.37% 81.05%

骨科人工髋
关节

强生、施乐辉、史塞克、捷迈、
北京威联德、贝朗、联合医疗
（与联贸关联）、蒙太因

爱康、春立、微创、施乐辉 施乐辉、爱康
联贸、贝朗、北京威联德、
施乐辉、强生

47.20% 76.7%

数据来源：江苏省医疗保障局，国泰君安证券研究

01 江苏省第二轮：骨科人工髋关节设置份额2%的投标门槛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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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组 投标企业 投标企业/中标企业 中标企业 类型

1组（国产组）
爱康、春立等4家国产企

业
4进2

施乐辉外科 国产

爱康医疗 国产

2组（进口小组） 微创wright等4家进口企业 4进2
联贸医疗 进口

贝朗医疗 进口

3组（进口大组）
强生、捷迈邦美、

施乐辉、北京威联德
（link）

4进3

北京威联德 进口

施乐辉 进口

强生 进口

• 工作流程：招标当天宣布规则，之后企业有5分钟时间讨论，之后单独进入房间进行报价。
• 分组规则：一共3组，4家国产企业为第1组，8家进口厂家分为第2组，份额后4名为第2组，前4名为3组。
• 评选方法：看几个组件的综合价格降幅，按照头、杯、衬、柄，每个组件的降幅乘以一定权重，其中柄的权重最大。每组进行两轮报

价，每轮淘汰报价降幅最低的厂家。中标数量是第1组4进2，第2组4进2，第3组4进3，但如果满足一定降价幅度也可以4进4，这个
降价幅度提前并没有公布。

• 约定采购量划分：每组幅度最高的是必选，但必选产品也没有量的保证，只是要求每家都和必选厂家签采购合同，具体采购量医院自
行决定。

• 最终降价结果：江苏由于此前使用进口关节居多，这次带量采购还是维护存量比较大的公司，维护医生的现有使用习惯，用量大的降
幅小，进口品牌降幅低于国产。

数据来源：江苏省医疗保障局，国泰君安证券研究

01 江苏髋关节政策设计偏向进口企业，依据降幅评选中选企业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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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组 企业 注册证号 产品名称 产地 最终结果

1组

贝朗医疗 国械注进20143775616 快速交换PTCA球囊扩张导管 进口 必选

雅培医疗 国械注进20153770390 冠状动脉球囊扩张导管(商品名:MINI TREK) 进口 中选

波科国际 国械注进20173776638 PTCA扩张导管商品名：Maverick2) 进口 中选

2组
微创医疗 国械注准20153770384 PTCA球囊扩张导管 国产 必选

辽宁垠艺 国械注准20163770816 球囊扩张导管 国产 中选

3组

雅培医疗 国械注进20173771561 冠状动脉球囊扩张导管(商品名:NC TREK RX) 进口 必选

波科国际 国械注进20153773297
PTCA扩张导管(商品名:Quantum Marverick

Monorail)
进口 中选

美敦力 国械注进20173770403 快速交换球囊扩张导管(商品名：NC Sprinter) 进口 中选

数据来源：江苏省医疗保障局，国泰君安证券研究

01 江苏血管介入球囊进口产品中选率较高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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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组 序号 企业 注册证号 产品名称 型号 产地 最终结果

1组

1 眼力健 国械注进20173226611 折叠式丙烯酸人工晶状体 ZA9003 进口 中选

2 倢美士 国械注进20163221201 预装式非球面后房人工晶状体 251 进口 中选

3 卡尔蔡司 国械注进20163223306 人工晶状体
CT ASPHINA 

603P(XLSTABI ZO）
进口 中选

4 宁波倢美士 国械注进20173226602 预装式非球面后房人工晶状体 PY-60AD 进口 中选

5 爱尔康 国械注进20143226151
非球面蓝光滤过型疏水性丙烯酸

酯折叠晶体
SN60WF 进口 中选

6 眼力健 国械注进20173221501
折叠式后房丙烯酸人工晶状体

（商品名：Tecnis）
ZCB00 进口 中选

2组

1 眼力健 国械注进20153220709
单件式多焦人工晶状体（商品名
TECNIS）

ZMB00 进口 中选

2 卡尔蔡司 国械注进20153222621 人工晶状体 AT LISA tri 839MP 进口 中选

3 爱尔康 国械注进20153220015
非球面阶梯渐进衍射型蓝光滤过
多焦丙烯酸酯折叠晶体

SN6AD1 进口 中选

3组

1 祥乐医疗 国械注进20173221845 人工晶状体 Aqua-Sense 进口 中选

2 卡尔蔡司 国械注进20153221303 人工晶状体 CT SPHERIS 209M 进口 中选

3 卡尔蔡司 国械注进20163223307 人工晶状体 CT SPHERIS 203(XLSTABI） 进口 中选

4 宁波倢美士 国械注进20163221200 预装式人工晶体 PC-60R 进口 中选

5 宁波倢美士 国械注进20163220723 预装式人工晶状体 PY-60R 进口 中选

6 博士伦 国械注进20153223956 人工晶状体 ACR6D SE 进口 中选

7 祥乐医疗 国械注进20183222000
肝素表面处理亲水性丙烯酸人工
晶状体（商品名：HexaVision）

HQ-201HEP 进口 中选

数据来源：江苏省医疗保障局，国泰君安证券研究

01 江苏人工晶体无国产产品中标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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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省第三轮：仍然通过降幅差额确定中选企业，采购周期为2年0102

2020年6月30日，江苏省发布《江苏省第三轮公立医疗机构医用耗材组团联盟集中采购方案》。

●采购品种：初次置换人工膝关节、人工硬脑膜、人工硬脊膜、疝修补材料。

●参加企业：2019年在省平台有实际采购量的上述品种所涉及生产企业均可参加（进口医用耗材全国总代理视为生产企业）。

●参加医疗机构：全省具有开展上述品种手术资质的公立医疗机构均参加此次联盟带量采购。鼓励军队医疗机构和民营医疗机构参加。

●竞价或谈判方式：按产品属性、临床使用需求并参考省平台采购使用情况进行分组，以组内产品或企业代表品作为竞价或谈判单元，各组独

立开展竞价或谈判，实行多家、差额中选。若企业中选则该组涉及所有规格、型号均中选，按规则调整产品价格。

●采购量确定：约定采购总量为省平台2019年采购总量的70%，采购周期原则上为2年，2020年10月1日起执行。中选企业用量将不少于其上年

度销售量的70%。将约定采购量按年度分配到每家企业、每家医疗机构。

●总体规则：根据各企业代表品的基准价和谈判报价，计算代表品降幅，按规则确定中选企业。

●额定中选数：根据每组实际参加谈判的企业数，确定中选企业数，采购量占比大于50%的组，经谈判并符合相关条件的，可增加1家中选企业

●降价结果：预计一年节约采购资金近5亿元。

产品 平均降幅 最大降幅
初次置换人工膝关节 67.3% 81.9%

人工硬脑（脊）膜 68.9% 81 %

疝修补材料 75.9% 86.4%

序号 每组实际参加谈判企业数 该组中选企业数
1 1-2家 1家
2 3-4家 2家
3 5家及以上 3家

数据来源：江苏省医疗保障局，国泰君安证券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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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江苏省第三轮：膝关节根据国产/进口、份额高低分组，明确分配中标企业销量02

品种 一级分类
省平台上年度

采购量(个)

约定采购量(省平台上年度采购
量的 70%，个）

两年约定采购量(个)

初次置换人工膝
关节

股骨髁 10113 7079 14158

单髁 1495 1047 2094

●约定采购量：

●膝关节价格和降幅测算：初次置换人工膝关节代表品由股骨髁(A)、垫片(B)、 胫骨平台(C)三个组件组成。各组件价格系数:股骨

髁(A)46%、 垫片(B)22%、胫骨平台(C)32%。

 组件基准价：同一组件对应企业在省平台该组所有产品的价格与销售量加权计算组件基准价。

 代表品基准价：由各组件基准价加权计算代表品基准价。代表品基准价=A×46%+B×22%+C×32%。

 代表品价格：企业谈判时按代表品的构成报出代表品价格。

 代表品降幅：根据企业代表品的基准价和谈判报价，计算代表品的降幅。

●整体特点：江苏此次人工膝关节带量采购规则相比2019年的髋关节带量采购有所改变，（1）延长中标周期至2年（此前髋关节

为1年），（2）增加国产企业分组（膝关节为2组，而此前髋关节国产仅有1组）；（3）明确分配中标企业销量划分，有望节约

中选企业销售费用，因此整体竞价结果更加激烈。

数据来源：江苏省医疗保障局，国泰君安证券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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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省第三轮：初次置换人工膝关节，价格竞争激烈0102

组别
企业
数量

投标企业
中选
数量

中选企业
（降幅）

落选企业
（降幅）

第一轮 第二轮 第三轮

1

组

境外产品且省平台
年销售量占比

≥10%（采购量最大
组）

4家
施乐辉、强生、
捷迈、威联德

3家 强生、捷迈、施乐辉 威联德

淘汰一家除最低
价外降幅最低的
代表品对应企业

价格最低的代表
品对应企业直接
中选；剩余企业
按代表品降幅由
高至低顺序依次

中选

被淘汰企业自愿进入第三
轮谈判，竞价增加名额。
同时满足1.代表品价格低
于本组已中选代表品的最
低价; 2.代表品降幅高于本
组已中选代表品的最大降
幅的企业中选（限1家）

2

组

境外产品且省平台
年销售量占比

<10%

4家
微创、贝朗、联

贸、史赛克
2家 微创、联贸 贝朗、史赛克 -

3

组
境内产品且省平台
年销售量占比 ≥1%

5家
爱康、春立、施

乐辉外科、正天、
嘉思特

3家
春立、施乐辉外科、

嘉思特
爱康、正天 -

4

组
境内产品且省平台
年销售量占比 <1%

9家

迈瑞德骼拜尔、
威高亚华、金查
理、优材京航、
力达康、威高海
星、大博、华康
天怡、德州金约

应

3家
金约应（75.33%）、
金查理（77.7%）、

力达康（74%）

第一轮淘汰：
威高海星、优材京航、

华康天怡

第二轮淘汰：
威高亚华、迈瑞德骼拜

尔、大博

淘汰三家除最低
价外降幅最低的
代表品对应企业

-

5

组
省平台销售单髁产

品
3家

施乐辉、捷迈、
京威联德

2家 施乐辉、捷迈

淘汰除最低价外
降幅最低的代表
品对应企业，剩
余企业直接中选。

- -

数据来源：江苏医械网，国泰君安证券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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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江苏省第三轮：人工硬脑（脊）膜根据面积区间进行加权价格测算02

品种 一级分类
省平台上年度

采购量(片)

约定采购量(省平台上年度采购量的
70%，片）

两年约定采购量(片)

人工硬脑（脊）
膜

脑膜 24287 17001 34002

脊膜 1672 1170 2340

●约定采购量：

●人工硬脑（脊）膜价格和降幅测算：脑脊膜1组，选取面积区间16cm2<S≤36cm2 和36cm2<S≤64cm2两个面积区间作为代表品，

价格系数分别为38%、62%。

 代表品基准价：每组代表品对应企业在省平台对应面积区间所有产品的价格与销售量加权计算得到该企业该面积区间代表品基

准价，由两个面积区间代表品基准价的加权之和作为脑脊膜1组代表品基准价。代表品基准价=E×38%+F×62%。

 代表品价格：企业谈判时按代表品的构成报出代表品价格。

 代表品降幅：根据企业代表品的基准价和谈判报价，计算代表品的降幅。

数据来源：江苏省医疗保障局，国泰君安证券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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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省第三轮：人工硬脑（脊）膜根据份额进行分组0102

组别

企
业
数
量

投标企业

中
选
数
量

中选企业
（降幅）

落选企业
（降幅）

第一轮 第二轮

1组

省平台年销售量占
比≥10%，面积区

间
16cm2<S≤36cm2

和
36cm2<S≤64cm2

（采购量最大组）

3

冠昊生物、天
新福、英特格

拉
3

冠昊生物、天
新福、英特格

拉
无

淘汰除最低价外降幅最低的代
表品对应企业。剩余企业直接
中选。

脑脊膜 1 组被淘汰企业可
自愿进入第二轮谈判，竞
价增加名额。企业重报代
表品价格，计算降幅。
同时满足以下条件中选：
1.代表品价格低于本组已中
选代表品的最低价；
2.代表品降幅高于本组已中
选代表品的最大降幅；
3.代表品降幅达到预期要求。

2组

A；省平台年销售
量占比＜10%，面

积区间
16cm2<S≤36cm2

6

迈普医学、佰
仁医疗、正海
生物、银河巴
马、博特生物、

索康医用

3

正海生物、迈
普医学、博特

生物

佰仁医疗、银
河巴马、索康
医用、贝朗

1.A、B 规格中价格最低的代表
品对应企业分别中选；

2.根据脑脊膜 2 组剩余中选数，
所有剩余企业按代表品降幅由
高至低顺序依次中选；

3.若同一企业同时在规格 A 和
B 中选，计为一家中选企业，
且按其报价的平均降幅调整所
有产品价格。

-

B：省平台年销售
量占比＜10%，面

积区间
36cm2<S≤64cm2

6

迈普医学、贝
朗、正海生物、
银河巴马、博
特生物、索康

医用

-

数据来源：江苏医械网，国泰君安证券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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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江苏省第三轮：疝修补材料分为平片网塞和立体片02

品种 一级分类
省平台上年度

采购量(片)

约定采购量(省平台上年度采购
量的 70%，片）

两年约定采购量(片)

疝修补片
腹股沟疝补片 52773 36941 73882

腹壁疝补片 3828 2680 5360

• 约定采购量：

• 疝修补片价格和降幅测算：将腹股沟疝补片分为平片网塞和立体片两类，其中平片网塞分为4组，立体片2组，分别计算各组

代表品基准价。

• 代表品基准价：每组代表品对应企业在省平台该组所有产品的价格与销售量加权计算代表品基准价。

• 代表品价格：企业谈判时按代表品的构成报出代表品价格。

• 代表品降幅：根据企业代表品的基准价和谈判报价，计算代表品的降幅。

• 联动中选：腹股沟疝补片与腹壁疝片等其他疝补片（含食道裂孔疝专用补片、脐疝专用补片、造口旁疝专用补片等补片，下同）

联动中选。企业在腹股沟疝补片平片网塞组或立体片组中任一组别中选，其腹壁疝片等其他疝补片即中选。若企业有两组代表

品中选，则按代表品的平均降幅同步调整其腹壁疝片等其他疝补片价格。

数据来源：江苏省医疗保障局，国泰君安证券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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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省第三轮：疝修补材料依据平片/立体片、进口/国产、份额高低划分竞价组0102

组别

企
业
数
量

投标企业
中选
数量

中选企业
（降幅）

落选企业
（降幅）

第一轮

平片网塞
1组

境外腹股沟疝补
片平片网塞

省平台平片网
塞年销售量占

比≥10%

3 巴德、鑫紫竹兴业、强生 2 巴德、鑫紫竹兴业 强生

1.每组价格最
低的代表品对
应企业中选；
2.根据该组剩
余中选企业数，
剩余企业按代
表品降幅由高
至低顺序依次
中选。

平片网塞
2组

境外腹股沟疝补
片平片网塞

省平台平片网
塞年销售量占

比＜10%

7
佳德康慧、柯惠、派尔特医疗、
通用、库克、贝朗、汇德科技

3
贝朗、佳德康慧、柯

惠
派尔特医疗、通用、

库克、汇德科技

平片网塞
3组

境内腹股沟疝补
片平片网塞

省平台平片网
塞年销售量占

比≥1%

6

华利康医疗、天助畅运、康蒂
娜医疗、天一生物、常州医疗、

蓝普医品
3

康蒂娜医疗、天一生
物、天助畅运

华利康医疗、常州医
疗、蓝普医品

平片网塞
4组

境内腹股沟疝补
片平片网塞

省平台平片网
塞年销售量占

比＜1%

10

神康医疗、三联星海、宇寿医
疗、百纳医疗、派尔特医疗、
智力微创、瑞诺医疗、大清生
物、沃尔德外科、佰仁医疗

3
智力微创、佰仁医疗、

神康医疗

三联星海、宇寿医疗、
百纳医疗、派尔特医
疗、、瑞诺医疗、大
清生物、沃尔德外科

立体片1

组
腹股沟疝补片立

体片

省平台立体片
年销售量占比

≥10%

3 巴德、强生、华利康医疗 2 未公示 未公示

立体片2

组
腹股沟疝补片立

体片

省平台立体片
年销售量占比

＜10%

7

天助畅运、柯惠、佳德康慧、
康蒂娜医疗、通用、百纳医疗、

沃尔德外科
3 未公示 未公示

数据来源：江苏医械网，国泰君安证券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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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省第四轮采购：胶片及吻合器约定采购量80%，采购周期2年起0102

2020年11月10日，江苏省发布《江苏省第四轮公立医疗机构医用耗材组团联盟集中采购公告》
●采购品种：

 干式胶片（激光、热敏）
 吻合器（开放直线型切割吻合器及钉匣、管型/端端吻合器、痔吻合器）

●参加企业：
 胶片：2019年1月1日至2020年6月30日在省平台有实际采购量并符合相关要求的上述品种涉及生产企业（进口医用耗

材全国总代理视为生产企业）均可参加。
 吻合器：申报企业是经国家或省级药品监督管理部门批准的吻合器生产企业（含进口医用耗材全国总代理），其申报

产品已获得国家医保医用耗材分类编码。

●采购量确定：约定采购量原则上不低于上述品种2019年全省二级及以上具备相应资质的公立医疗机构在省药品（医用耗材）阳
光采购和综合监管平台总采购量的80%。

■ 管型/端端吻合器 年度约定采购量36,398个；痔吻合器 9,629个；开放直线型切割吻合器及钉匣 40,817个
■ 激光胶片 年度约定采购量26,988,274片；热敏胶片16,482,470片

●采购后期：采购周期为2年，必要时可延长1年
●入围比例:

数据来源：江苏医保局，国泰君安证券研究

每组实际参加企业数 额定中选企业数 入围概率

1-10家 按参加企业数的一半（小数点后四舍五入） 50%

11-15家 6家 40%-55%

16-20家 7家 35%-44%

21家及以上 8家 ＜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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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省第四轮采购：采用代表品竞价方式确定中选企业，改为低价（而非高降幅）中标0102

数据来源：江苏医保局，国泰君安证券研究

●采购量分配
本次联盟带量采购周期原则上不少于2年，自中选结果实际执行日起计算。坚持以真量换实价，采购周期内将医疗机构的约定采
购量按年度分配到中选企业，采购协议每年一签。
（一）保证总量。公布联盟医疗机构年度约定采购量（上年度采购量的80%），并分配给中选企业。
（二）优先中选。中选企业上年度在医疗机构已有采购量的80%，予以优先保证。
（三）适当调剂。同品种所有剩余采购量由医疗机构根据临床需求选择质优价宜的中选产品。

●评审规则
每组企业分别报代表品价格，现场按价格由低至高排序，按照每组实际参加谈判企业数确定中选企业数。
采购量最大组未中选企业可自愿进入第二轮谈判，按以下规则竞争增加的1个中选名额。
企业重报代表品价格，同时满足 以下条件的中选：
1.所报代表品价格低于本组已中选代表品的最低价；
2.所报代表品降幅高于谈判组设定的预期降幅。 若两家及以上企业符合上述条件，则代表品价格最低的中选。

●中选产品价格确定
1.管型/端端吻合器、痔吻合器。根据代表品基准价与该企 业最终报价计算降幅，按此降幅确定所有中选产品各规格、型号 的价格。
2.开放直线型切割吻合器和钉匣。根据钉匣代表品基准价和 最终报价计算降幅，按此降幅确定所有中选产品（含吻合器枪、 枪和
钉匣组套、钉匣）各规格、型号的价格。
3.胶片：根据代表品基准价与该企业最终报价计算降幅，按此降幅确 定所有中选产品各规格、型号的价格。 企业产品中选价格为
医疗机构采购价，医疗机构不再支付其 他费用，同时中选企业需免费提供打印设备、端口对接、打印服务、售后维护等配套伴随
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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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省第四轮采购：吻合器按产品功能/采购量比例进行分组，龙头企业竞争压力小0102

组别 生产企业
参选企
业数

中选企
业数

中选概率 备注

管型/端
端吻合
器1组

在省平台采购量
占比 ≥8%

柯惠医疗、强生 2 1+1 100%
采购量最

大组

管型/端端
吻合器2

组

在省平台采购量
占比 <8%且
≥1%

华森医疗、逸思医疗、贝诺医疗、法兰克曼医疗、天臣国际、健瑞宝医
疗、瑞索斯医疗、智业医疗、康迪医用、新能源吻合器、三联星海医疗、
博康医疗、海尔斯

13 6 46%

管型/端端
吻合器3

组

在省平台采购量
占比 <1%

安康医疗、迈科唯、派尔特医疗、迈迪欣医疗、博朗森思、朗特斯医疗、
常州医疗、特普优微创、冠创医疗、微凯医疗、钱璟医疗、威瑞、神康
医疗、伊沃特、 瑞奇外科、普瑞斯星 、海达医疗、泰戈斯医疗、通达医
疗、安克医疗、洛克曼医疗、威高富森

22 8 36%

组别 生产企业
参选企
业数

中选企
业数

中选概率 备注

痔吻合
器1组

在省平台采购量
占比 ≥8%

天臣国际、法兰克曼医疗、朗特斯医疗、华森医疗、康迪医用吻合器 5 3 60%
采购量最

大组

痔吻合
器2组

在省平台采购量
占比 <8%且
≥1%

博康医疗、三联星海、钱璟医疗、贝诺医疗、博朗森思医疗、强生、健
瑞宝医疗、 安康医疗

8 4 50%

痔吻合
器3组

在省平台采购量
占比 <1%

新能源吻合器、海达医疗、智业医疗、国泰国瑞、安克医疗、洛克曼医
疗、派尔特医疗、冠创医疗、神康医疗、同创医疗、微凯医疗、普瑞斯
星、 瑞索斯医疗、海尔斯医疗、通达医疗、常州医疗、瑞普医疗、普瑞
德医疗、威瑞外科

19 7 37%

数据来源：江苏医保局，国泰君安证券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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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省第四轮采购：吻合器、胶片平台采购量较大企业竞争压力较小0102

组别 生产企业
参选企
业数

中选企
业数

中选
概率

备注

激光 胶片
1 组

在省平台采购量占比
≥8%

锐珂、柯尼卡美能达、广西巨星 3 2+1 100%
采购量最

大组

激光 胶片
2 组

在省平台采购量占比
<8%且≥1%

荣世医药、无锡医疗、富士、 科能达医疗、均和医疗、柯尼卡美能达、
世纪宇能

7 4 57%

热敏 胶片
1 组

在省平台采购量占比
≥8%

乐凯医疗、柯丽尔、巨鲨商贸、爱克发医疗 4 2+1 75%
采购量最

大组

热敏 胶片
2 组

在省平台采购量占比
<8%且≥1%

虎丘影像、百思维、柯尼达巨茂、昆石医疗、泰科医疗、巨星医疗、赛
珂医疗、健培科技、阿夫特医疗

9 5 56%

数据来源：江苏医保局，国泰君安证券研究

组别 生产企业
参选企
业数

中选企
业数

中选概率 备注

开放直 线型切
割吻合 器及钉

匣1组

在省平台采购量
占比 ≥8%

智业医疗、强生 、天臣国际、柯惠医疗 4 2+1 75%
采购量最

大组

开放直 线型切
割吻合 器及钉

匣2组

在省平台采购量
占比 <8%且
≥1%

法兰克曼医疗、三联星海医疗、华森医疗、海达医疗、朗特斯医疗、
康迪医用、贝诺医疗、健瑞宝医疗、泰戈斯医疗、新能源吻合器

10 5 50%

开放直 线型切
割吻合 器及钉

匣3组

在省平台采购量
占比 <1%

威瑞外科、博康医疗、海尔斯医疗、安克医疗、逸思医疗、贺利氏
微创医疗、博朗森思医疗、迈迪欣医疗、派尔特医疗、安康医疗、
洛克曼医疗、瑞索斯医疗、医疗器材、冠创医疗、瑞普医疗、神康
医疗、微凯医疗

17 7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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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省黔南州：骨科植入耗材集采，企业产品丰富度为参选要求0103

2019年12月3日、2020年5月27日，贵州省黔南州分别发布了《黔南州骨科创伤类医用耗材集中采购公开遴选公告》及《黔南州骨科植入

类医用耗材集中采购公开遴选公告》的通知。

●品种范围：骨科创伤类医用耗材；骨科植入类耗材

●采购周期：原则上一年

●医院范围：黔南州各级公立医疗机构。

●参选要求：创伤类参选企业：须满足采购清单中至少90%以上产品（最多缺五个产品）；

植入类参选企业：脊柱：≥10个采购清单中产品（最多缺2个）；关节：≥18个采购清单中产品（最多缺3个）。

每个独立生产企业（集团公司及其分公司、子公司视为同一生产企业）只能使用一个品牌参加遴选。

●中标价格的确定及执行：

 全州公立医疗机构须按本次确定的厂家、规格型号统一采购，严禁二次议价，若采购中标产品目录外的同类产品，医保基金不予支付。

 医疗机构应当结合临床需求，坚持“质量优先、 性价比适宜”的原则，在目录中选择产品。

 医用耗材生产企业可直接或委托配送，原则上必须执行“两票制”，鼓励执行“一票制”。

 生产企业所有中标产品发生质量问题或不配送、配送不及时、不到位，创伤类产品受到三次以上医疗机构书面投诉，取消该产品在全州

公立医疗机构的销售资格；植入类产品受到医疗机构书面投诉，在调查、核实情况后，视情况作出约谈、整改、取消中选资格等处理。

 被取消中标资格而空出的品牌名额，由遴选结果确定的品牌（生产企业）排名依次递补。

数据来源：黔南州医疗保障局，国泰君安证券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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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03

●产品清单——接骨板（计量单位：块、材质：钛/钛合金）：

贵州省黔南州：骨科创伤类耗材划分为53种产品，区分部位及锁定方式

序号 部位 产品名称（通用名称） 锁定方式 序号 部位 产品名称（通用名称） 锁定方式

1 全身 直型接骨板 非锁定 22 全身 直型接骨板 锁定/加压锁定/万向

2 锁骨 锁骨近端接骨板 非锁定 23 锁骨 锁骨近端接骨板 锁定/加压锁定/万向

3 锁骨 锁骨远端接骨板 非锁定 24 锁骨 锁骨远端接骨板 锁定/加压锁定/万向

4 锁骨 锁骨钩接骨板 非锁定 25 锁骨 锁骨钩接骨板 锁定/加压锁定/万向

5 肱骨 肱骨近端接骨板 非锁定 26 肱骨 肱骨近端接骨板 锁定/加压锁定/万向

6 肱骨 肱骨远端接骨板 非锁定 27 肱骨 肱骨远端接骨板 锁定/加压锁定/万向

7 尺骨 尺骨近端接骨板（鹰嘴） 非锁定 28 尺骨 尺骨近端接骨板（鹰嘴） 锁定/加压锁定/万向

8 尺骨 尺骨远端接骨板 非锁定 29 尺骨 尺骨远端接骨板 锁定/加压锁定/万向

9 桡骨 桡骨近端接骨板 非锁定 30 桡骨 桡骨近端接骨板 锁定/加压锁定/万向

10 桡骨 桡骨远端接骨板 非锁定 31 桡骨 桡骨远端接骨板 锁定/加压锁定/万向

11 指掌骨 掌骨接骨板 非锁定 32 指掌骨 掌骨接骨板 锁定/加压锁定/万向

12 指掌骨 指骨接骨板 非锁定 33 指掌骨 指骨接骨板 锁定/加压锁定/万向

13 骨盆 异型接骨板 非锁定 34 骨盆 异型接骨板 锁定/加压锁定/万向

14 股骨 股骨近端接骨板 非锁定 35 股骨 股骨近端接骨板 锁定/加压锁定/万向

15 股骨 股骨远端接骨板 非锁定 36 股骨 股骨远端接骨板 锁定/加压锁定/万向

16 胫骨 胫骨近端接骨板 非锁定 37 胫骨 胫骨近端接骨板 锁定/加压锁定/万向

17 胫骨 胫骨远端接骨板 非锁定 38 胫骨 胫骨远端接骨板 锁定/加压锁定/万向

18 腓骨 腓骨远端接骨板 非锁定 39 腓骨 腓骨远端接骨板 锁定/加压锁定/万向

19 跟骨 跟骨接骨板 非锁定 40 跟骨 跟骨接骨板 锁定/加压锁定/万向

20 足趾骨 足部异型骨接骨板 非锁定 41 足趾骨 足部异型骨接骨板 锁定/加压锁定/万向

21 足趾骨 趾骨接骨板 非锁定 42 足趾骨 趾骨接骨板 锁定/加压锁定/万向

43 髌骨 髌骨爪

数据来源：黔南州医疗保障局，国泰君安证券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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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03 贵州省黔南州：骨科创伤类医用耗材最终大博等三家中标，终端价格降幅43-49%

序号 类别 部位 产品名称（通用名称） 计量单位 材质

44 接骨螺钉 全身 接骨螺钉 颗 钛/钛合金

45 接骨螺钉 全身 自攻/自钻螺钉 颗 钛/钛合金

46 接骨螺钉 全身 空心钉（有头） 颗 钛/钛合金

47 接骨螺钉 全身 空心钉（无头） 颗 钛/钛合金

48 髓内钉 全身 螺旋刀片式髓内钉 套 钛/钛合金

49 髓内钉 全身 普通交锁式髓内钉 套 钛/钛合金

50 髓内钉 全身 联合加压式髓内钉 套 钛/钛合金

51 髓内钉 全身 弹性髓内钉 根 钛/钛合金

52 外固定架 全身 单边外固定架 套

53 外固定架 全身 环形外固定架 套

序号 中标供应商 中标金额（降幅%）

1 武汉德骼拜尔外科植入物有限公司 基于本项目最高限价下浮49%

2 常州市康辉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基于本项目最高限价下浮46%

3 大博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基于本项目最高限价下浮43%

●产品清单——其它产品：

●中标信息：

数据来源：黔南州医疗保障局，国泰君安证券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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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03

●骨科脊柱类（A包）医用耗材产品目录：

贵州省黔南州：骨科脊柱类划分为12种组件，大博等4家中标，终端价格降幅66-70%

序号 产品名称 规格 计量单位 序号 产品名称 规格 计量单位

1 颈椎前路钛板 各规格 块 7 万向椎弓根螺钉 （各部位）各规格 颗

2 颈椎前路螺钉 各规格 颗 8 经皮胸腰椎后路连接棒 各规格 根

3 横连 各规格 套 9 经皮胸腰椎后路单向螺钉 各规格 颗

4 连接棒 各规格 根 10 经皮胸腰椎后路万向螺钉 各规格 颗

5 顶丝（螺帽） 各规格 颗 11 椎体融合器（peek材质） 各规格 个

6 单向椎弓根螺钉 （各部位）各规格 颗 12 钛笼 各规格 个

注： （1）最多可缺2项；（2）参选企业实际生产并销售的产品，不得故意缺项，否则取消其申报和中选资格。

序号 脊柱类中选供应商 中选金额（降幅%）

1 大博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基于本项目A包最高限价下浮70%

2 北京市富乐科技开发有限公司 基于本项目A包最高限价下浮67%

3 武汉德骼拜尔外科植入物有限公司 基于本项目A包最高限价下浮66%

4 常州市康辉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基于本项目A包最高限价下浮66%

●骨科脊柱类（A包）中选供应商：

数据来源：黔南州医疗保障局，国泰君安证券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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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03

●骨科关节类（B包）医用耗材产品目录：

贵州省黔南州：关节类分为21个组件，威高亚华等3家中标，终端价格降幅47-66%

序号 产品名称 规格 计量单位 序号 产品名称 规格 计量单位

1 髋臼外杯（HA涂层） 各规格 个 11
生物型股骨柄

（钛全、半涂层，至少有全涂层）
（翻修）长各规格 个

2 髋臼外杯（钛涂层） 各规格 个 12 骨水泥型股骨柄 （翻修）长各规格 个
3 髋臼内衬（聚乙烯） 各规格 个 13 髋臼螺钉 各规格 枚
4 股骨球头（金属） 各规格 个 14 股骨髁 （初次）各规格 个
5 双极（动）头（外杯+卡环） 各规格 套 15 胫骨平台 （初次）各规格 个

6 髋臼水泥杯
（初次、翻修）各规

格
个 16 半月板垫片 （初次）各规格 个

7
生物型股骨柄

（HA全、半涂层，至少有全涂层）
（初次）短各规格 个 17 股骨髁 （翻修）各规格 个

8
生物型股骨柄

（钛全、半涂层，至少有全涂层）
（初次）短各规格 个 18 胫骨平台 （翻修）各规格 个

9 骨水泥型股骨柄 （初次）短各规格 个 19 半月板垫片 （翻修）各规格 个

10
生物型股骨柄

（HA全、半涂层，至少有全涂层）
（翻修）长各规格 个 20 延长杆 各规格 个

注： （1）最多可缺3项； 21 垫块 各规格 块
（2）参选企业实际生产并销售的产品，不得故意缺项，否则取消其申报和中选资格。

序号 关节类中选供应商 中选金额（降幅%）
1 深圳市博恩医疗器材有限公司 基于本项目关节类最高限价下浮66%

2 北京威高亚华人工关节开发有限公司 基于本项目关节类最高限价下浮57%

3 武汉德骼拜尔外科植入物有限公司 基于本项目关节类最高限价下浮47%

●骨科关节类（B包）中选供应商：

数据来源：黔南州医疗保障局，国泰君安证券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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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01-06，山西省发布《公立医疗机构冠脉支架组团联盟集中带量采购公告》

组团联盟集中采购品种：药物洗脱和药物涂层支架

采购量：按一个年度（2018年7月1日至2019年6月30日）全省公立医疗机构药物洗脱或涂层支架总采购量的70%估算本次组团联盟
采购总量（31693个）。全省68所有心脏冠脉支架采购使用量的医疗机构

采购协议周期：采购周期为1年，2020年5月1日执行中选结果。

谈判时间：2020年1月16日10时。

中选结果：8家生产企业的13个心脏冠脉支架产品中选，经测算，中选产品平均降幅52.98％，最高降幅69.12％，最低降幅40.2％，
全省一年可节约心脏冠脉支架采购使用费用2亿元左右。

数据来源：山西省医疗保障局，国泰君安证券研究

01 山西：冠脉支架带量采购平均降幅52.98%，最高降幅69.12%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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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组 序号 企业名称 注册证号 产品名称 材质 产地 状态

A组

1 微创医疗 国械注准20143462100/20143132100 冠脉雷帕霉素靶向洗脱支架系统（商品名：Firehawk）
钴基合

金
国产 必选

2 乐普 国械注准20153461361 血管内无载体含药（雷帕霉素）洗脱支架系统（NANO) 不锈钢 国产 中选

3 雅培医疗
国械（进）字2013第3463755号（更）/国械

注进20173461507
药物洗脱冠脉支架系统（商品名:XIENCE V）

钴铬合
金

进口 中选

4 吉威医疗 国械注准20173461407 药物涂层支架系统（雷帕霉素）心跃
钴铬合

金
国产 中选

5 波科国际 国械注进20153130608 铂铬合金依维莫司洗脱冠状动脉支架系统（PP）
铂铬合

金
进口 中选

6 美敦力 国械注进20163460682 药物洗脱冠脉支架系统(Resolute Integrity)
钴铬合

金
进口 中选

7 美敦力 国械注进20173466117 药物洗脱冠脉支架系统（商品名：Resolute）
钴铬合

金
进口 中选

8 波科国际 国械注进20173466661 依维莫司洗脱冠状动脉支架系统（PE PLUS)
铂铬合

金
进口 中选

B组

1 微创医疗 国械注准20163462305
冠脉雷帕霉素洗脱钴基合金支架系统（商品名：

Firebird2）
钴基合

金
国产 必选

2 吉威医疗 国械注准20173460994 药物涂层支架系统(爱克塞尔) 不锈钢 国产 中选

3 乐普 国械注准20173460564
钴基合金雷帕霉素洗脱支架系统（商品名：GuReater

）
钴铬合

金
国产 中选

4 金瑞凯利 国械注准20113461577/20163461174 药物支架系统（商品名：海利欧斯）
钴铬合

金
国产 中选

5 赛诺医疗 国械注准20143132022 生物降解药物涂层冠脉支架系统（商品名：BuMA） 不锈钢 国产 中选

数据来源：山西省医疗保障局，国泰君安证券研究

01 山西：冠脉支架依据价格进行分组，微创两产品为必选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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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04 山西省第二轮：吻合器、疝补片、胶片带量采购，对投标企业销售额进行限定

2020年10月29日，山西省发布关于公开征求《山西省医用耗材（吻合器）集中带量采购文件》等三个采购文件意见的通知

 采购主体：全省有采购需求的公立医疗机构。军队医疗机构、医保定点非公立医疗机构自愿参加

 采购品种：管型/肛肠吻合器、腹股沟疝补片，医用胶片

 采购周期：1年，医疗机构优先使用本次集中带量采购中选品种，确保完成合同约定采购量

 采购量：意向采购量按医疗机构报送的2021年采购总需求确定，由各医疗机构报送采购总需求的80%累加

 企业要求：

 1）截止到2020年9月30日，采购品种在山西省有销售的医用耗材生产企业（以省平台采购数据为准）。

 2）2019年度企业销售总金额不低于2亿元的医用耗材生产企业（以2019年度全年纳税申报表为准）。

 3）2019年度本企业胶片全国销售总金额不低于1亿元的医用耗材生产企业（以实际销售发票为准）。

 4）2019年1月1日以来，在生产或经营活动中无生产假冒伪劣医用耗材等严重违法违规记录

 约定采购量：

 1）中选产品的选择由医疗机构在中选产品清单中，按照优先选择临床适宜和低价中选产品的原则自主确定。

 2）中选产品的协议采购量不得少于本医疗机构填报的2021年需求量。

数据来源：山西省医疗保障局，国泰君安证券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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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竞价分组
（一）根据注册证分进口和国产竞价组。
（二）以产品名称、材质和功能属性区分不同竞价组。

分组序号 产品材质 产品功能属性

1—1 纯钛 高度固定 不支持MRI检查

1—2 纯钛 高度固定 支持MRI检查

1—3 纯钛 高度可调节 不支持MRI检查

1—4 纯钛 高度可调节 支持MRI检查

1—5 钛合金 高度固定 不支持MRI检查

1—6 钛合金 高度固定 支持MRI检查

1—7 钛合金 高度固定 支持MRI检查

1—8 钛合金 高度可调节 支持MRI检查

表1：一次性使用管型吻合器 表2：一次性使用肛肠吻合器

分组序号 产品材质 产品功能

2—1 纯钛 高度固定

2—2 纯钛 高度可调节

2—3 钛合金 高度固定

2—4 钛合金 高度可调节

0104 山西省第二轮：吻合器采购以进口/国产、材质和功能属性区分不同竞价组

数据来源：山西省医疗保障局，国泰君安证券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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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04 山西省第二轮：吻合器根据价格差额中选，实施等量增补

• 胶片分组规则：根据产品功能及医院渗透率（以覆盖20家医疗机构为界线）将产品分组
• 中选规则：采取竞价方式，价低者中选，若申报产品为同一厂家，则依据所有分组中选结果降幅进行价格谈判

• 吻合器中选规则：
（一）拟中选产品数量确定规则
同分组产品，根据实际申报产品数量确定拟中选产品数量。
（二）拟中选产品确定方式
1. 同组实际申报产品数量大于等于2个的，采取竞价方式确定拟中选产品。
2．同组实际申报产品数量为1家的，依据所有分组中选结果的降幅进行价格谈判，谈判成功的确定为拟中选产品。
（三）确定拟中选产品
1.按产品报价从低到高依次排序，按规则确定拟中选产品。如出现申报价格相同导致拟中选产品数超过规定数量的，
按企业规模（即2019年度销售总金额）排序，企业规模大的产品优先中选。
2.若出现同一分组中同一企业拟中选产品数量超出2个的情况，按超出数量等量增补；等量增补后，仍存在同一企业拟
中选产品数量超出2个的情况，继续等量增补，直至所有产品均不满足等量增补条件。

同组实际申报产品数（个） 最多拟中选产品数（个）

1—2 1

3—4 2

5—6 3

7—9 4

≥10 5

数据来源：山西省医疗保障局，国泰君安证券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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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11月25日，北京市、天津市、河北省医保局联合发布《京津冀医用耗材联合带量采购工作意见》的通知

采购品种：京津冀医药耗材联合采购工作小组结合临床使用实际，确定采购品种

采购主体：京津冀医保定点医疗机构组成采购联盟，通过京津冀医用耗材联合采购平台实施采购，鼓励其他医疗机构参加。

采购量：原则上不得低于京津冀三地年度总用量的60%，按比例确定采购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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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品种视情况可适度延长

参加企业：经国家药品监督管理部门批准、在中国大陆地区销售的生产企业（进口耗材全国总代理视为生产企业）

保障措施：

 生产企业需要保质保量供应京津冀三地，建立完善应急储备、库存和停产报告等制度

 确保采购范围内所有品种均通过京津冀采购中心所辖采购平台采购，优先采购和使用联合带量采购中选品种

 建立医保预付制度，减轻企业交易成本，保证回款。有条件的统筹地区可试点医保直接结算

01 京津冀3+N：采购量为京津冀年度总用量60%，采购周期为1年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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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定采购量：价格最低产品占主要约定采购量， 其他产品约定采购量按照价格从低到高逐渐减少

• 2020年4月9日，京津冀及黑吉辽蒙晋鲁医药联合采购办公室发布《京津冀及黑吉辽蒙晋鲁医用耗材（人工晶体类）联合带量采购文件》

实际中选企业个数 采购量

1家 约定采购量计算基数的 100%

2家 最低价格产品不少于约定采购量计算基数的 60%，次低价格产品不高于约定采购量计算基数的40%

3家
最低价格产品不少于约定采购量计算基数的 60%， 次低价格产品和第三低价产品依次按照不少于剩余

约定采购量计算基数的 60%分配约定采购量基数

4家及以上
最低价格产品不少于约定采购量计算基数的 50%，其余产品按价格从低到高依次按照不少于剩余约定

采购量计算基数的 50%分配约定采购量基数

采购周期：原则上为1年，采购周期内提前完成约定采购量的，超过部分中选企业仍需按中选价格进行供应，直至采购周期届满。
采购周期中，医疗机构将优先使用本次人工晶体类医用耗材联合带量采购中选产品，并确保完成约定采购量

剩余用量：医疗机构在优先使用本次人工晶体类医用耗材联合带量采购中选产品的基础上，剩余用量可按当地医用耗材集中采购管
理有关规定，适量采购同品种其他价格适宜产品

数据来源：天津市医药采购中心，国泰君安证券研究

01 京津冀3+N：人工晶体带采提前明确采购量，最低价产品至少分配约定采购量的5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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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分组：功能属性共划分为10项，包括3项基本功能属性和7项附加功能属性。按功能属性进行分组，10项功能属性均相同，划

为同一分组。最终确定了53 项产品组及相应的约定采购量计算基数和最高有效申报价。通过功能分组极大的提高了组内产品的可

比性，为后续竞价奠定基础。根据分组内符合申报品种资格的实际申报企业数，确定最多中选企业数，最多中选6家。

序号 属性 内容 类型

1 可折叠性 软性 基本功能属性

2 光学功能焦点 单焦点、双焦点、三焦点、连续视程 基本功能属性

3 光学面设计 球面、非球面 基本功能属性

4 多焦点实现方式 衍射、区域折射 附加功能属性

5 矫正功能 散光，不单独区分矫正度数 附加功能属性

6 晶体结构组成 一片式、三片式 附加功能属性

7 装填方式 预装、非预装 附加功能属性

8 亲水性 亲水、疏水 附加功能属性

9 光滤过特性 非蓝光滤过、蓝光滤过、变色型 附加功能属性

10 其他特殊属性 微切口（指切口直径≤2.2mm）、肝素涂层(肝素表面处理型) 附加功能属性

同分组内符合申报品种资格的实际申
报企业数

1 2 3 4 5 6 7 8 9 10 >10

最多中选企业数 1 1 2 2 3 3 4 4 5 5 6

数据来源：天津市医药采购中心，国泰君安证券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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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拟中选企业确定方式：

（1）按竞争方式确定拟中选企业：同分组内的实际申报企业数为 2 家及以上的，采取竞争方式，按企业申报价从低到高依次确定拟中

选企业，直至拟中选企业数达到最多中选企业数，企业申报价格为拟中选价格。如具有可比性的不同分组产品，出现价格倒挂的情况，

由专家组与企业进行谈判，确定拟中选产品。从企业的申报情况看，有13 个分组形成充分竞争，最终有25 个产品确定为拟中选。

（2）按议价谈判方式确定拟中选企业：同分组内符合申报品种资格的实际申报企业数仅为 1 家的，将企业产品报价与最高有效申报价

相比计算降幅，对所有产品按降幅进行降序排序，降幅前 10 名且不高于“谈判准入价格” 的，确定为拟中选产品，其报价为拟中选

价格；其余产品采取议价谈判方式，由专家组议价，最终19个品种入选。

• 2020年5月9日和5月18日，京津冀医药耗材联合采购采购办公室相继发布了采用竞争和谈判方式确定的拟中选品种名单，表明首个

跨省市的高值耗材联合带量采购落地。

 本阶段共22家符合条件的企业参与申报。其中，有13个分组形成充分竞争，本次“竞价方式”共有25个产品确定为拟中选

 与联合采购地区的原采购价相比，拟中选价平均降幅达54.21%，最高降幅为84.73%。

 本次带量采购涉及人工晶体31.39万片，年采购金额9.34亿元。其中“竞价方式”涉及年采购金额6.42亿元，占比68.7%。

 经初步测算，联合采购地区医疗机构一年可节省3.85亿元人工晶体采购费用，基本达到政策预期

数据来源：天津市医药采购中心，国泰君安证券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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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可折叠性
光学功能

焦点
光学面设计

矫正功
能

晶体结构组成 装填方式 亲水性 光滤过特性 其他特殊属性
约定采购量计
算基数（个）

最高有效申
报价（元）

1 软性 单焦点 非球面 散光 一片式 非预装 亲水 非蓝光滤过 290 5200

2 软性 单焦点 非球面 散光 一片式 非预装 亲水 非蓝光滤过 微切口 280 7200

3 软性 单焦点 非球面 散光 一片式 非预装 疏水 非蓝光滤过 微切口 378 4237

4 软性 单焦点 非球面 散光 一片式 非预装 疏水 蓝光滤过
肝素涂层(肝素表

面处理型）
332 5980

5 软性 单焦点 非球面 散光 一片式 非预装 疏水 蓝光滤过 微切口 1788 4200

6 软性 单焦点 非球面 一片式 非预装 亲水 非蓝光滤过 59013 2400

7 软性 单焦点 非球面 一片式 非预装 亲水 非蓝光滤过
肝素涂层(肝素表

面处理型）
3126 3200

8 软性 单焦点 非球面 一片式 非预装 亲水 非蓝光滤过 微切口 39548 2600

9 软性 单焦点 非球面 一片式 非预装 亲水 蓝光滤过 微切口 1624 3800

10 软性 单焦点 非球面 一片式 非预装 疏水 非蓝光滤过 9753 3000

11 软性 单焦点 非球面 一片式 非预装 疏水 非蓝光滤过 微切口 26984 3500

12 软性 单焦点 非球面 一片式 非预装 疏水 蓝光滤过 231 2930

13 软性 单焦点 非球面 一片式 非预装 疏水 蓝光滤过
微切口，肝素涂层
（肝素表面处理型）

1508 3800

14 软性 单焦点 非球面 一片式 非预装 疏水 蓝光滤过 微切口 8523 2500

15 软性 单焦点 非球面 一片式 非预装 疏水 变色型 2386 4450

01 京津冀3+N：高值耗材带量采购品种目录（人工晶状体）05
 

http://ipoipo.cn/


诚信 · 责任 · 亲和 · 专业 · 创新 130请参阅附注免责声明数据来源：天津市医药采购中心，国泰君安证券研究

序号 可折叠性
光学功能焦

点
光学面设计

晶体结构组
成

装填方式 亲水性 光滤过特性 其他特殊属性
约定采购量计
算基数（个）

最高有效申
报价（元）

16 软性 单焦点 非球面 一片式 预装 亲水 非蓝光滤过 7159 2700

17 软性 单焦点 非球面 一片式 预装 亲水 非蓝光滤过 微切口 5505 3300

18 软性 单焦点 非球面 一片式 预装 亲水 蓝光滤过 微切口 403 4700

19 软性 单焦点 非球面 一片式 预装 疏水 非蓝光滤过
微切口，肝素涂层

（肝素表面处理型）
951 4800

20 软性 单焦点 非球面 一片式 预装 疏水 非蓝光滤过 微切口 4183 4200

21 软性 单焦点 非球面 一片式 预装 疏水 蓝光滤过 601 3120

22 软性 单焦点 非球面 一片式 预装 疏水 蓝光滤过
微切口肝素涂层（肝

素表面处理型）
4487 5700

23 软性 单焦点 非球面 一片式 预装 疏水 蓝光滤过 微切口 11992 3600

24 软性 单焦点 非球面 三片式 非预装 疏水 非蓝光滤过 3532 2000

25 软性 单焦点 非球面 三片式 非预装 疏水 蓝光滤过 2072 2900

26 软性 单焦点 非球面 三片式 预装 疏水 蓝光滤过 10228 2900

27 软性 单焦点 球面 一片式 非预装 亲水 非蓝光滤过 57796 1500

28 软性 单焦点 球面 一片式 非预装 亲水 非蓝光滤过
肝素涂层（肝素表面

处理型）
1482 1300

29 软性 单焦点 球面 一片式 非预装 亲水 非蓝光滤过 微切口 10438 1600

30 软性 单焦点 球面 一片式 非预装 亲水 蓝光滤过 2422 1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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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可折叠性
光学功能

焦点
光学面设

计
多焦点实
现方式

矫正功能
晶体结构

组成
装填方式 亲水性 光滤过特性 其他特殊属性

约定采购量计
算基数（个）

最高有效申
报价（元）

31 软性 单焦点 球面 一片式 非预装 疏水 非蓝光滤过 2912 1600

32 软性 单焦点 球面 一片式 非预装 疏水 非蓝光滤过 微切口 2629 2058

33 软性 单焦点 球面 一片式 非预装 疏水 蓝光滤过 1277 1980

34 软性 单焦点 球面 一片式 预装 亲水 非蓝光滤过 1552 1780

35 软性 单焦点 球面 三片式 非预装 疏水 非蓝光滤过 11801 1400

36 软性 单焦点 球面 三片式 非预装 疏水 变色型 207 2100

37 软性 单焦点 球面 三片式 预装 疏水 非蓝光滤过 5594 1500

38 软性 单焦点 球面 三片式 预装 疏水 蓝光滤过 1719 2000

39 软性 双焦点 非球面 衍射 散光 一片式 非预装 亲水 非蓝光滤过 微切口 174 15000

40 软性 双焦点 非球面 衍射 散光 一片式 非预装 疏水 非蓝光滤过 微切口 9 6900

41 软性 双焦点 非球面 衍射 散光 一片式 非预装 疏水 蓝光滤过 332 11760

42 软性 双焦点 非球面 衍射 一片式 非预装 亲水 非蓝光滤过 微切口 996 5700

43 软性 双焦点 非球面 衍射 一片式 非预装 疏水 非蓝光滤过 微切口 800 5500

44 软性 双焦点 非球面 衍射 一片式 非预装 疏水 蓝光滤过 1115 72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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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可折叠性
光学功能

焦点
光学面设

计
多焦点实
现方式

矫正功能
晶体结构

组成
装填方式 亲水性 光滤过特性 其他特殊属性

约定采购量计
算基数（个）

最高有效申
报价（元）

45 软性 双焦点 非球面 衍射 一片式 预装 亲水 非蓝光滤过 微切口 127 9500

46 软性 双焦点 非球面 衍射 一片式 预装 亲水 蓝光滤过 微切口 91 9500

47 软性 双焦点 非球面 衍射 三片式 非预装 疏水 非蓝光滤过 73 7980

48 软性 双焦点 非球面
区域折

射
散光 一片式 非预装 亲水 非蓝光滤过 微切口 80 19600

49 软性 双焦点 非球面
区域折

射
一片式 非预装 亲水 非蓝光滤过 950 9500

50 软性 双焦点 非球面
区域折

射
一片式 非预装 亲水 非蓝光滤过 微切口 234 8900

51 软性 三焦点 非球面 衍射 一片式 非预装 疏水 蓝光滤过 38 23888

52 软性 三焦点 非球面 衍射 一片式 预装 亲水 非蓝光滤过 微切口 1111 23888

53 软性
连续视

程
非球面 衍射 一片式 非预装 疏水 非蓝光滤过 微切口 1090 122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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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产品名称 注册证号 型号 申报企业 生产企业
中选价格
（元/片）

1
肝素表面处理亲水性丙烯酸人

工晶状体
国械注进

20173226128
BioVue 珠海市祥乐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AAREN Scientific Inc.爱锐科技公司 690

2
亲水性丙烯酸酯非球面人工晶

状体
国械注进

20173221639

Aqua-Sense 

PAL
珠海市祥乐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AAREN Scientific Inc.爱锐科技公司 790

3 人工晶状体
国械注进

20173221845
Aqua-Sense 珠海市祥乐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AAREN Scientific Inc.爱锐科技公司 350

4 人工晶状体
国械注进

20153223026

AT TORBI 

709M
上药控股有限公司 Carl  Zeiss  Meditec AG 3300

5
预装式黄色疏水性丙烯酸人工

晶状体
国械注进

20153223027

CT LUCIA 

601PY
上药控股有限公司 Carl  Zeiss  Meditec AG 2850

6 人工晶状体
国械注进

20163223306

CT ASPHINA 

603P
上药控股有限公司 Carl  Zeiss  Meditec SAS 1788

7 人工晶状体
国械注进

20173226099

CT SPHERIS 

203P
上药控股有限公司 Carl  Zeiss  Meditec SAS 888

8
预装式人工晶状体 Preloaded 

System Intraocular Lenses
国械注进

20163220723
PY-60R 宁波倢美士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HOYA Medical Singapore Pte. Ltd. 豪雅医
疗新加坡有限公司

1170

9 预装式非球面后房人工晶状体
国械注进

20173227089
250 宁波倢美士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HOYA Medical Singapore Pte.Ltd. 豪雅医
疗新加坡有限公司

2200

10
后房型丙烯酸酯非球面人工晶

状体
国械注进

20193161561
Aspira-aA 北京视达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HumanOptics Aktiengesellschaft 836

11 后房型丙烯酸酯人工晶状体
国械注进

20193161562
AS 北京视达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HumanOptics Aktiengesellschaft 686

数据来源：天津市医药采购中心，国泰君安证券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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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产品名称 注册证号 型号 申报企业 生产企业
中选价格
（元/片）

12
单件式多焦复曲面人工晶状体
TECNIS Multifocal Toric 1-Piece 

IOL

国械注进
20183221793

ZMT150 华润广东医药有限公司
Johnson & Johnson Surgical Vision, Inc. 

强生视力康公司
6106

13
单件式多焦人工晶状体 The 

TECNIS® Multifocal 1-Piece IOL
国械注进
20153220709

ZMB00 华润广东医药有限公司
Johnson & Johnson Surgical Vision, Inc. 

强生视力康公司
4938

14
单件式复曲面人工晶状体
TECNIS® Toric 1-Piece IOL

国械注进
20173221106

ZCT100 华润广东医药有限公司
Johnson & Johnson Surgical Vision, Inc. 

强生视力康公司
3700

15
人工晶状体 TECNIS® Symfony 

Extended Range of Vision IOL
国械注进
20163221462

ZXR00 华润广东医药有限公司
Johnson & Johnson Surgical Vision, Inc. 

强生视力康公司
11066

16
折叠式后房丙烯酸人工晶状体
One-Piece Acrylic Posterior 

Chamber Intraocular Lens

国械注进
20173221501

ZCB00 华润广东医药有限公司
Johnson & Johnson Surgical Vision, Inc. 

强生视力康公司
1599.99

17
聚丙烯酸酯类后房型人工晶状体
Soft Acrylic Posterior Chamber 

Intraocular Lens

国械注进
20173221526

AR40e 华润广东医药有限公司
Johnson & Johnson Surgical Vision, Inc.

强生视力康公司
850

18
折叠式丙烯酸人工晶状体Tecnis® 

Foldable Acrylic Intraocular 

Lenses

国械注进
20173226611

ZA9003 华润广东医药有限公司
Johnson & Johnson Surgical Vision, Inc.

强生视力康公司
1299.99

19 折叠式后房人工晶状体
国械注进
20163222789

SOFTEC IO
深圳市新产业眼科新技术有限
公司

Lenstec（Barbados）Inc. 550

20 人工晶状体
国械注进
20173227091

404型 杭州畅德贸易有限公司 Medennium,Inc 3050

数据来源：天津市医药采购中心，国泰君安证券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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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产品名称 注册证号 型号 申报企业 生产企业
中选价格
（元/片）

21 区域折射多焦人工晶状体 国械注进20153221164
LS-

313MF15
天津高视晶品医疗技术有限公司 Oculentis BV 4199

22
人工晶状体 ROHTO Neo 

Eye Aspheric Foldable Lens
国械注进20153223065 RAY-61PL 杭州协合医疗用品有限公司 PT. Rohto Laboratories Indonesia 1700

23 人工晶状体 国械注进20183222186 FLEX(A8L) 武汉六合恒远投资有限公司
The Fred Hollows Intraocular Lens 

Laboratory/弗雷德 霍洛人工晶状体研究所
229

24 折叠式非球面人工晶状体 国械注进20173226950 868UV 上海潇莱科贸有限公司 U.S.IOL,INC 1398

25 折叠式人工晶状体 国械注进20143165033 860UV 上海潇莱科贸有限公司 U.S.IOL,INC 498

26 可折叠一件式人工晶状体 国械注准20193161652 A2-UV
爱博诺德（北京）医疗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

爱博诺德（北京）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400

27 可折叠一件式人工晶状体 国械注准20193161652 A1-UV
爱博诺德（北京）医疗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

爱博诺德（北京）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948

28 人工晶状体 国械注准20163221747 AT1BH
爱博诺德（北京）医疗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

爱博诺德（北京）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3899

29 人工晶状体Intraocular Lens 国械注进20143165595
Akreos

Adapt AO
博士伦（上海）贸易有限公司

博士伦有限公司Bausch&Lomb, 

Incorporated
1417

30 折叠式人工晶状体 国械注准20173220503 PCF60/A 河南宇宙人工晶状体研制有限公司 河南宇宙人工晶状体研制有限公司 1250

31 折叠式人工晶状体 国械注准20173220503 PCF60 河南宇宙人工晶状体研制有限公司 河南宇宙人工晶状体研制有限公司 366

数据来源：天津市医药采购中心，国泰君安证券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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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产品名称 注册证号 型号 申报企业 生产企业
中选价格
（元/片）

32 人工晶状体
国械注进
20163220173

SN6CWS
爱尔康（中国）眼科产品
有限公司

美国爱尔康公司Alcon Laboratories, 

Inc.
1870

33

人工晶状体 AcrySof IQ 

TORIC Astigmatism IOL 

STERILE UV and Blue 

Light Filtering Acrylic 

Foldable Toric As

国械注进
20163220067

SN6AT3
爱尔康（中国）眼科产品
有限公司

美国爱尔康公司Alcon Laboratories, 

Inc.
3700

34
人工晶状体 AcrySof

Natural Single-Piece 

Intraocular Lens

国械注进
20163220066

SN60AT
爱尔康（中国）眼科产品
有限公司

美国爱尔康公司Alcon Laboratories, 

Inc.
1196

35
人工晶状体Acrysof IQ 

Aspheric Natural IOL
国械注进
20143166151

SN60WF
爱尔康（中国）眼科产品
有限公司

美国爱尔康公司Alcon Laboratories, 

Inc.
1700

36

人工晶状体STERILE UV 

and Blue Light Filtering 

Foldable Single-piece 

Apodized Diffractive 

Aspheric Posteri

国械注进
20153160015

SN6AD1
爱尔康（中国）眼科产品
有限公司

美国爱尔康公司Alcon Laboratories, 

Incorporated
5045

37
折叠式人工晶状体Acrylic 

Intraocular Lens
国械注进
20153160008

863UV 苏州宣丰经贸有限公司 美国优视公司U.S.IOL.Inc 680

38
后房型丙烯酸酯非球面蓝
光滤过型人工晶状体

国械注进
20143165566

Aspira-aAY
北京视达医疗器械有限公
司

人类光学股份公司HumanOptics

Aktiengesellschaft
2298

数据来源：天津市医药采购中心，国泰君安证券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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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产品名称 注册证号 型号 申报企业 生产企业
中选价格
（元/片）

39
非亲水丙烯酸后房人工晶
状体

国械注进
20183221833

N4-18B
上海富吉医疗器械有限公
司

日本尼德克株式会社 783

40
预装式着色非球面后房人
工晶状体

国械注进
20193161563

SZ-1
上海富吉医疗器械有限公
司

日本尼德克株式会社 2087

41
着色非亲水丙烯酸非球面
后房人工晶状体

国械注进
20183221839

N4-18YG
上海富吉医疗器械有限公
司

日本尼德克株式会社 1652

42 可折叠人工晶状体
国械注准
20203160297

ANU575
天津世纪康泰生物医学工
程有限公司

天津世纪康泰生物医学工程有限公司 549

43 一件式折叠人工晶状体
国械注准
20173220919

RS60A
无锡蕾明视康科技有限公
司

无锡蕾明视康科技有限公司 1188

44 一件式折叠人工晶状体
国械注准
20173220919

MS57A
无锡蕾明视康科技有限公
司

无锡蕾明视康科技有限公司 699

数据来源：天津市医药采购中心，国泰君安证券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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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产品名称 注册证号 型号 申报企业 生产企业
中选价格
（元/片）

此前中
标价

价格
降幅

昊海生科

1
肝素表面处理亲水性
丙烯酸人工晶状体

国械注进
20173226128

BioVue
珠海市祥乐医疗器械有

限公司
AAREN Scientific Inc.爱

锐科技公司
690 916 -25%

2
亲水性丙烯酸酯非球

面人工晶状体
国械注进

20173221639

Aqua-Sense 

PAL
珠海市祥乐医疗器械有

限公司
AAREN Scientific Inc.爱

锐科技公司
790 1926 -59%

3 人工晶状体
国械注进

20173221845
Aqua-Sense

珠海市祥乐医疗器械有
限公司

AAREN Scientific Inc.爱
锐科技公司

350 775 -55%

4
折叠式后房人工晶状

体
国械注进

20163222789
SOFTEC IO

深圳市新产业眼科新技
术有限公司

Lenstec（Barbados）
Inc.

550 1300 -42%

5 折叠式人工晶状体
国械注准

20173220503
PCF60/A

河南宇宙人工晶状体研
制有限公司

河南宇宙人工晶状体研
制有限公司

1250 2500 -50%

6 折叠式人工晶状体
国械注准

20173220503
PCF60

河南宇宙人工晶状体研
制有限公司

河南宇宙人工晶状体研
制有限公司

366 1150 -68%

爱博医疗

1
可折叠一件式人工晶

状体
国械注准

20193161652
A2-UV

爱博诺德（北京）医疗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爱博诺德（北京）医疗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400 2080 -33%

2
可折叠一件式人工晶

状体
国械注准

20193161652
A1-UV

爱博诺德（北京）医疗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爱博诺德（北京）医疗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948 2700 -28%

3 人工晶状体
国械注准

20163221747
AT1BH

爱博诺德（北京）医疗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爱博诺德（北京）医疗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3899 6500 -40%

01 京津冀3+N：昊海生科中标产品占总采购量25-32%，爱博中标产品降幅有限05

数据来源：天津市医药采购中心，国泰君安证券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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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省曲靖市：纳入三类高值耗材，采购周期为一年0106

2020年6月1日，云南省曲靖市发布了《关于云南省曲靖市牵头开展2020年第一批公立医疗机构高值医用耗材联盟带量集中采购

的公告》。

●采购品种:心血管介入类、眼科类、骨科类共三组。

●采购总量: 2020年度（2020年6月至2021年5月）曲靖市二级以上公立医疗机构采购联盟总计划采购量的70%，云南省其他15州

（市）及省级7家医疗机构跟量为本次采购总量。

●采购方式:联盟带量集中采购，面对面谈判议价，确定中选生产企业的品种和价格。

●采购周期:1年，周期内若提前完成当年约定采购量，超过部分中选企业仍应按中选价格进行供应。

●谈判时间：心血管介入类：2020年7月9日-10日；眼科类：2020年8月5日-6日；骨科类：2020年8月7日-8日

●第一组：心血管介入类品规目录

品种 通用名 耗材材质 分组
年度采购基础量

（万根/万支/万个）

冠脉介入治疗材料

药物洗脱支架（雷帕霉素及其衍生物） 支架 钴合金
永久涂层

1.87 
可降解涂层（无涂层）

冠脉扩张球囊 球囊 无 2.23 

冠脉导引导管 导管 无 2.43 

冠脉导引导丝 导丝 无 2.80 

起搏器类产品
双腔起搏器 起搏器 无 0.13 

起搏电极导线 导线 无 0.19 

数据来源：曲靖市医疗保障局，国泰君安证券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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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06 云南省曲靖市：未带采多焦点人工晶体、含陶髋关节等高端产品

品种 耗材材质
年度采购基础量

（万根/万支/万个）

初次
膝关节

股骨假体 钴铬钼合金 0.33 

胫骨假体 钴铬钼合金 0.32 

垫片 高交联聚乙烯 0.32 

初次
髋关节

一体式股骨柄 钛合金 0.61 

金属髋臼杯 钛合金 0.61 

股骨头 钴铬钼合金 0.68 

髋臼内衬 高交联聚乙烯 0.53 

品种 耗材材质 分组
年度采购基础量

（万根/万支/万个）

人工
晶状体

单焦点白内障
人工晶状体

聚丙烯酸脂
亲水

球面

4.98

非球面

聚丙烯酸脂
疏水

球面

非球面

术中材料

粘弹剂 无 3.84 

眼科手术刀 无 3.39 

●第二组：眼科类品规目录 ●第三组：骨科类品规目录

数据来源：曲靖市医疗保障局，国泰君安证券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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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06

●心血管介入类谈判结果：

云南省曲靖市：冠脉介入产品分内资外资组，起搏器仅有外资组

品种 通用名 规格 组别 拟中选企业

冠脉介入治疗材料

冠脉扩张球囊 球囊

半顺应性
国产产品组 益心达

境外产品组 贝朗

非顺应性
国产产品组 益心达

境外产品组 波科

冠脉导引导管 导管

造影导管
国产产品组 益心达

境外产品组 波科

指引导管
国产产品组 埃普特

境外产品组 朝日英达科贸

冠脉导引导丝 导丝

造影导丝
国产产品组 天地和协

境外产品组 康蒂思

指引导丝

CTO导丝
国产产品组

仅有一家企业参与，
未进行第二轮谈判议价

境外产品组 朝日英达科贸、雅培

工作导丝
国产产品组 天地和协

境外产品组 朝日英达科贸

起搏器类产品
双腔起搏器 起搏器 全身兼容

境外产品组
波科

起搏电极导线 导线 右房/右室 百多力

数据来源：曲靖市医疗保障局，国泰君安证券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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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06 云南省曲靖市：人工晶体根据功能进行分组，眼科术中材料及骨科产品区分国产/进口

品种 耗材材质 分组 规格 组别 拟中选企业

人工
晶状体

单焦点白内障
人工晶状体

聚丙烯酸脂
亲水

球面
一片式(折叠式)、

有蓝光过滤/无蓝光
过滤

亲水球面 上海艾本、珠海祥乐、河南宇宙、博士伦

非球面 亲水非球面 珠海祥乐、北京视达、河南宇宙、深圳新产业眼科

聚丙烯酸脂
疏水

球面 疏水球面 无锡蕾明视康、爱尔康

非球面 疏水非球面 爱博诺德、上海华屹、华润广东、爱尔康

术中材料

粘弹剂
透明质酸纳/玻

璃酸钠
0.1ml 

国产产品组 杭州协合

境外产品组 爱博诺德

眼科手术刀 无 全规格型号
国产产品组 常州佳杰

境外产品组 河南宇宙

品种 耗材材质 规格 拟中选企业

初次膝关节

股骨假体 钴铬钼合金 骨水泥型
1.国产产品组:威高海星、威高亚华、蒙太因
2.境外产品组:强生

胫骨假体 钴铬钼合金 骨水泥型

垫片 高交联聚乙烯/聚乙烯

初次髋关节

一体式股骨柄 钛合金 生物型

1.国产产品组:威高海星、威高亚华、嘉思特
2.境外产品组:联贸

金属髋臼杯 钛合金 涂层

股骨头 钴铬钼合金

髋臼内衬 高交联聚乙烯/聚乙烯

●眼科类谈判结果：

●骨科类谈判结果：

数据来源：曲靖市医疗保障局，国泰君安证券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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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6月12日，福建省药械联合采购中心发布《关于公布福建省医用耗材集中带量采购文件的通知》

• 采购产品：人工关节、留置针、超声刀、镇痛泵等4类医用耗材

• 约定采购量：采购基础量根据2018年10月1 日至 2019 年9 月 30 日全省二级及以上公立医疗机构总用量的 70%确定
• 申报资质要求： 2018年10月1 日至 2019 年9 月 30 日在福建省二级及以上公立医疗机构有采购记录且在平台正常挂网的产品

• 采购主体：全省二级及以上公立医疗机构，鼓励在闽部队、武警医疗机构参加医用耗材集中采购活动

• 保障用量：中选产品采购总量不少于本机构上年度同类组件耗材产品用量的 70%，各中选产品采购量原则上不少于本机构上
年度该产品用量的50%。

• 采购周期：1年。

• 髋关节产品分组规则：
• 根据采购数量占比对申报企业分为4组：髋关节 1 组：境外品种且采购数量占比≥7%的企业；髋关节 2 组：境外品种且采购数

量占比＜7%的企业；髋关节 3 组：境内品种且采购数量占比≥2%的企业；髋关节 4 组：境内品种且采购数量占比＜2%的企业。

• 组套评选法：
• 组件基准价：同一企业某个组件的加权平均价；
• 组套基准价：同一企业各组件基准价之和为组套基准价；
• 综合降幅：按各组件降幅结合各自权重进行计算，组件权重为：股骨柄 37%、股骨头 14%、髋臼杯为 32%、衬垫为 17%

• 组套价格：组套基准价结合综合降幅计算得出。

数据来源：福建省医疗保障局，国泰君安证券研究

01 福建省：骨科关节根据份额高低、国产/进口分组，通过组套综合降幅评选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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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次置换人工全髋关节拟中选产品确定规则：
初次置换人工全髋关节按企业分股骨柄、股骨头、髋臼杯、衬垫 4 个组件进行两轮降幅申报，分组进行淘汰
第一轮：本轮淘汰各组除本组组套价格最低的企业外，综合降幅＜20%的企业。
第二轮：本轮按各组淘汰规则分别进行淘汰。
（1）髋关节 1 组、髋关节 3 组（用量大的组）
淘汰组内综合降幅最小且非本组最低组套价格的企业。若综合降幅最小的企业在本组内组套价格最低，则顺位淘汰综合降幅由小到
大排名第 2 的企业。综合降幅相同时，组套价格高的企业先行淘汰。各组综合降幅≥25%的企业不淘汰。
（2）髋关节 2 组、髋关节 4 组（用量小的组）
本轮淘汰除本组组套价格最低的企业外，组内综合降幅由小到大排名前 2 名的企业。若综合降幅由小到大排名前 2 名的企业
中存在本组内组套价格最低的企业，则顺位淘汰综合降幅由小到大排名第 3 的企业。综合降幅相同时，组套价格高的企业先行淘
汰。

膝关节产品分组规则：
根据采购数量占比对申报企业分为4组：髋关节 1 组：境外品种且采购数量占比≥7%的企业；髋关节 2 组：境外品种且采购数量占
比＜7%的企业；髋关节 3 组：境内品种且采购数量占比≥1%的企业；髋关节 4 组：境内品种且采购数量占比＜1%的企业。

参考髋关节规则，组件换为含股骨髁、胫骨平台、胫骨垫片。组件权重为：股骨髁 46%、胫骨平台 28%、胫骨垫片为 26%。

淘汰规则与髋关节相同。

2020年6月12日，福建省药械联合采购中心发布《关于公布福建省医用耗材集中带量采购文件的通知》

数据来源：福建省医疗保障局，国泰君安证券研究

01 福建省：明确用量大的组降幅超过25%即可入围，用量小的组竞价压力较大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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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品种名称 组件名称 总用量（万根/万支/万个） 约定采购量（万根/万支/万个）

1 初次置换人工全髋关节

股骨柄 0.84 0.58

股骨头 0.86 0.60

髋臼杯 0.47 0.32

衬垫 0.46 0.32

2 初次置换人工膝关节

股骨踝 0.40 0.28

胫骨平台 0.40 0.28

胫骨垫片 0.40 0.28

3 密闭式静脉留置针

含DEHP-普通型 429.06 300.34

含DEHP-安全型 90.00 63

不含DEHP-普通型 384.88 269.41

不含DEHP-安全型 46.75 32.72

4 超声刀 - 2.40 1.68

5 镇痛泵

电子-脉冲型 4.05 2.83

电子-普通型 12.79 8.95

机械型 13.01 9.10

01 福建省：明确骨科关节采购约定采购量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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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初次置换人工全髋关节（包括股骨柄、股骨头、髋臼杯、衬垫）在福建省二级及以上公立医疗机构有采购记录的生产企业情况表

产品分组 生产企业 数量

1组 境外品种且采购数量占比≥7% 强生、捷迈、施乐辉、威联德骨科 4

2组 境外品种且采购数量占比＜7% 史塞克、微创、瑞昱医疗、联陆科贸 4

3组 境内品种且采购数量占比≥2% 春立、爱康、大博、蒙太因 4

4组 境内品种且采购数量占比＜2% 威高亚华、威高海星、力大康科技、经纬医疗、金约应医疗、科仪邦恩、中安
泰华、金查理、优材京航、嘉思特华剑、施乐辉、正天医疗

12

表：初次置换人工膝关节（包括股骨髁、胫骨平台、胫骨垫片）在福建省二级及以上公立医疗机构有采购记录的生产企业情况表

产品分组 生产企业 数量

1组 境外品种且采购数量占比≥7% 强生、施乐辉、捷迈、威联德骨科 4

2组 境外品种且采购数量占比＜7% 微创、瑞昱医疗、史塞克、联陆科贸、美精技医疗 5

3组 境内品种且采购数量占比≥1% 爱康、威高海星、正天医疗、春立 4

4组 境内品种且采购数量占比＜1%
科仪邦恩、金约应医疗、大博、蒙太因医疗、威高亚华、嘉思特华剑、力大

康科技、经纬医疗、金查理、优材京航、施乐辉
11

数据来源：福建省医疗保障局，国泰君安证券研究

01 福建省：根据份额高低、国产/进口划分竞价组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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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次置换人工全髋关节

产品分组 生产企业 备注

1组 境外品种且采购数量占比≥7%

强生（上海）医疗器材有限公司
捷迈（上海）医疗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施乐辉医用产品国际贸易（上海）有限公司
北京威联德骨科技术有限公司

2组 境外品种且采购数量占比≤7%

上海瑞昱医疗科技有限公司（蛇牌）
上海微创骨科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淘汰
联陆科贸（上海）有限公司 淘汰

3组 境内品种且采购数量占比≥2%

北京市春立正达医疗器械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爱康宜诚医疗器材有限公司
大博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蒙太因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4组 境内品种且采购数量占比＜2%

北京威高亚华人工关节开发有限公司 淘汰
德州金约应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淘汰
山东威高海星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北京力达康科技有限公司
经纬医疗器材制造（深圳）有限公司
北京科仪邦恩医疗器械科技有限公司
北京金查理人工关节技术有限公司
嘉思特华剑医疗器材(天津）有限公司
天津正天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股骨柄 37%、股骨头 14%、髋臼杯为 32%、衬垫为 17%

例如：A 企业股骨柄降幅为 a%，股骨头降幅为 b%,髋臼杯降幅为 c%，衬垫降幅为 d%，该企业综合降幅=a%×37%+b%×14%+c%×32%+d%×17%

数据来源：福建省医疗保障局，国泰君安证券研究

01 福建省：份额高的企业价格降幅较低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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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7月17日，宁夏、甘肃、青海、新疆、新疆建设兵团、湖南、广西、贵州、海南和陕西10个省（区、兵团）构成省际联盟，

发布《省际联盟公立医疗机构人工晶体跨区域联合带量采购公告》

采购人：省际联盟区域内三级公立医疗机构（含军队医院）、具备开展人工晶体相关手术的二级公立医疗机构（含军队医院）参

加本次联合带量采购，鼓励医保定点社会办医疗机构积极参与。

申报人：国内医用耗材生产企业和进口医用耗材国内总代理商。

申报价：“全国最低省级挂网价”或“已开展带量采购省（联盟）中选价格”之中的低价。

采购目录：人工晶状体。采购产品按功能属性，结合各省上报采购量，确定产品分组目录。单焦晶体11组，多焦晶体4组，散光

晶体2组。共168987个耗材，上报采购量为联盟总量的70%。

采购周期：1年。

采购方式：招采合一、以量换价、带量采购

承诺：中标后依然联动全国最低价

（1）同一产品，如在国家组织的带量采购工作中形成新的低价，其中选价格生效以后，本次采购尚未执行的采购量，按国家中

选价格执行。

（2）在国内今后其他省级（含联合）带量采购工作中，如果同一产品形成的中选价，低于本次联盟采购的中选价，相关企业应

主动向联盟省区牵头的集采中心提交书面申请，本次采购尚未执行的采购量，按新的低价执行。本次中选产品的价格不对外公开

发布。

数据来源：陕西省药械集中采购网，国泰君安证券研究。

01 陕西等十省省际联盟：根据功能对人工晶状体划分为17组，后续仍联动全国最低价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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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分组名称
上报采
购量

量占
比

入围
比例

申报价格
范围

进口品牌（包括代理）
国产
品牌

1 单焦球面亲水一件非预装 52521 31.1% 20进6 229-3040
高视精品、杭州协合、六合恒远、鑫诺康桥、潇来科贸、博
士伦、北京视达、上海艾本、深圳新产业、上药控股、珠海
祥乐

世纪泰康、
宣丰经贸、
河南宇宙

2 单焦球面亲水一件预装 622 0.4% 1进1 888 上药控股 /

3 单焦球面疏水三件非预装 15083 8.9% 5进3 783-3400 畅德贸易、华润广东、尼德克、爱尔康 /

4 单焦球面疏水三件预装 761 0.5% 2进2 1170-1380 豪雅捷美士 /

5 单焦球面疏水一件非预装 1213 0.7% 4进3 1196-2900 华润广东、爱尔康 蕾明视康

6 单焦非球面亲水一件非预装 34113 20.2% 15进6 790-3900
清清视界、高视精品、杭州协合、北京鑫诺、潇莱科贸、博
士伦、北京视达、珠海祥乐、深圳新产业、上药控股

河南宇宙

7 单焦非球面亲水一件预装 4952 2.9% 6进4 1788-9800 北京视达、深圳新产业、上药控股 /

8 单焦非球面疏水三件非预装 3077 1.8% 3进2 1300-2642 华润广东、博士伦、尼德克 /

9 单焦非球面疏水三件预装 7004 4.1% 1进1 2072 豪雅捷美士 /

10 单焦非球面疏水一件非预装 28210 16.7% 10进6 1188-4180 爱尔康、清清视界、畅德贸易、华润广东、博士伦、尼德克
爱博医疗、
蕾明视康

11 单焦非球面疏水一件预装 8404 5.0% 10进6 1870-6380 爱尔康、华润广东、豪雅捷美士、尼德克、上药控股 爱博医疗
12 双焦衍射 3722 2.2% 8进5 4938-12000爱尔康、华润广东、北京视达、上药控股 /

13 双焦区域折射 183 0.1% 2进2 4199-9500 高视精品、深圳新产业 /

14 三焦衍射 313 0.2% 2进2
23888-

25000
爱尔康、上药控股 /

15 连续视程 4871 2.9% 1进1 11066 华润广东 /

16 散光单焦 3811 2.3% 6进4 3300-5500 爱尔康、华润广东、鑫诺康桥、上药控股 爱博医疗
17 散光多焦 127 0.1% 4进3 6160-14800爱尔康、华润广东、上药控股 /

数据来源：陕西省药械集中采购网，国泰君安证券研究。注：深圳新产业和河南宇宙是昊海生科的子公司，昊海生科通过深圳新产业代理部分进口品牌。

01 陕西等十省省际联盟：在京津冀基础上简化到17组，采购量较大的分组入围比例较低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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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选产品数量确定原则：同分组产品，根据符合申报资格的实际申报产品数目，确定中选产品数量。如出现最终报价相同的情况，选择联盟省
区已上报的采购数量大的产品，为拟中选产品；如具有可比性的不同组产品，价格倒挂时，可由专家组重新议价。申报企业在最终报价时应低
于或等于申报价格。

同分组内符合申报品种资格的实际申报产品数 1 2 3 4-5 6-7 8-9 10个以上

拟中选产品数 1 2 2 3 4 5 6

同分组内符合申报品
种资格的实际申报产

品数
拟中选企业确定方式

1-2个 专家组与企业进行议价，确定拟中选产品

3-5个

专家组与企业进行议价，确定拟中选产品。在综合考虑企业申报价格，以及产品规模、质量、产能、产品配送能力、产
品稳定性、售后服务、操作培训、不良反应发生率、卫生经济学评价等因素后，对企业最终的报价进行无记名表决，过
半数投赞成票的，议价成功；赞成票未过半数的，议价失败，该谈判产品被淘汰出局；如在投票环节未产生淘汰产品，
则同组产品按价格从低到高进行排序，淘汰价格较高的产品。

6-7个
专家组评分和产品报价得分两轮确定入围产品。第一轮专家组从企业规模、产品质量安全性、市场占有率、售后服务培
训、供应保障能力五个方面进行产品打分，淘汰1个。第二轮依据企业现场最终报价，从低到高排序，确定拟中选企业。

8-9个
通过专家组评分和产品报价得分两轮确定入围产品。第一轮专家组从企业规模、产品质量安全性、市场占有率、售后服
务培训、供应保障能力五个方面进行产品打分，淘汰2个。第二轮依据企业现场最终报价，从低到高排序，确定拟中选
企业。

10个以上
通过专家组评分和产品报价得分两轮确定入围产品。第一轮专家组从企业规模、产品质量安全性、市场占有率、售后服
务培训、供应保障能力五个方面进行产品打分，最少淘汰2个，最多保留10个。第二轮依据企业现场最终报价，从低到
高排序，确定拟中选企业。

数据来源：陕西省药械集中采购网，国泰君安证券研究。

01 陕西等十省省际联盟：各组采取差异化评选方式，差额确定中选企业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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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际联盟人工晶体联合带量采购现场议价流程

（一）同组申报产品在5个（含5个）以下的，按以下流程进行现场议价：
1. 申报企业在10分钟以内，向现场专家组介绍申报产品的相关情况；
2. 专家提问，申报企业进行解答；
3. 申报企业同专家组议价，就对方提出的价格进行深入沟通；
4. 申报企业最终书面报价；
5. 专家现场投票（同意或不同意企业的最终报价），过半数专家同意企业报价，议价成功；过半数专家不同意企业报价，议价

失败 ，该申报产品被淘汰。

（二）同组申报产品在6个（含6个）以上的，分两个阶段，按以下流程进行现场议价：
1. 评审打分阶段
（1）、申报企业在10分钟以内，向现场专家介绍申报产品的相关情况；
（2）、专家提问，申报企业进行解答；
（3）、申报企业同专家议价，就对方提出的价格进行深入沟通；
（4）、申报企业对专家组提出的参考价格，明确表明是否接受；
（5）、专家现场打分，并将申报产品得分由高到低排序，根据本组申报产品的淘汰规则，确定本组本阶段淘汰产品名单，剩余
产品进入竞价阶段。
2. 竞价阶段
（1）、本组申报企业递交密封的产品报价单；
（2）、现场拆封唱价；
（3）、将申报价格由低到高排序，按照中选产品数量规则，确定中选产品名单。

数据来源：陕西省药械集中采购网，国泰君安证券研究。

01 陕西等十省省际联盟：各组采取差异化评选方式，议价、专家评分与竞价结合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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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分维度 说明

企业规模（10分）
以2019年度单一企业增值税纳税报表为依据进行评分：销售额1亿以上得10分；5千万元-1亿 8分；1千万-5
千万得6分；1千万以下得2分。

产品质
量安全
性（40
分）

产品不良事件发生率 10分（无不良事件发生）、8分（1-2起不良事件）、6分（大于2起不良事件）

白内障术后相关并发
症发生率

10分（无/极少）、8分（偶发）、6分（较少）

屈光度范围 10分（调节范围大）、8分（调节范围中等）、6分（调节范围有限）

患者满意度 10分（口碑优秀）、8分（反映良好）、6分（基本满意）

市场占有率（10分）
以各省上报数据统计为依据，按以下公式计算：占有率=申报品种的采购数量/同组所有品种的采购数量
×100%。10%以上，10分；5-10%（含5%）8分；5%以下（含1%）6分；无上报数据2分。

服务培
训（20
分）术
前培训

术前培训 5分（定期开展培训，效果好）、3分（有开展培训，有一定效果）、1分（很少，基本没有培训）

术中技术支持 10分（临床技术支持服务及时到位）、8分（临床技术支持服务良好）、6分（临床技术支持服务一般）

术后随访跟进 5分（术后有完善的随访跟进措施）、3分（术后有良好的随访跟进措施）、1分（无术后随访跟进）

供应保
障能力
（20分）

生产能力
10分（生产能力能够保障市场需求，库存满足率高）、8分（生产能力基本满足市场需求，库存满足率中
等）、6分（生产能力一般、库存满足率低）

配送能力
5分（联盟省区医疗机构全面覆盖、物流专业化程度高）、3分（基本覆盖联盟省区医疗机构）、1分（有一
定的配送服务保障能力）

应急响应能力
5分（具备精准高效的应急响应方案24小时响应到位）、3（有应急响应方案，时间较长）、1分（不具备应
急响应能力）

专家组评分细则：每组申报产品数目在6个及以上需专家组评分。专家赋分结果去掉一个最高分和一个最低分，取其余分值平均数，为该产品的最终分值。

数据来源：陕西省药械集中采购网，国泰君安证券研究。

01 陕西等十省省际联盟：专家评分涉及多个维度，进行全面衡量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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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组名称 中选企业及产品 分量（个） 约定采购量（个）

单焦球面亲水一件非预装

天津世纪康泰生物医学工程有限公司ANU600:+5.0D至+35.0D 2035

12331

天津高视晶品医疗技术有限公司PCA81 2157

深圳市新产业眼科新技术有限公司SOFTEC IO 2582

珠海市祥乐医疗器械有限公司Aqua-Sense 3037

上海潇莱科贸有限公司860UV  2520

武汉六合恒远投资有限公司

单焦球面疏水三件非预装

杭州畅德贸易有限公司401型 401

1160尼德克医疗器械贸易（上海）有限公司N4-18B 393

华润广东医药有限公司AR40e；AR40E；AR40M 366

单焦非球面亲水一件非预装
北京视达医疗器械有限公司Aspira-aA 2963

13944

天津高视晶品医疗技术有限公司L-312  2277

单焦非球面亲水一件非预装

珠海市祥乐医疗器械有限公司Aqua-Sense PAL 3119

博士伦（上海）贸易有限公Akreos Adapt AO 1871

深圳市新产业眼科新技术有限公司SOFTEC HD 1966

上药控股有限公司CT ASPHINA  509M 1748

单焦非球面亲水一件预装

上药控股有限公司CT  ASPHINA  409MP 224

1149
北京视达医疗器械有限公司Aspira-aAY 272

深圳市新产业眼科新技术有限公司SOFTEC HDPLI 310

上药控股有限公司CT  ASPHINA  603P 343

01 陕西等十省省际联盟：约定采购量精确至中标企业及产品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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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组名称 中选企业及产品 分量（个） 约定采购量（个）

三焦衍射 上药控股有限公司AT LISA tri 839MP 65 65

双焦衍射

北京视达医疗器械有限公司Diff-aA 132

728

爱尔康（中国）眼科产品有限公司SV25T0 147

爱尔康（中国）眼科产品有限公司SN6AD1 147

华润广东医药有限公司ZMB00 150

上药控股有限公司AT  LISA  809M 152

散光单焦

上药控股有限公司AT  TORBI  709M 212

820

北京鑫诺康桥经贸有限公司623T 199

爱博诺德（北京）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规格(光焦度):+5.0D～+36.0D,每0.5D一个间隔；型
号:AT1BH, AT2BH, AT3BH, AT4BH, AT5BH, AT6BH 

203

爱尔康（中国）眼科产品有限公司SN6AT3；SN6AT4；SN6AT5；SN6AT6；SN6AT7；
SN6AT8；SN6AT9；

206

散光多焦

爱尔康（中国）眼科产品有限公司SV25T3；SV25T4；SV25T5；SV25T6； 1

3爱尔康（中国）眼科产品有限公司SND1T3；SND1T4；SND1T5；SND1T6； 1

华润广东医药有限公司ZMT150；ZMT225；ZMT300；ZMT40 1

01 陕西等十省省际联盟：约定采购量精确至中标企业及产品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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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09 渝黔滇豫：纳入三类34个产品，采购量为上一年使用量的60-70%

数据来源：重庆市医保局，国泰君安证券研究

 采购主体：渝黔滇豫二级及以上公立医疗机构（含部队、武警医疗机构）

 采购产品：吻合器、补片、胶片

 约定采购量：按上报采购需求量比例，吻合器70%、补片类70%、胶片类60%

 投标企业：申报企业应是专家根据四省市采购情况综合评定的生产企业

 采购周期：1年, 采购周期内若提前完成当年约定采购量，超过部分中选企业仍按中选价进行供应，直至采购周期届满

 结算回款：未公布

 剩余用量：优先使用带量采购中选产品，并确保完成约定采购量，剩余用量可按当地医用耗材集中采购管理有关规定，适量采

购同品种其他价格适宜产品

 影响结果：三类医用耗材共34个产品分组全部竞价议价成功：

 吻合器18个分组，31个产品确定为拟中选产品，平均降幅达73.13%，最高降幅为97.76%；

 补片11个分组，21个产品确定为拟中选产品，平均降幅达79.64%，最高降幅为96.11%；

 胶片5个分组，13个产品确定为拟中选产品，平均降幅达48.97%，最高降幅为61.48%。

2020年7月31日，重庆市、贵州省、云南省、河南省联合发布《医用耗材联合带量采购文件》，四地组成联合采购工作办公室实

施联合带量采购，日常工作和具体实施由重庆市医疗保障局承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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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09 渝黔滇豫：采取竞价及议价方式，最低价产品获采购量最多，分配保障原有企业市场份额

数据来源：重庆市医保局，国泰君安证券研究

 拟中选企业以竞价及议价方式确定
 申报企业＞2家，按企业申报价从低到高依次确定拟中选企业，中选企业数设上限。申报价格相同时，按产品历史采购

数量排序确定。
 申报企业为1家，进行议价谈判，以同类所有分组竞价结果的平均降幅作为议价降幅标准，不低于平均降幅的确定为拟

中选产品，低于平均降幅的产品淘汰。

 吻合器、补片：
 采购量分配原则：

 价格最低产品占主要采购量，其他产品采购量按照价格从低到高逐渐减少
 实际中选企业为1 家，产品采购量不低于100%；
 实际中选企业为2家，最低价格产品采购量占基数的60%，次低价格产品40%；
 实际中选企业为3家，最低价格产品采购量占基数的50%，次低价格产品30%，其余产品20%

 中选企业数量：1-2家申报，1家中选；3-4家申报，2家中选；≥5家申报，3家中选

 医用胶片：
 采购量分配原则：联合采购地区根据约定采购量，在保证中选企业原有市场份额比例的前提下，其余采购量由各省市按

中选企业价格由低到高原则依次分配
 中选企业数量：

 激光胶片：申报1-2家，选1家；3-4家，选2家；5-7家，选3家；8-9家，选4家；≥10家，选5家
 热敏胶片：申报1-7家，选2家；≥8家，选2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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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9 渝黔滇豫：采购按产品性能分组，胶片共5组，肛肠吻合器分4组，提前明确约定采购量

数据来源：重庆市医保局，国泰君安证券研究

 胶片采购产品及约定采购量

 激光胶片打印系统：用于作为诊断依据的医学影像（CT、MRI、CR、DR 等）的记录（由聚酯PET 片基包被银盐和保护层组成），不含喷

墨打印

 热敏胶片打印系统：用于作为诊断依据的医学影像（CT、MRI、CR、DR 等）的记录（由聚酯PET 片基、热敏层、保护层组成）

产品分组分类及计划采购数量
分类 分组序号 约定采购量计算基数（张）

激光胶片打印系统 4-1 23090061

热敏胶片打印系统

5-1 4829593

5-2 5627740

5-3 1885470

5-4 3698440

 采购产品及约定采购量：分组2肛肠吻合器

一次性使用肛肠吻合器及附件目录设置

适用部位：肛肠（主要用于齿状线上黏膜选择性切除用，痔套扎器除外）

分组序号 钉材质 成钉高度 约定采购量计算基数（套）

2-1 钛合金 高度可调节 6144

2-2 钛合金 高度固定 2025

2-3 纯钛 高度可调节 8091

2-4 纯钛 高度固定 3749

0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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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09 渝黔滇豫：管型吻合器分19组，提前明确各采购产品的约定采购量

数据来源：重庆市医保局，国泰君安证券研究

 采购产品及约定采购量：分组1管型吻合器

一次性使用管型吻合器及附件目录设置

适用部位：消化道(主要用于食管、胃、肠等消化道重建手术中端端、端侧和侧侧吻合）

分组序号 钉材质 成钉高度 器身长度 握柄 弹跳帽设计 是否支持MRI检查 约定采购量计算基数（套）

1-1 钛合金 高度可调节 ≥25 单握柄 是 是 3491

1-2 钛合金 高度可调节 ≥25 单握柄 是 否 331

1-3 钛合金 高度可调节 ≥25 单握柄 否 是 4577

1-4 钛合金 高度可调节 ≥25 单握柄 否 是 5334

1-5 钛合金 高度固定 ≥25 单握柄 是 是 433

1-6 钛合金 高度固定 ≥25 单握柄 否 是 1012

1-7 钛合金 高度固定 ≥25 单握柄 否 否 271

1-8 纯钛 高度可调节 ≥25 单握柄 是 是 1285

1-9 纯钛 高度可调节 ≥25 单握柄 否 是 10813

1-10 纯钛 高度可调节 ≥25 单握柄 否 否 463

1-11 纯钛 高度可调节 ≥25 单握柄 是 否 236

1-12 纯钛 高度可调节 ≥25 单握柄 否 是 684

1-13 纯钛 高度固定 ≥25 单握柄 是 是 898

1-14 纯钛 高度固定 ≥25 单握柄 否 是 1503

1-15 纯钛 高度固定 ≥25 单握柄 否 否 587

1-16 纯钛 高度固定 ≥25 双握柄 是 是 2236

1-17 纯钛 高度固定 ≥25 双握柄 否 是 258

1-18 纯钛 高度固定 ≥25 单握柄 是 是 1572

1-19 纯钛 高度固定 ≥25 单握柄 否 是 10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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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09 渝黔滇豫：带量采购吻合器中选均为国产产品

数据来源：重庆市医保局，国泰君安证券研究

分组号 产品名称 注册证号 规格 型号 生产企业 申报企业

1-1 一次性使用管型吻合器 渝械注准20192020069 MEEA2848 MEEA2848
重庆迈科唯医疗科技有限公

司
重庆迈科唯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1-2 一次性管形吻合器 苏械注准20162080587 WHY-26 WHY-26 无锡博康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无锡博康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1-3 一次性管形吻合器 苏械注准20152081414 YH-W-26 YH-W-26
常州市智业医疗仪器研究所

有限公司
常州市智业医疗仪器研究所有

限公司

1-4 一次性使用管型吻合器 浙械注准20152020237 TDCS25 TDCS25
宁波维尔凯迪医疗器械有限

公司
宁波维尔凯迪医疗器械有限公

司

1-5 一次性使用管形吻（缝）合器 苏械注准20172080799 YWW-32 YWW-32
常州海尔斯医疗器械科技有

限公司
常州海尔斯医疗器械科技有限

公司

1-6 一次性使用管型吻合器 苏械注准20172080016 HAS(W)-21 HAS(W)-21
常州海尔斯医疗器械科技有

限公司
常州海尔斯医疗器械科技有限

公司

1-7 一次性管形吻合器 苏械注准20172080701 DH26 DH26
江苏博朗森思医疗器械有限

公司
江苏博朗森思医疗器械有限公

司

1-8 一次性使用管型吻合器 苏械注准20152081183 MYW-29 MYW-29
江苏明朗医疗器械科技有限

公司
江苏明朗医疗器械科技有限公

司

1-9 一次性使用管型消化道吻合器 苏械注准20162081131 QYW-31.5 QYW-31.5 江苏钱璟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江苏钱璟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1-10 一次性使用管型吻合器 苏械注准20162080477 YW-W-26 YW-W-26
常州瑞索斯医疗设备有限公

司
常州瑞索斯医疗设备有限公司

1-11 一次性使用管型吻合器 苏械注准20182080621 RYG（B）-26(L) RYG（B）-26(L)
江苏瑞安贝医疗器械有限公

司
江苏瑞安贝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1-12 一次性使用管型消化道吻合器 苏械注准20172080987 WG-18.5-C WG-18.5-C 常州华森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常州华森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1-13 一次性使用管型消化道吻合器 苏械注准20162080548 JYGW(B)-32 JYGW(B)-32
常州健瑞宝医疗器械有限公

司
常州健瑞宝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1-14 一次性使用管型吻合器及组件 京械注准20172080619 FCSMED26 FCSMED26
北京派尔特医疗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
北京派尔特医疗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注：管型吻合器，每一分组按价格由低到高进行企业排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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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09

数据来源：重庆市医保局，国泰君安证券研究

分组号 产品名称 注册证号 规格 型号 生产企业 申报企业

1-15 一次性使用管形吻合器
苏械注准

20172082464
WHY -17-C WHY -17-C

常州华森医疗器械有限公
司

常州华森医疗器械有限公
司

1-16 一次性使用管型吻合器
苏械注准

20182080131
SCS2948 SCS2948

逸思（苏州）医疗科技有
限公司

逸思（苏州）医疗科技有
限公司

1-17 一次性使用管型消化道吻合器
苏械注准

20162081194
WGWC-26 WGWC-26

常州市新能源吻合器总厂
有限公司

常州市新能源吻合器总厂
有限公司

1-18 一次性使用管型吻合器
京械注准

20152020702
FCSSWBF26 FCSSWBF26

北京派尔特医疗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

北京派尔特医疗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

1-19 一次性使用管型消化道吻合器
浙械注准

20152020240
GYCS-B25(H) GYCS-B25(H)

浙江格宜医疗器械有限公
司

浙江格宜医疗器械有限公
司

1-20 一次性管型吻合器
苏械注准

20172082532
SKWY-26 SKWY-26

无锡市神康医疗器械设备
有限公司

无锡市神康医疗器械设备
有限公司

1-21 一次性使用端端吻合器
津械注准

20192020006
RCS31C RCS31C

天津瑞奇外科器械股份有
限公司

天津瑞奇外科器械股份有
限公司

1-22 一次性使用端端吻合器
津械注准

20192020006
RCS28D RCS28D

天津瑞奇外科器械股份有
限公司

天津瑞奇外科器械股份有
限公司

1-23 一次性使用管型消化道吻合器
苏械注准

20152020078
TGXW（B）-26（L）

TGXW（A/B/C）-

26(L)

江苏通达医疗器械有限公
司

江苏通达医疗器械有限公
司

注：吻合器，每一分组按价格由低到高进行企业排序

渝黔滇豫：带量采购吻合器中选均为国产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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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09

数据来源：重庆市医保局，国泰君安证券研究

分组号 产品名称 注册证号 规格 型号 生产企业 申报企业

2-1 一次性肛肠吻合器
苏械注准

20172092048
YGH-34 YGH-34

常州市智业医疗仪器研究
所有限公司

常州市智业医疗仪器研究
所有限公司

2-2 一次性使用肛肠吻合器
苏械注准

20172092509
WZHS-A-34 WZHS-A-34

微至（苏州）医疗科技有
限公司

微至（苏州）医疗科技有
限公司

2-3 一次性使用肛肠吻合器及附件
苏械注准

20152091212
MYG-34 MYG-34

江苏明朗医疗器械科技有
限公司

江苏明朗医疗器械科技有
限公司

2-3 一次性肛肠吻合器
苏械注准

20142020416
XXG-34 XXG-34

常州瑞索斯医疗设备有限
公司

常州瑞索斯医疗设备有限
公司

2-3 一次性使用肛肠吻合器
豫械注准

20162090022
TRZ-32 TRZ-32

河南省驼人医疗科技有限
公司

河南省驼人医疗科技有限
公司

2-4 一次性使用肛肠吻合器及组件
京械注准

20172090793
FCSSME34 FCSSME34

北京派尔特医疗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

北京派尔特医疗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

2-4 一次性使用管型痔吻合器
浙械注准

20152020239
GYHS-32 GYHS-32

浙江格宜医疗器械有限公
司

浙江格宜医疗器械有限公
司

2-4 一次性使用肛肠吻合器
鄂械注准

20152022111
32 RW-YGC-32

湖北瑞沃医药材料有限公
司

湖北瑞沃医药材料有限公
司

注：肛肠吻合器，每一分组按价格由低到高进行企业排序

渝黔滇豫：带量采购吻合器中选均为国产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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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09

数据来源：重庆市医保局，国泰君安证券研究

分组号 产品名称 注册证号 规格 型号 生产企业 申报企业

3-1 外科修补网 国械注进20153131131 Repol Angimesh A8-6x11
意大利血管逻辑公司Angiologica

B.M.SRL
北京派尔特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

3-1 疝气网塞 国械注准20173461028 70*150，单位：mm WGY-J 江苏知原药业有限公司 江苏知原药业有限公司

3-1 疝修补补片 国械注准20163461678 BLJ60130 60×130mm BLJ60130 江苏百纳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江苏百纳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3-2 补片 国械注进20153130054 6CM*11CM UMS3
强生国际欧洲物流中心Johnson& 

Johnson International, c/oEuropean

Logistics Centre
强生（上海）医疗器材有限公司

3-3 腹股沟疝生物补片 国械注准20183130498 SIS-HRP-8L-6×11 SIS-HRP-8L-6×11 北京博辉瑞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北京博辉瑞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3-3 生物疝修补片 国械注进20193131609 C-IHM-6X13-P C-IHM-6X13-P
Cook Biotech Incorporated 库克生物

技术公司
库克（中国）医疗贸易有限公司

3-4 外科修补网 国械注进20153131131 Repol Angimesh A8-8x15
意大利血管逻辑公司Angiologica

B.M.SRL
北京派尔特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

3-4 疝修补材料 国械注准20163460370 8×15cm 平片/WS-P 常州医疗器材总厂有限公司 常州医疗器材总厂有限公司

3-4 疝修补补片 国械注准20153131335 113（8×15cm） 113 日照天一生物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日照天一生物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3-5 疝修补片 国械注准20173460899 8*15cm PAFR 北京天助畅运医疗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天助畅运医疗技术股份有限

公司

3-5 补片 国械注进20153130054 UPA37615 UPA37615
强生国际欧洲物流中心Johnson& 

Johnson International, c/oEuropean

Logistics Centre
强生（上海）医疗器材有限公司

3-6 生物疝修补片 国械注进20193131609 C-IHM-8X15-P C-IHM-8X15-P
Cook Biotech Incorporated 库克生物

技术公司
库克（中国）医疗贸易有限公司

3-7 疝修补补片 国械注准20153131335 114（10×15cm） 114 日照天一生物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日照天一生物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3-7 无张力疝修补装置 国械注准20153461765 140*110mm 椭圆形0403
深圳市沃尔德外科医疗器械技术有限

公司
深圳市沃尔德外科医疗器械技术

有限公司

注：腹股沟疝气补片中选结果，每一分组按价格由低到高进行企业排序

渝黔滇豫：带量采购补片国产产品降价幅度较大
 

http://ipoipo.cn/


诚信 · 责任 · 亲和 · 专业 · 创新 163请参阅附注免责声明

0109

数据来源：重庆市医保局，国泰君安证券研究

分组号 产品名称 注册证号 规格 型号 生产企业 申报企业

3-7 疝修补补片
国械注准

20163461678

BLJ110150 

110×150mm
BLJ110150 江苏百纳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江苏百纳医疗科技有限公
司

3-8 疝修补片
国械注准

20173460899
10*15cm PAFR

北京天助畅运医疗技术股份
有限公司

北京天助畅运医疗技术股
份有限公司

3-9 外科修补网
国械注进

20153130039
R2-15X30 R2-15X30

意大利血管逻辑公司
Angiologica B.M.SRL

北京派尔特医疗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

3-9 疝修补材料
国械注准

20163460370
15×15cm 平片/WS-P 常州医疗器材总厂有限公司

常州医疗器材总厂有限公
司

3-9 补片
国械注进

20153130692
15cm*15cm PMM3

爱惜康有限责任公司
Ethicon,LLC.

强生（上海）医疗器材有
限公司

3-10 补片
国械注进

20153130054
15CM*15CM UMM3

强生国际欧洲物流中心
Johnson& Johnson 

International, c/oEuropean

Logistics Centre

强生（上海）医疗器材有
限公司

3-11
腹股沟疝生物补

片
国械注准

20183130498
SIS-HRP-8L-13×15

SIS-HRP-8L-

13×15

北京博辉瑞进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北京博辉瑞进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

注：腹股沟疝气补片中选结果，每一分组按价格由低到高进行企业排序

渝黔滇豫：带量采购补片国产产品降价幅度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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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省市医用耗材联合带量采购中选结果（激光胶片打印系统）

分组序号 产品名称 注册证号/备案号 规格 型号 生产企业 申报企业

4-1 医用X射线胶片 沪松械备20140029号
JPM-B-175，14*17（

356mm*432mm）

JPM-B-175，
14*17（

356mm*432mm）

上海艾乐影像材料
有限公司

上海艾乐影像材
料有限公司

4-1 医用激光胶片 闽厦械备20150030号 FSL-M-06(14 x17) FSL-M-06
厦门富士乐医疗科

技有限公司
厦门富士乐医疗
科技有限公司

4-1
医用干式激光胶片 浙杭械备20180388号 14*17IN蓝色胶片 14*17IN蓝色胶片

杭州梅清数码科技
有限公司

杭州梅清数码科
技有限公司

4-1 医用激光胶片 粤深械备20170224号 HD-J-009(14in*17in)
HD-J-

009(14in*17in)
深圳泓数科技有限

公司
深圳泓数科技有

限公司

4-1 医用激光胶片 京海械备20190036号 CLD-T 35x43 cm CLD-T 35x43cm
北京世纪宇能科技

有限公司
北京世纪宇能科

技有限公司

注：每一分组按价格由低到高进行企业排序

0109 渝黔滇豫医用耗材联合带量采购胶片中选结果

数据来源：重庆市医保局，国泰君安证券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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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省市医用耗材联合带量采购中选结果（热敏胶片打印系统）

分组序号 产品名称 注册证号/备案号 规格 型号 生产企业 申报企业

5-1 热敏胶片 滇昆械备20200001号 YSY-RM-A(14in*17in)
YSY-RM-

A(14in*17in)
云南溢森缘生物发
展股份有限公司

云南溢森缘生物
发展股份有限公

司

5-1 医用干式胶片 粤深械备20170226号 HD-G-009(14in*17in)
HD-G-

009(14in*17in)
深圳泓数科技有限

公司
深圳泓数科技有

限公司

5-2 热敏胶片 豫宛械备20150030号 RTF-14×17英寸 RTF-14×17英寸
南阳柯丽尔科技有

限公司
南阳柯丽尔科技

有限公司

5-2 医用热敏胶片 渝械备20180044号
XFC-R-

14*17in(35*43cm)

XFC-R-
14*17in(35*43cm

)

重庆新方程医疗器
械有限公司

重庆新方程医疗
器械有限公司

5-3 医用干式胶片 粤深械备20170226号
HD-G-

010(M14in×17in)
HD-G-

010(M14in×17in)
深圳泓数科技有限

公司
深圳泓数科技有

限公司

5-3 热敏胶片 滇昆械备20200001号
YSY-RM-B（
14in*17in）

YSY-RM-B（
14in*17in）

云南溢森缘生物发
展股份有限公司

云南溢森缘生物
发展股份有限公

司

5-4 热敏胶片 豫宛械备20170028号 RTFA-14×17英寸 RTFA-14×17英寸
南阳柯丽尔科技有

限公司
南阳柯丽尔科技

有限公司

5-4 医用热敏胶片 渝械备20180044号 XFC-R-356*432mm
XFC-R-

356*432mm
重庆新方程医疗器

械有限公司
重庆新方程医疗
器械有限公司

注：每一分组按价格由低到高进行企业排序

数据来源：重庆市医保局，国泰君安证券研究

0109 渝黔滇豫医用耗材联合带量采购胶片中选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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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10 浙江省：纳入冠脉介入球囊及髋关节，对剩余用量进行了价格及交易量限制

数据来源：浙江省医保局，国泰君安证券研究

2020年5月22日，浙江省医保局起草制订了《浙江省公立医疗机构部分医用耗材带量采购工作方案（征求意见稿）》，

现公开向社会征求意见。

2020年8月3日，浙江省医保局印发浙江省公立医疗机构部分医用耗材带量采购工作方案的通知

 采购产品：冠脉介入球囊、骨科髋关节2类医用耗材

 医疗机构：全省所有公立医疗机构、军队医疗机构。鼓励其他医疗机构自愿参加

 投标企业：国内生产企业（或同集团公司的经营企业）、代理权覆盖采购周期的进口及港澳台产品大陆地区唯一总

代理企业均可参加投标。投标期间如遇代理权纠纷，拒绝投标

 采购周期：2年

 结算回款：回款时间原则上为到货并验收合格之日起90天内

 剩余用量：约定采购量以外的剩余用量，医疗机构可采购中标产品；也可采购省药械采购平台中未中标产品（无论

是否报名参与本次带量采购），其交易数量不得超过该医疗机构同二级目录全年交易数量的20%（某一分组仅有必

选产品时作相应调整），交易最高限价经专家论证后确定，在中标结果执行前公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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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定采购量：按省内公立医疗机构2019年交易数量的80%确定。

年采购量分配：按照量价挂钩原则，根据中标产品价格从低到高按比例分配每个分组约定采购量，中标产品为4个的，50%分配给
必选产品，其余按25%、15%、10%分配；中标产品为3个的，50%分配给必选产品，其余按30%、20%分配；中标产品为2个的，
70%分配给必选产品，其余30%分配给另一个中标产品；仅有必选产品的，80%分配给必选产品，其余20%纳入剩余用量。

必选产品约定采购量按比例分配给所有医疗机构；其他中标产品约定采购量由医疗机构和投标企业通过省医用耗材集中采购系统进
行双向选择，相互匹配成功后，确定1个中标产品。

采购周期：2年

投标产品数量 规则

≤4个 所有产品进入商务标评审

5-8个 得分最低产品淘汰，剩余产品进入商务标评审

＞8个 得分前8名的产品进入商务标评审，剩余产品淘汰

表：商务标入选规则

浙江省：采购周期2年，明确各中标产品采购量，最低价产品至少占5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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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10 浙江省：采取代表品，以专家打分及商务评审结合方法

 具体流程：

1) 代表品：当一个投标企业在同一个二级目录分组中有超过1个产品（含组套，下同）报名时，由该企业自主选取并经专

家论证后确定其中1个产品作为代表品参加评审，原则上代表品是该企业此二级目录分组所有产品中技术先进性、质量

可靠性最优的产品，该企业此二级目录分组中所有其他产品的报价不得超过代表品的报价

2) 全国历史最低采购价格：全国历史最低采购价格是指我省医疗机构采购价、其他省（区、市）以省为单位集中采购的中

标价（挂网价、带量采购价）中的最低值，由投标企业自行在网上填报。投标企业应如实填报，如发现有不实全国历史

最低采购价格的，拒绝该产品投标；同一个二级目录分组中有3个及以上产品有不实全国历史最低采购价格的，拒绝该

二级目录分组中该企业所有产品投标

3) 参考价：二级目录分组参考价根据该类产品全国历史最低采购价格经专家论证后确定，在商务标评审前告知投标企业

4) 中标名额数：二级目录分组中标名额（以代表品计）根据我省临床使用需求经专家论证后确定，在商务标评审前告知投

标企业。

 评审：

 投标产品按照二级目录分组进行技术标评审，按得分从高到低排序，不超过4个的，所有产品进入商务标评审；5-8个的，得分

最低的产品淘汰，剩余产品进入商务标评审；超过8个的，得分前8名的产品进入商务标评审，剩余产品淘汰本次集中带量采购

评审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按照二级目录分组进行专家评审，第二阶段进行商务标评审

数据来源：浙江省医保局，国泰君安证券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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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10 浙江省：技术标评审指标包括耗材包装质量与方便性等

 技术标评审分值表

数据来源：浙江省医保局，国泰君安证券研究

评价指标 描述 得分

产品质量可靠性
6分

根据临床实际使用情况，认为产品质量可靠 6

根据临床实际使用情况，认为产品质量一般 3

根据临床实际使用情况，认为产品质量差 0

临床使用评价
14分

满足临床各种病变需求 14

明显优于其他同类产品 10

优于其他同类产品 8

与其他同类产品相当 6

明显低于其他同类产品 0

安全性评价
9分

临床安全性优 9

临床安全性良 6

临床安全性中 3

有严重不良事件报告 0

评价指标 描述 得分

耗材包装质量与
方便性评价

4分

包装质量与方便性优 4

包装质量与方便性一般 2

包装质量与方便性差 1

品牌认同度
6分

品牌认同度优 6

品牌认同度良 4

品牌认同度一般 2

服务信誉评价
6分

服务信誉优 6

服务信誉良 3

服务信誉一般 1

服务信誉差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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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10 浙江省：分进口/国产组，进口采购比例较高，髋关节分组考虑产品高端程度及丰富度

浙江省公立医疗机构部分医用耗材带量采购目录

二级目录 目录要求
约定采购量分配

比例（按80%计）

顺应性快速交换扩张
球囊（预扩球囊）

分组1 在浙江省药械采购平台有交易记录的进口产品 61

分组2 在浙江省药械采购平台有交易记录的国产产品和在浙江省药械采购平台无交易记录的产品 19

非顺应性快速交换耐
高压扩张球囊
（后扩球囊）

分组1 在浙江省药械采购平台有交易记录的进口产品。 72

分组2 在浙江省药械采购平台有交易记录的国产产品和在浙江省药械采购平台无交易记录的产品。 8

药物球囊
分组1 在浙江省药械采购平台有交易记录的产品。 55

分组2 在浙江省药械采购平台无交易记录的产品。 25

髋关节
（全髋初次置换）

分组1

需同时满足四个要求。一、按组套报名，报名组套必须包含头、柄、杯、衬四个主要部件，其中三个主要部件在
浙江省药械采购平台有交易记录的进口产品。二、报名组套按以下标准评分：头：粉陶3分，黄陶2分，金属1分；
柄：涂层为TM或双涂层3分，烧结涂层或羟基磷灰石涂层或钛丝涂层等简单涂层的2分，粗糙面或水泥型1分；杯：
涂层为TM或双涂层3分，烧结涂层或羟基磷灰石涂层或钛丝涂层等简单涂层的2分，粗糙面或水泥型1分；衬：粉
陶3分，高交联聚乙烯2分，其余1分。评分达到9分及以上的。三、为保证临床使用的多样性，投标企业必须投报
至少三套不同的组套，其中一套陶对陶、一套陶对聚。四、组套需包含髋臼螺丝、骨水泥等配件以保证临床使用，
不单独报价。

55

分组2

需同时满足四个要求。一、按组套报名，报名组套必须包含头、柄、杯、衬四个主要部件，其中一个主要部件在
浙江省药械采购平台有交易记录的产品和宁波地区线上交易的产品。二、报名组套按以下标准评分：头：粉陶3

分，黄陶2分，金属1分；柄：涂层为TM或双涂层3分，烧结涂层或羟基磷灰石涂层或钛丝涂层等简单涂层的2分，
粗糙面或水泥型1分；杯：涂层为TM或双涂层3分，烧结涂层或羟基磷灰石涂层或钛丝涂层等简单涂层的2分，粗
糙面或水泥型1分；衬：粉陶3分，高交联聚乙烯2分，其余1分。评分达到9分及以上的。三、为保证临床使用的
多样性，投标企业必须投报至少三套不同的组套，其中一套陶对陶、一套陶对聚。四、组套需包含髋臼螺丝、骨
水泥等配件以保证临床使用，不单独报价。

20

分组3 无法达到上述两个分组要求的其他髋关节产品。 5 

数据来源：浙江省医保局，国泰君安证券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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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件 类型 评分

头

粉陶 3分

黄陶 2分

金属 1分

柄

TM涂层或双涂层 3分

简单涂层：烧结涂层/羟基磷灰石涂层/钛丝涂层等 2分

粗糙面/水泥型 1分

杯

TM涂层或双涂层 3分

简单涂层：烧结涂层/羟基磷灰石涂层/钛丝涂层等 2分

粗糙面/水泥型 1分

衬

粉陶 3分

高交联聚乙烯 2分

其余 1分

数据来源：浙江省医疗保障局，国泰君安证券研究

0110 浙江省：髋关节竞价分组时考虑产品高端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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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10 浙江省：公立医疗机构部分医用耗材带量采购中选结果

数据来源：浙江省医保局，国泰君安证券研究

采购品类及分组 中标品牌 是否必选

髋关节(全髋初次
置换)(分组1)

捷迈（上海）医疗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凌曦（上海）科技有限公司 是

强生（上海）医疗器材有限公司

史赛克（北京）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髋关节(全髋初次
置换)(分组2)

北京爱康宜诚医疗器材有限公司 是

北京市春立正达医疗器械股份有限公司

贝朗医疗（上海）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山东威高海星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髋关节(全髋初次
置换)(分组3)

大博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嘉思特华剑医疗器材（天津）有限公司 是

天津正天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采购品类及分组 中标品牌 是否必选

非顺应性快速交换耐高压
扩张球囊后扩球囊（分组1）

美敦力

泰尔茂 是

非顺应性快速交换耐高压
扩张球囊后扩球囊（分组2）

迪玛克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湖南埃普特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微创医疗

深圳市业聚实业有限公司 是

顺应性快速交换扩张球囊
（分组1）

波科国际

美敦力 是

泰尔茂

雅培

顺应性快速交换扩张球囊
（分组2）

迪玛克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湖南埃普特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是

辽宁垠艺

微创医疗

采购品类及分组 中标品牌 是否必选

药物球囊（分组1） 贝朗 是

药物球囊（分组2）

凯德诺医疗器械（武汉）有限公司

乐普

辽宁垠艺

上海申淇医疗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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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意见内容 序号 意见内容

1 建议国产和进口分别设组。 14 建议二级目录区分质量层次，并细分相应采购量。

2 建议髋关节产品分组时，考虑其组套的多样性。 15 申请将产品在宁波公立医疗机构使用情况纳入省内销售量统计。

3 髋关节翻修产品不建议进入本次带量采购。 16
国产和进口品牌是否分开？建议明确。
说明：采购方案已体现

4 建议参考2019年国产与进口产品在浙江省市场占比情况。 17 建议鼓励采用新技术的产品参与竞争。

5 建议将中标名额数在正式方案中明确告知投标企业。 18 建议明确代表品的确定标准。

6 建议放开投标企业申报资格 19 建议按数量分配未中标产品剩余用量。

7
建议在专家评审阶段增加“规格型号满足临床各种病变需求”的
评价指标。

20
建议明确“中标产品最高价的150%”是一级目录还是二级目录中
的中标产品。

8 进口新产品没有浙江省内销售记录，希望能够参与本次带量采购。 21 建议明确申报产品资格，未在浙江省销售过的产品能否参加？

9 建议采购目录扩大至浙江省未中标产品。 22
建议参照专家评审二级目录的分组方式，对参考价和商务标评审
进行分组。

10 希望将宁波使用量统计进浙江省交易量。 23 建议明确采购产品的2019年全年交易数量。

11 希望给新产品参与带量采购的机会。 24 建议在发布正式方案时确定中标名额数。

12
投标企业资格？何时申报产品？资质是否现场提交？建议明确。
说明：采购方案和采购文件内体现

25 建议适当降低淘汰率，多品牌中选。

13
建议按（国办发〔2019〕37号）优先选择带量采购试点产品类
别。

26
建议按质量层次区分进口与国产产品，冠脉球囊还应按性能区分
非顺应性和顺应性。

浙江省医用耗材带量采购群众意见收集情况说明——采纳意见0110

数据来源：浙江省医保局，国泰君安证券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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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意见内容 说明

1 建议省内有交易记录的产品参与资格等同于省平台有交易记录的产品。 采购方案已体现

2 建议取消“剩余用量交易价格不得高于中标产品最高价150%”的限制。 采购方案已体现

3 建议制定全流程配套保障措施，解决医院拖延回款问题、严禁医院二次议价和返点返利、赞助。采购方案已体现

4 建议对带量采购每个流程和环节均进行公开公示和征求意见。 按规定进行公示

5 建议根据专家评分高低进行二级目录分组，分别设置不同的淘汰率和采购量。 采购目录由专家论证确定

6 建议在集采已中标的企业基础上招标，个别需增补的目录可开放集采表外企业参与投标。 采购方案已体现

7 建议同一品牌的同类产品或改进后的换代产品均可参与投标。 采购方案已体现

8 中选产品的采购量分配如何保障？后期如何监管？建议明确。 采购方案已体现

9 建议进口与国产产品分别制定参考价，同时仅考虑全国历史省级平台最低中标/挂网价格。 采购方案已体现

10 建议明确结算时间周期，且时间不得超过60天。 采购方案已体现

浙江省医用耗材带量采购群众意见收集情况说明——部分采纳意见0110

数据来源：浙江省医保局，国泰君安证券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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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意见内容 说明

1 建议明确拟参加带量谈判的企业须在省标中标目录内。 违反公平竞争原则

2 建议保证中选企业的采购量不低于上一年的量。 本次采购坚持量价挂钩原则，无法保证中选企业的量不低于上一年度。

3 建议考虑新品对于中标产品的替代方案。 将研究制定其他文件来解决新品替换。

4
建议在商务标评审时添加历史用量、供货能力、临床使用习惯三
个维度，并将专家评分、产品绝对价格一起进行综合评选。

按照量价挂钩原则，商务标评审进行报价，根据报价情况确定中标产品
及约定采购量。

5 建议只公示中选品牌（或产品）信息，不公示价格。 违反公开原则

6 申请与省医保局进行面对面沟通。 受疫情影响不便面对面沟通，以书面形式反馈为主。

7 建议把人工关节——仿生双动全髋关节单独设置采购目录。
采购目录由专家论证确定，同时对部分产品设置单独采购目录有违带量
采购竞争降价的原则。

8 建议对国产品牌做适当倾斜。 违反公平竞争原则

9 建议对创新型国产骨科耗材企业给予相应的政策扶持。 违反公平竞争原则

10 建议适当降低首选产品的年采购量分配比例，降为40%。 降低首选产品年采购量有违带量采购鼓励降价原则。

浙江省医用耗材带量采购群众意见收集情况说明——未采纳意见0110

数据来源：浙江省医保局，国泰君安证券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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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意见内容 说明

11 建议投标产品提供十个省市的挂网截图，确保产品使用基础。 有违公平竞争原则

12
建议预扩球囊二级目录分为：“CTO快速交换球囊”、“其他快速交换球囊”、
“OTW预扩球囊”；后扩球囊二级目录分为：“快速交换后扩球囊”、“OTW后扩
球囊”。

采购目录由专家论证确定

13
建议分为进口预扩/进口后扩、国产预扩（只有CFDA）/国产后扩（只有CFDA）、
国产预扩（在发达国家批准上市）、国产后扩（在发达国家批准上市），同时在各
预扩球囊组至少有一个具有1.0mm超小直径的球囊品牌入选。

采购目录由专家论证确定

14 合格配送企业的标准、配送企业名单，望给予具体指导意见。
此建议与本采购方案无关，浙江省药械采购平台报名
成功且经营范围符合相关产品要求的配送企业都可参
加。

15
建议在专家评审之前，增加商务预评审阶段，以产品价格和专家建议价确定入围企
业。

此建议与填报全国历史最低采购价格及专家论证确定
参考价两个环节重复，不再单独设立预评审。

16 建议专家评审分值表增加产品质量层次评价指标。 质量层次已在采购目录中区分

17 建议补充明确专家组成员来源及专家选取方式。
根据招标采购廉政监督工作规定，专家组成员和来源
方式不能对外公布。

18 建议第一轮采购结果执行后，观察一个采购周期，完善方案，稳妥推进第二轮。 与本采购方案无关

19 建议在采购量的确定上，与生产企业进行沟通。 采购量以上一年度交易量确定

20 建议提前做科学的产能调查。
方案中已明确要求投标企业承诺保证供应，并配套相
应的措施。提前做产能调查超出我局职能范围。

3 浙江省医用耗材带量采购群众意见收集情况说明——未采纳意见0110

数据来源：浙江省医保局，国泰君安证券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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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意见内容 说明

21 建议对二级目录设置进行公开征求意见。 采购目录由专家论证确定

22 建议增加国产产品采购比例。 违反公平原则

23 建议肯定新产品的使用效果。 无量化指标

24
专家评审非常好，商务标评审不可取，医疗器械性能差别大，单以价格低评判，易选到性能较
差产品。

违反带量采购鼓励降价原则

25 建议将已在全国超过10个省份的三甲医院中有实际销售和使用的产品纳入投标范围。 违反公平竞争原则

26 建议对已获得国际认证，并已在发达国家实现规模销售的产品，给予适当加分。 此类指标较难认定

27 建议将企业的生产能力和质量保证能力作为考量指标。 无法量化评价

28 建议适当增加国产产品市场比例。 违反公平竞争原则

29
建议增加 “自主创新知识产权评价” 评价指标，分为“产品具有中国发明专利，同时具有美国、
欧洲、日本等国家PCT发明专利”、“产品具有中国发明专利”、“产品无发明专利”三挡。

此类指标较难认定

30 建议在专家评审环节增加客观分评审，综合评价产品。 难以量化评价

浙江省医用耗材带量采购群众意见收集情况说明——未采纳意见0110

数据来源：浙江省医保局，国泰君安证券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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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意见内容 说明

31 建议带量采购总量不超过历史市场总量的70%。
合理增加采购量有利于保证带量采购降价
效果，。

32
建议分组一：1.获得CE、FDA认证；2.获得其他国家上市认证；3.其他情况。建议分组二：可降
解涂层（无涂层）、永久图层、全降解涂层。

采购目录由专家论证确定

33 建议对于2015年中标品牌开放标外产品报名及新品替换，参与80%带量采购竞标。 将研究制定其他文件来解决新品替换。

34
1.药物支架建议按照国产/进口分组评审，或者按照价格区间分组评审；2.球囊建议按照国产/进
口，预扩/后扩分组评审。

采购目录由专家论证确定

35 建议采购周期设置为1年。
适当延长采购周期有利于保证带量采购降
价效果，

36 专机专用体外诊断试剂产品短期内不建议纳入带量采购。 与本采购方案无关

37 建议专家评审中增加“产品质量认证标准”一项。 此类指标较难认定

38 建议公布拟中选结果和正式公布中选结果时，仅包含产品基本信息，不包含中选产品价格。 违反公开原则

浙江省医用耗材带量采购群众意见收集情况说明——未采纳意见0110

数据来源：浙江省医保局，国泰君安证券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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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11 黔渝琼三省市：冠脉球囊平均降幅超过85%

 采购主体：贵州省、重庆市和海南省内具备开展相关临床治疗

资质的公立医疗机构和部队医院，鼓励其他医疗机构积极参与

 采购周期：1年，完成采购量后，中选产品仍按中标价供货

 采购品类：冠脉扩张球囊（仅限预扩球囊和后扩球囊）

 约定采购量：上报采购需求量的70%累加得出，详见右表

2020年8月4日，贵州省、重庆市、海南省医疗保障局决定开展跨区域联盟集中带量采购工作，发布关于组织开展冠脉扩张球囊集

中带量采购的公告

序号 地区 品种 数量

1 贵州省

预扩 13166

后扩 10774

2 重庆市

预扩 16496

后扩 4703

3 海南省

预扩 3179

后扩 2553

合计

预扩 32842

后扩 18030

 企业要求：国内医用耗材生产企业和进口医用耗材国内总代理商，

2018年来无严重违规记录

 申报价格：报价不得高于“全国最低省级挂网价”或“已开展带

量采购省（联盟）中选价格”之中的低价

 汇款周期：30天

 结果及影响：总体降幅达85.32%，预计为三省市节约医保资金

1.90亿元

数据来源：贵州省公共资源交易平台，国泰君安证券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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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11 黔渝琼三省市：分为预扩和后扩组，入围及中选比例较高

 采购规则

 （一）产品申报： 同一企业申报了多个注册证产品的由专家组在每个分组中选出一个产品作为该企业的代表品进行竞价

议价。

 （二）分组：分为预扩组和后扩组分别采购。

 （三）入围企业确定准则：

数据来源：贵州省公共资源交易平台，国泰君安证券研究

组别 同组符合投标的企业 拟入围企业数 最多拟中选企业数

预扩组

≥8 8 6

6—7 6 4

4—5 4 3

≤3 议价

后扩组

≥8 8 6

6—7 6 4

4—5 4 3

≤3 议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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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11 黔渝琼三省市：4家以上采取专家投票及竞价方式，优先采购低价产品

 评审规则及其他产品价格调整：

1) 通过的企业＞4家，由三省市抽选临床专家和采购专家在报名合格的生产企业里通过对企业的产品产品质量、规模、产

品配送能力、产品稳定性、售后服务、操作培训、不良反应发生率、卫生经济学评价等进行投票，每组得票数从高到底

进行排序，选出入围企业。再采取竞价方式，按入围企业申报价从低到高，依次确定企业顺序。

2) 经资质证明材料审核通过的投标企业小于或等于3家的，采取议价谈判的方式确定拟中选企业及产品。

3) 同企业相同功能属性的其他注册证产品按申报的全国最低挂网价同等降幅计算后确定价格。

 约定采购量分配：

1) 三省市各医疗机构根据约定采购量，在保证中选企业原有市场份额的前提下，剩余采购量由各医疗机构按价格由低到高

依次选择，中标价格高的产品采购量不得高于中标价低产品采购量。

2) 同一企业相同功能属性的多个注册证产品在三省市有销售的，如某一产品未报名本次集中采购活动的，原有市场份额将

纳入剩余采购量中。

3) 中选企业如有相同功能属性的多个注册证产品的，各医疗机构在保证同一中选企业原有市场份额时可自由选择该企业在

此次投标并审核通过的所有产品。

数据来源：贵州省公共资源交易平台，国泰君安证券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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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11 黔渝琼三省市：国产产品中标数量较多（预扩组）

数据来源：贵州省公共资源交易平台，国泰君安证券研究

冠脉扩张球囊联合带量采购中选企业（预扩组）

排名 产品名称 注册证号
规格
型号

生产企业 投标企业
计价
单位

备注

1 PTCA球囊导管
国械注准

20153031321
全规格
全型号

湖南埃普特医疗器械有限公
司

湖南埃普特医疗器械有限
公司

条 中选 国产

2 PTCA球囊扩张导管
国械注准

20153030384
全规格
全型号

上海微创医疗器械（集团）
有限公司

上海微创医疗器械（集团）
有限公司

条 中选 国产

3
球囊扩张导管 Powerline

PTCA Catheter
国械注进

20153031127
全规格
全型号

柏盛介入科技私人有限公司
Biosensors Interventional 

Technologies Pte Ltd

山东吉威医疗制品有限公
司(总代）

条 中选 国产

4
PTCA扩张导管(商品名：

Maverick2)
国械注进

20173776638
全规格
全型号

Boston Scientific Corporation
波科国际医疗贸易（上海）

有限公司
条 中选 进口

5
PTCA球囊扩张导管（商

品名：Hoper）
国械注准

20163772020
全规格
全型号

乐普（北京）医疗器械股份
有限公司

乐普（北京）医疗器械股
份有限公司

条 中选 国产

6
快速交换球囊扩张导管

（商品名：Sprinter 

Legend）

国械注进
20173775077

全规格
全型号

Medtronic Inc.
美敦力（上海）管理有限

公司
条 中选 进口

预扩组平均降幅达85.49%，最高降幅为89.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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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11 黔渝琼三省市：国产产品中标数量较多（后扩组）

数据来源：贵州省公共资源交易平台，国泰君安证券研究

冠脉扩张球囊联合带量采购中选企业（后扩组）

排名 产品名称 注册证号
规格
型号

生产企业 投标企业
计价
单位

备注

1 后扩张PTCA球囊导管
国械注准

20183770045
全规格
全型号

湖南埃普特医疗器械有限公
司

湖南埃普特医疗器械有限
公司

条 中选 国产

2
非顺应性PTCA球囊扩张

导管
国械注准

20193031503
全规格
全型号

赛诺医疗科学技术股份有限
公司

赛诺医疗科学技术股份有
限公司

条 中选 国产

3 PTCA球囊扩张导管
国械注准

20153031324
全规格
全型号

上海微创医疗器械（集团）
有限公司

上海微创医疗器械（集团）
有限公司

条 中选 国产

4
PTCA扩张导管 PTCA 

Dilatation Catheter
国械注进

20153033297
全规格
全型号

波士顿科学公司Boston 

Scientific Corporation
波科国际医疗贸易（上海）

有限公司
条 中选 进口

5
非顺应性PTCA球囊扩张

导管
国械注准

20153772227
全规格
全型号

乐普(北京)医疗器械股份有限
公司

乐普（北京）医疗器械股
份有限公司

条 中选 国产

6
冠状动脉球囊扩张导管
(商品名:NC TREK RX)

国械注进
20173771561

全规格
全型号

Abbott Vascular
雅培医疗器械贸易（上海）

有限公司
条 中选 进口

后扩组平均降幅达85.15%，最高降幅为90.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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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12 湖北省：首批省级医用耗材集中带量采购，冠脉球囊达迄今最高降幅96%

数据来源：湖北省医保局，国泰君安证券研究

2020年6月18日，湖北省药械集中采购部门联席会议办公室印发了《湖北省医疗机构医用耗材集中带量采购工作方案》，明确将分类分批选择

临床用量较大、采购金额较高、临床使用较成熟、多家企业生产的医用耗材实行带量采购，并探索建立量化“市场份额”的区域联盟采购结果

动态匹配机制

2020年8月4日，湖北省药械集中采购部门联席会议办公室发布冠脉扩张球囊、医用胶片、一次性精密输液器3类医用耗材集中带量采购文件

 采购主体：全省县级及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国有企业（含国有控股企业）举办的非盈利性医疗机构、驻鄂军队医疗机构，鼓励医保定点社会

办医疗机构自愿参省组织的带量采购

 约定采购量：固定值，首年约定采购量按全省各级医疗机构预采购量累加确定

 采购品类：冠脉扩张球囊、医用胶片、一次性精密输液器

 申报企业：经国家药品监督管理部门批准、在中国大陆地区销售的、纳入采购品种范围内医用耗材的生产企业（国产产品的生产企业含同集

团公司的经营企业，进口及港澳台产品的大陆地区唯一总代理企业，进口及港澳台产品的授权经销期限省药械集采联席会议办公室必须覆盖

整个采购周期）和医疗器械注册人，同一企业同一分组医用耗材，不同规格型号委托不同代理企业进行申报的，不予受理。

 采购周期：冠脉扩张球囊1年，医用胶片及一次性精密输液器2年，超出部分中选企业按中选价供应至采购期满

 回款时间：30天

 医保基金：按不低于采购金额30%提前预付给医疗机构其中首期在购销协议签订后的10个工作日内按不低于采购预算的30%预付，第二期在

采购周期执行半年或采购量达到协议约定采购量的60%后拨付，两期预付款总计不低于采购预算的90%。

 结果及影响：本次集中带量采购的冠脉扩张球囊、一次性精密输液器、医用胶片3类医用耗材，共有151家企业参加，产生拟中选企业19家，

拟中选产品25个，与全国在执行的最低采购价相比，拟中选价冠脉扩张球囊降幅96%，一次性精密输液器降83%，医用胶片降幅77%，3类平

均降幅85%，预计可节约耗材费用6.5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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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12 湖北省：球囊按半/非顺应性分组，以竞价/议价方式评审，对非中选品进行监控

数据来源：湖北省医保局，国泰君安证券研究

冠脉扩张球囊

产品名称 功能属性 规格 约定采购量

冠脉扩张球囊 半顺应性 各种规格 43425

冠脉扩张球囊 非顺应性 各种规格 27534

 采购品类及采购量：见右表1

 入围原则：

 根据冠脉扩张球囊功能属性分为两个竞争组，即半顺应性和非顺

应性。

 每组内的申报企业采取竞价方式或谈判议价方式确定中选企业及

价格。同竞价组产品，按有效报价由低到高确定竞价入围，报价

相同的，选择质量更优或医疗机构上报的历史采购数量份额更大

的企业产品为拟中选产品。

申报企业 入围企业数 入围方式

≥10 4 竞价入围

7-9 3 竞价入围

3-6 2 谈判议价

表1：

表2：

 剩余用量：医疗机构在优先完成本次冠脉扩张球囊集中带量采购中选产品约定采购量的基础上，剩余用量可按本医疗机构医用耗材集

中采购管理有关规定，适量采购同品种其他未中选的适宜产品

 非中选产品监控：

1) 非中选产品全部纳入监控管理，根据其与中选产品（或同类产品）的价格差距，进一步降低价格，并考查考核临床合理使用

情况。

2) 纳入监控目录的非中选产品，其采购量不得高于剩余购量。监测发现高于剩余购量采购量的，有权暂停其挂网采购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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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12 湖北省：明确约定采购量，最低价产品最少可获50%份额

数据来源：湖北省医保局，国泰君安证券研究

 约定采购量

 以全省各级医疗机构预采购量累加确定。约定采购量按“价格最低产品占主要约定采购量，其他中选产品约定采购量按照价格从低到

高逐渐减少”的分配原则确定。具体分配方法见下表

 出现中选价格相同的情况的，按质量更优或医疗机构上报的历史采购数量大的优先分配约定采购量。

非顺应性冠脉扩张球囊约定采购量（单位：根）

中选企业数量 约定匹配量 同竞价组申报最低价 同竞价组申报第二低价 同竞价组申报第三低价 同竞价组申报第四低价

1
约定采购量的

70% 
19274

约定采购量的
70% 

19274 / / / / / / 

2
约定采购量的

80% 
22027 50%约定匹配量 13767 30%约定匹配量 8260 / / / / 

3
约定采购量的

90% 
24781 55%约定匹配量 15144 20%约定匹配量 5507 15%约定匹配量 4130 / / 

4
约定采购量的

95% 
26157 50%约定匹配量 13767 25%约定匹配量 6884 10%约定匹配量 2753 10%约定匹配量 2753

非顺应性冠脉扩张球囊约定采购量（单位：根）

中选企业数量 约定匹配量 同竞价组申报最低价 同竞价组申报第二低价 同竞价组申报第三低价 同竞价组申报第四低价

1
约定采购量的

70% 
30398

约定采购量的
70% 

30398 / / / / / / 

2
约定采购量的

80% 
34740 50%约定匹配量 21713 30%约定匹配量 13027 / / / / 

3
约定采购量的

90% 
39083 55%约定匹配量 23884 20%约定匹配量 8685 15%约定匹配量 6514 / / 

4
约定采购量的

95% 
41254 50%约定匹配量 21712 25%约定匹配量 10856 10%约定匹配量 4343 10%约定匹配量 43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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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12 湖北省：冠脉球囊国产产品降幅较大，最低价为129.9元

数据来源：湖北省医保局，国泰君安证券研究

冠脉扩张球囊拟入选企业名单

序号 注册证编号 CODE规格 CODE型号 申报企业名称 企业报价（元/根） 组件分类

1 国械注准20193030947
球囊直径2.0mm;球囊有效长

度20mm
RX  2.0×20

深圳市顺美医疗股份有限公
司（原深圳市顺美医疗科技

有限公司）
129.9

半顺应性球囊（或
预扩球囊）

2 国械注准20173770911
球囊直径2.0mm*球囊长度

20mm

SCW-PTCA-

2020

深圳市益心达医学新技术有
限公司

194.5
半顺应性球囊（或

预扩球囊）

3 国械注准20193030165 2.00mm*15mm
2.00mm*15

mm

依奈德医疗技术（上海）有
限公司

215
半顺应性球囊（或

预扩球囊）

4 国械注准20153031321
球囊直径:2.0mm;球囊长度：

20mm
50200200

湖南埃普特医疗器械有限公
司

221
半顺应性球囊（或

预扩球囊）

5 国械注准20193030800
球囊直径3.0mm;球囊有效长

度15mm

NCRX 

3.0×15

深圳市顺美医疗股份有限公
司（原深圳市顺美医疗科技

有限公司）
129.9

非顺应性球囊（或
后扩球囊）

6 国械注准20153030603 直径4.0mm, 长度10mm 240-103-2J
业聚医疗器械（深圳）有限

公司
228

非顺应性球囊（或
后扩球囊）

7 国械注准20193030115
球囊直径3.00mm*球囊有效

长度12mm
PG30012 浙江巴泰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234

非顺应性球囊（或
后扩球囊）

8 国械注准20183770045

球囊直径(mm)：3.5；球囊
长度(mm)：8；导管有效长

度(cm)：140；锥形头端
41350080

湖南埃普特医疗器械有限公
司

235
非顺应性球囊（或

后扩球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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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13 青海省：心脏起搏器按国产/进口及功能属性分类，采购周期不少于2年

 采购主体： 青海省公立医疗机构

 采购产品：双腔起搏器

 约定采购量：首年约定采购量按全省各级公立医疗机构上报2020年总采购量的70%确定

 投标企业：在国内上市的医用耗材生产企业，两年内，在生产经营活动中无严重违法记录

 采购周期：不少于2年

 结算回款：未公布

 采购方式：带量采购

2020年8月19日，根据青海省药品集中采购和使用工作部门联席会议办公室《青海省2020年药品和医用耗材集中采购工作方案》

（青药采联办〔2020〕4号）和青海省公立医疗机构药品医用耗材集中采购联盟采购计划，现进行双腔起搏器带量采购

产 品 名 称 分 类 规 格
2020年总采购量

（台）

双腔起搏器

DDD型
非远程监控
非MRI兼容

基本型、多功能型、
增强型

58

DDDR型

非远程监控
非MRI兼容

基本型、多功能型、
增强型

199

远程监控
非MRI兼容

基本型、多功能型、
增强型

50

数据来源：青海省医保局，国泰君安证券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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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13 青海省：采取综合评审，考虑价格降幅及产品质量等因素

 入围规则：

 产品品种分为进口、国产各9个招标单元。由联席会议办公室抽取专家，根据技术参数要求对投标产品进行评审，满足技术参数

要求的产品入围，专家组结合临床实际与企业进行议价，按照综合评分标准对入围产品进行综合评分，按得分高低确定中选产

品，每个招标单元中选3个产品，备选1个产品。

进口企业评审指标及分值 备 注

企业规模（2019年全年纳税额）
（5 分）

≥5亿，5分；3亿-5亿，3分；1亿-3亿，2分；≤1亿，1分
提供2019年全
年完税证明

产品认证（ 5 分）
申报产品同时具有中国、美国、欧盟及其他国家或地区四个以上的认证，5分；申报产品同时具有中国、美国

及其他国家或地区三个的认证，3分；申报产品少于三个国家的认证，1分

质量检测报告（ 5分）
申报产品具有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认定的国家级医疗器械质量监督检验机构出具的检测报告，5分；申报产品
具有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认定的省级医疗器械质量监督检验机构出具的检测报告，3分

产品质量可靠性（ 5分） 申报产品质量可靠，无不良反应记录，5分；申报产品有一次不良反应记录(本次投标前2年内)，0分

企业异常名录信息（ 5分）
申报产品生产企业投报前两年在全国无经营异常和严重失信企业相关记录，5分；申报产品生产企业投报前两
年在全国有经营异常和严重失信企业相关记录，0分

企业产品系列（ 10分）
申报产品生产企业投报此次招标目录中80%的规格型号，10分；60-80%型号，7分；30-40%，4分；30%以下，
1分

数据来源：青海省医保局，国泰君安证券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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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13 青海省：采取综合评审，考虑价格降幅及产品质量等因素

进口企业评审指标及分值 备 注

投标产品使用情况（10分）在国内有1年以上的使用，10分；国内有一年使用记录，7分；在国内未使用，3分

产品供应情况（ 10分）
申报产品的注册证有效期从投报开始≥2年必须满足采购周期的采购(至2022年底)，10分；申报产品

的注册证有效期不足两年的采购周期可承诺后期续办相关手续并保证供货(至2022年底)，5分
提供相关文件

本地化服务（5分） 申报企业在青海本地有专职技术服务人员(企业正式员工)，本地社保一年以上，5分；申报企业承诺

在青海省本地配备专职技术服务人员(企业正式员工)，3分

提供相关证明

及承诺书

产品价格（40分） 申报产品以青海阳光采购平台挂网价格,全国其他省份最低价格.省内医疗单位实际采购价三方真实

价格的最低价作为基准价,按下列公式计算:投报产品价格得分 (基准价-投报价)÷基准价╳ 40分

技术要求
申报产品技术参数和配置必须完全满足技术要求中的必备条件要求，其它技术参数和配置必须达到

技术要求条件90%以上

数据来源：青海省医保局，国泰君安证券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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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13 青海省：采取综合评审，考虑价格降幅及产品质量等因素

国产企业评审指标及分值 备 注

企业规模（2019年全年纳税额）
（5 分）

≥2亿，5分；1亿-2亿，3分；1亿-0.5亿，2分；≤0.5亿，1分
提供2019年全年

完税证明

产品认证（ 5 分）
申报产品同时具有中国及其他国家或地区3个及以上的认证，5分；申报产品同时具有中国及其他国家或地区3个以下

的认证，3分

质量检测报告（ 5分）
申报产品具有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认定的国家级医疗器械质量监督检验机构出具的检测报告，5分；申报产品具有国家
药品监督管理局认定的省级医疗器械质量监督检验机构出具的检测报告，3分

产品质量可靠性（ 5分） 申报产品质量可靠，无不良反应记录，5分；申报产品有一次不良反应记录(本次投标前2年内)，0分

企业异常名录信息（ 5分） 申报产品质量可靠，无不良反应记录，5分；申报产品有一次不良反应记录(本次投标前2年内)，0分

企业产品系列（ 10分） 申报产品生产企业投报此次招标目录中50%的规格型号，10分；50%以下型号，5分

申报产品使用情况（10分）
在青海省有2年以上的使用，10分；在青海省有使用但不满2年，7分；在青海省未使用外省已使用，4分；在青
海省未使用且不能提供外省真实有效的使用证明，2分

提供相关记录

产品供应情况（ 10分）
申报产品的注册证有效期从投报开始≥2年必须满足采购周期的采购(至2022年底)，10分；申报产品的注册证有效
期不足两年的采购周期可承诺后期续办相关手续并保证供货(至2022年底)，5分

提供相关文件

本地化服务（5分） 申报企业在青海本地有专职技术服务人员(企业正式员工)，本地社保一年以上，5分；申报企业承诺在青海省本地
配备专职技术服务人员(企业正式员工)，3分

提供相关证明
及承诺书

产品价格（40分） 申报产品以青海阳光采购平台挂网价格,全国其他省份最低价格.省内医疗单位实际采购价三方真实价格的最低价
作为基准价,按下列公式计算:投报产品价格得分 (基准价-投报价)÷基准价╳ 40分

技术要求
申报产品技术参数和配置必须完全满足技术要求中的必备条件要求，其它技术参数和配置必须达到技术要求条件
90%以上

数据来源：青海省医保局，国泰君安证券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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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13 青海省：心脏起搏器中选产品主要为外资品牌

 中选结果：

青海省公立医疗机构医用耗材集中采购联盟双腔心脏起搏器带量采购中选结果

序号 生产企业 分类 规格型号 中选结果

进口

1 雅培医疗用品（上海）有限公司 DDD型非远程监控非MRI兼容基本型 XL DC 5256 中选

2 美敦力（上海）管理有限公司 DDD型非远程监控非MRI兼容基本型 E50A1 中选

3 美敦力（上海）管理有限公司 DDD型非远程监控非MRI兼容基本型 RED01 中选

4 波科国际医疗贸易（上海）有限公司 DDD型非远程监控非MRI兼容基本型 S702 备选

5 雅培医疗用品（上海）有限公司 DDD型非远程监控非MRI兼容多功能型 XL DC 5286 中选

6 美敦力（上海）管理有限公司 DDD型非远程监控非MRI兼容多功能型 SED01 中选

7 百多力（北京）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DDD型非远程监控非MRI兼容多功能型 Philos Ⅱ D 中选

8 波科国际医疗贸易（上海）有限公司 DDD型非远程监控非MRI兼容多功能型 L301 备选

9 雅培医疗用品（上海）有限公司 DDD型非远程监控非MRI兼容增强型 PM2134 中选

10 波科国际医疗贸易（上海）有限公司 DDD型非远程监控非MRI兼容增强型 L121 中选

11 雅培医疗用品（上海）有限公司 DDDR型非远程监控非MRI兼容基本型 PM2136 中选

12 波科国际医疗贸易（上海）有限公司 DDDR型非远程监控非MRI兼容基本型 L101 中选

13 百多力（北京）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DDDR型非远程监控非MRI兼容基本型 Philos Ⅱ DR 中选

14 百多力（北京）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DDDR型非远程监控非MRI兼容多功能型 Effetcta DR 中选

15 美敦力（上海）管理有限公司 DDDR型非远程监控非MRI兼容多功能型 SEDRL1 中选

数据来源：青海省医保局，国泰君安证券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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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13 青海省：国产企业乐普、先健、微创中选

数据来源：青海省医保局，国泰君安证券研究

 中选结果：

青海省公立医疗机构医用耗材集中采购联盟双腔心脏起搏器带量采购中选结果

序号 生产企业 分类 规格型号 中选结果

进口

16 雅培医疗用品（上海）有限公司 DDDR型非远程监控非MRI兼容多功能型 PM2212 中选

17 美敦力（上海）管理有限公司 DDDR型非远程监控非MRI兼容多功能型 SEDR01 备选

18 百多力（北京）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DDDR型非远程监控非MRI兼容增强型 Evia DR 中选

19 雅培医疗用品（上海）有限公司 DDDR型非远程监控非MRI兼容增强型 PM2160 中选

20 美敦力（上海）管理有限公司 DDDR型非远程监控非MRI兼容增强型 ADDRL1 中选

21 波科国际医疗贸易（上海）有限公司 DDDR型远程监控非MRI兼容基本型 L221 中选

22 雅培医疗用品（上海）有限公司 DDDR型远程监控非MRI兼容基本型 PM2112(带远程监测) 中选

23 雅培医疗用品（上海）有限公司 DDDR型远程监控非MRI兼容多功能型 PM2160(带远程监测) 中选

24 美敦力（上海）管理有限公司 DDDR型远程监控非MRI兼容多功能型 SEDRL1+远程 中选

25 百多力（北京）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DDDR型远程监控非MRI兼容增强型 Evia DR-T 中选

26 雅培医疗用品（上海）有限公司 DDDR型远程监控非MRI兼容增强型 PM2240(带远程监测) 中选

27 美敦力（上海）管理有限公司 DDDR型远程监控非MRI兼容增强型 ADDRL1+远程 中选

国产

28 乐普医学电子仪器股份有限公司 DDD型非远程监控非MRI兼容基本型 8631D 中选

29 乐普医学电子仪器股份有限公司 DDDR型非远程监控非MRI兼容基本型 8631DR 中选

30 先健科技（深圳）有限公司 DDDR型非远程监控非MRI兼容多功能型 LD100DR 中选

31 创领心律管理医疗器械（上海）有限公司 DDDR型非远程监控非MRI兼容多功能型 3202 中选

 

http://ipoipo.cn/


诚信 · 责任 · 亲和 · 专业 · 创新 194请参阅附注免责声明

0113 青海省：骨科关节通过综合评分决定入围，根据平均降幅确定国产/进口各3家

数据来源：青海省药品采购中心，国泰君安证券研究

2020年10月22日，青海省发布公立医疗机构采购联盟骨科关节类高值医用耗材集中采购公告
 采购周期：2年
 采购品种：骨科关节类耗材
 评审规则
（一）入围环节：抽取临床专家组成评审组，根据企业申报品种多少、充分考虑临床实际需求，按照评分标准进行综合评分，
依据综合得分排序，国产、进口前6家申报企业进入谈判议价环节（不足6家的全部进入）；
（二）谈判环节：抽取价格谈判专家组成谈判组，根据企业报价并参考企业提供的2019年至今青海省医疗机构销售发票第一
票最低价格、全国现行医疗机构最低供货价，进行产品价格谈判，议定的价格除以企业报价形成降幅，最后根据企业申报产
品的平均降幅情况进行排序，从高到低确定入围厂家(品牌），国产企业入围3家，进口企业入围3家。

序号 评审指标 分值 评分标准

1 年生产能力 15
根据申报企业提供的年生产能力材料中关节类产品件数（精确到万位数）进行排名。第一名得15分，第二名得14分，
第三名得13分，以次类推得分，未排在前15名之内的，得分按最低得分1分计算。

2 产品认证 15
根据提供的认证证书1、具有CFDA、FDA、CE认证，得15分；2、具有CFDA认证，同时具有FDA或CE认证，得12分
3、具有CFDA认证，得9分

3 假体生存率 15
根据国内外关节注册中心提供的证明假体生存率达到95%以上的证明材料1、15年（含）以上，得15分；2、10-14年，
得12分；3、6-9年，得9分；4、5年(含）以下，得6分

4 生产工艺 15 根据提供的第三方检测报告：万级，得15分，十万级，得12分，百万级，得9分

5 年产品销售额 10 根据财务审计报告：1、7亿元（含）及以上，得10分，2、3.1-6.9亿元，得7分，3、3亿元（含）以下，得5分

6 配送率 15

1、2019年度在省级药品和医用耗材集中采购平台配送率95%以上（含），得15分
2、2019年度在省级药品和医用耗材集中采购平台配送率90%以上（含），得10分
3、2019年度在省级药品和医用耗材集中采购平台配送率80%以上（含），得7分
4、2019年度在省级药品和医用耗材集中采购平台配送率80%以下，得0分
初次参加青海省内市场竞争的产品得分按5分计算

7
售后服务管理
及实施方案

15

根据提供的方案内容
1、方案紧紧围绕售后服务管理，制定切实有效的办法，条理清晰，整个方案内容全面、详细，得15分
2、方案基本能够围绕售后服务管理，制定较为有效的办法，条理基本清晰，整个方案内容基本全面、详细，得12分
3、方案基本能够围绕售后服务管理，制定较为有效的办法，条理不够清晰，整个方案内容不够全面、详细，得9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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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13 青海省：纳入带量采购的关节品类比较齐全

数据来源：青海省药品采购中心，国泰君安证券研究

序号 一级目录 二级目录

1 人工膝关节（初次置换）

股骨髁
胫骨托（平台）
胫骨关节面衬垫

髌骨假体

2 单髁膝关节系统
单髁膝关节股骨组件
单髁膝关节胫骨底板

单髁膝关节半月板衬垫

3 人工膝关节（翻修型）

股骨髁
胫骨托（平台）

胫骨关节面衬垫（垫片）
直骨柄（延长杆）

胫骨托填补块
股骨髁填补块

骨柄偏心配接件（偏心距转接头）
锁合螺钉

4 人工髋关节（初次置换）

股骨柄（生物型/骨水泥型）
髋臼外杯
髋臼内衬

股骨头（金属/陶瓷）
骨水泥臼杯
髋臼螺钉

双动头（双极头）

5 人工髋关节（翻修型）

翻修型股骨柄（生物型/水泥型）
髋臼支架
髋臼垫块

翻修型髋臼
股骨头（金属/陶瓷）

骨水泥臼杯
髋臼螺钉

序号 一级目录 二级目录
6 假体周围骨折钢板 股骨假体周围骨折钢板

7 线缆
线缆
钛缆

8 钛网 钛网
9 骨水泥 骨水泥

10 一次性骨水泥真空搅拌套件 一次性骨水泥真空搅拌套件
11 医用冲洗器 医用冲洗器
12 远端塞 远端塞
13 中置器 中置器
14 肿瘤型膝关节假体 肿瘤型膝关节假体
15 肿瘤型髋关节关节假体 肿瘤型髋关节关节假体
16 肘关节假体 肘关节假体
17 桡骨小头置换假体 桡骨小头置换假体
18 指间关节 指间关节
19 铰链型膝关节 铰链型膝关节
20 肩关节假体 肩关节假体
21 旷置用关节试模假体 旷置用关节试模假体
22 带袢钢板 带袢钢板
23 界面螺钉 界面螺钉
24 锚钉 锚钉
25 可吸收螺钉 可吸收螺钉
26 半月板缝合针 半月板缝合针
27 关节镜剪线器 剪线器
28 胫骨固定翼 胫骨固定翼

29 关节镜刨刀
关节镜刨刀（注明是否与所有机型匹

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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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14 上海市：仅考虑3项功能属性进行人工晶体分组

• 采购主体：上海市医保定点医疗机构
• 采购周期：1年
• 采购品类：单焦人工晶体
• 品类分组：根据本市在用厂牌市场占有率，以上海阳光采购平台数据为准， 划分为竞价组 A 和竞价组 B；根据球面非球面、

预装非预装、单片三片等3项功能属性进行产品分类， 3项功能属性均相同的，划入同一分类。具体信息如下表：

2020年8月21日，上海市医药集中招标采购事务管理所发布“上海市医用耗材（人工晶体类）集中采购文件”，为本市医保定点

医疗机构实施人工晶体类医用耗材及相关服务的集中采购

竞价组 功能属性分类 入围基准价/元
约定采购量计

算基数

竞价组A

A1 球面 非预装 单片 686

85132

A2 非球面 预装 单片 1788

A3 非球面 非预装 单片 836

A4 球面 非预装 三片 850

A5 非球面 非预装 三片 1300

竞价组B

B1 球面 非预装 单片 498

29095B2 非球面 预装 单片 2087

B3 非球面 非预装 单片 1398

数据来源：上海阳光医药采购网，国泰君安证券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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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14 上海市：人工晶体约定采购量比例为30%-50%，余量使用有金额限制

 约定采购量：为医药在采购周期内的最低采购量，具体为各竞价组约定采购量计算基数的30%；中选企业每增加一个打包中选产品，增加约

定采购量计算基数的10%。约定采购量最高不超过约定采购量计算基数的50%。

 剩余用量：完成约定采购量的基础上，剩余用量可采购联动目录内产品，联动目录类产品采购金额不得超过本医疗机构同品类产品采购总金

额的30%，带量采购目录和联动目录内采购金额原则上不得超过上年度本医疗机构同类产品实际采购金额。剩余用量可适当采购其他价格适

宜的备选产品或备案产品。

 采购价格：

 采购周期内提前完成约定采购量的，超过部分中选企业仍需按中选价格进行供应，直至采购周期届满。

 回款周期：不超过30天。

 申报企业要求：申报企业须具备约定采购量2倍以上的供应能力；2年内无生产活动严重违法记录。

 申报产品要求：国内已注册上市并取得耗材分类代码的产品，且满足以下条件之一：

1) 本市医保定点医疗机构普遍使用，2019年临床在用的主流产品（以“阳光采购平台”数据为准）。

2) 本市医保定点医疗机构普遍认可，经临床专家遴选，2019年临床在用的其他产品。

 比价系数确认：

 以同企业各个产品“阳光采购平台”上近2年有采购记录的最低议价产品价格为基数1，以此确定所有人工晶体类产品（包括单焦、非

单焦）与最低价产品的比价系数。

 企业可以适当调整比价系数。其中同企业最低价和最高价产品之间的比价系数不允许调整，不同产品的比价系数调整幅度不能超过

20%，且不高于该产品“阳光采购平台”近2年有采购记录的最高议价的比价系数

数据来源：上海阳光医药采购网，国泰君安证券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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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14 上海市：入围价规则充分体现优质优价原则

 综合加分评审：

 由临床专家根据企业提交的综合加分材料对申报产品进行综合加分评审，申报产品取得的专家评审总分作为该产品原始

总分，按以下公式校正后即为该产品的综合加分，综合加分对外公布。

 综合加分=（产品原始总分-所有申报产品中最低原始总分）/（所有申报产品中最高原始总分-所有申报产品中最低原始总

分）*17

 申报入围价：申报产品入围价=入围基准价+申报产品本市最低价* 综合加分 /100 。

综合加分项 分值

创新生产工艺设计 5分

全周期的质量和服务保证 4分

产品规格型号齐全 3分

临床适应症全面 3分

循证医学证据充分 2分

合计 17分

数据来源：上海阳光医药采购网，国泰君安证券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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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14 上海市：采取综合降幅评选，但对质优产品有降幅抵扣

 评审规则：

 综合竞价确定拟中选产品，每组产生1个中选产品（打包中选产品除外），按以下顺序确定：

1) 申报价不高于该产品入围价，为有效申报价。

2) 同竞价组综合降幅最高。综合降幅=（申报产品本市最低价-申报价）/申报产品本市最低价+综合加分/100；当综

合降幅相同时，按照2019年“阳光采购平台”产品采购量由高到低确定优先拟中选顺序。

3) 申报价不高于同竞价组同功能属性分类下申报产品的平均有效申报价，或经询价同意签署价格确认书降至前述平

均有效申报价以下。

 当综合降幅最高的产品不同意降至同竞价组同功能属性分类下申报产品的平均有效申报价时，在同时满足上述1）、3）

条件的产品中按照综合降幅由高到低的顺位确定拟中选产品。

 拟中选产品的同企业其他符合申报资格要求产品可选择“打包中选”，取低价作为拟中选价。“打包产品”的价格需符

合以下要求：

1) 不高于以 “拟中选产品价格为基准，按比价系数 折算后的价格

2) 不高于同竞价分组同功能属性分类下 申报产品的平均有效申报价。

数据来源：上海阳光医药采购网，国泰君安证券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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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14 上海市：未中选及未纳入带量采购的产品也需调整价格

 非中选产品的采购使用细则：

产品类别 议价方式及要求

非中选单焦人工晶体
产品

满足要求后，
医院及企业自
主议价

与中选产品（含打包中选产品）同竞价组同功能属性分类，符合申报资格要求的非中选产品，
实行梯度降价：按该产品入围价与同竞价组同功能属性分类中选产品的价格计算价差，分为价
差≥50%、50%＞价差≥30%、30%＞价差≥ 15% 三档，分别在入围价基础上再降 20% 、10% 、
5% 计算价格；再以该产品本市最低价的 50% 降幅托底，综合加分可抵扣降幅

其他符合申报资格要求的非中选产品，备选限价不高于该产品入围价，同时符合同企业比价系
数 ，备选限价以该产品本市最低价的 50% 降幅托底，综合加分可抵扣降幅 。

已获得本市统编代码但不符合本次申报资格要求的非主流单焦人工晶体，按与同厂牌备选主流
产品的比价系数就低调整价格，无同厂牌备选主流产品的，备选限价价格不得高于同竞价组同
功能属性分类备选产品最高价，且不高于该产品本市最低价

非单焦人工晶体产品

满足要求后，
医院及企业自
主议价

以同企业单焦人工晶体备选产品价格为基准，按比价系数就低折算后确定备选限价，以京津冀
及黑吉辽蒙晋鲁人工晶体类带量采购中选价格托底

同企业无单焦人工晶体备选产品，以其他企业同类型非单焦人工晶体的最高备选限价作为备选
限价，且不高于该产品本市最低价

本市将在执行此次中选结果时，同步对人工晶体探索医保支付标准，对符合规定的非单焦人工
晶体按统一的医保支付标准支付（具体办法另行规定）

不接受备选限价的人
工晶体产品

由医院根据临床需求，申请备案后可继续议价采购。

新上市产品 如接受价格不高于同类型产品平均价，可参照备选产品执行

备选产品和备案产品 医院及企业自主议价，议价需同时符合本市现行医疗器械挂网议价有关规定

数据来源：上海阳光医药采购网，国泰君安证券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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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14 上海市：眼力健及Ophtec中选，最终价格在3+N基础上再降约50%

A竞价组产品清单

序号 产品名称 注册证号 厂牌 综合加分

1 折叠式后房丙烯酸人工晶状体 国械注进20173221501 眼力健 13.11

2 注入式非球面丙烯酸人工晶状体系统 国械注进20173220160 瑞纳 10.51

3 后房型丙烯酸酯非球面人工晶状体 国械注进20193161561 人类光学 14.34

4 后房型丙烯酸酯非球面人工晶状体 国械注进20143164827 人类光学 13.23

5 人工晶状体 国械注进20163220173 爱尔康 16.1

6 人工晶状体 国械注进20143166151 爱尔康 15.89

7 人工晶状体 国械注进20153162376 蔡司 12.41

8 人工晶状体 国械注进20163220367 爱尔康 11.34

9 聚丙烯酸酯类后房型人工晶状体 国械注进20173221526 眼力健 14.19

10 人工晶状体 国械注进20163223306 蔡司 10.05

11 亲水丙烯酸人工晶状体 国械注进20173221818 瑞纳 8.35

12 预装式非球面单件式丙烯酸人工晶状体 国械注进20143164994 眼力健 15.33

13 折叠式丙烯酸人工晶状体 国械注进20173226611 眼力健 （中选） 12.24

14 后房型丙烯酸酯人工晶状体 国械注进20193161562 人类光学 11.81

15 人工晶状体 国械注进20163220067 爱尔康 15.21

16 后房型丙烯酸酯非球面蓝光滤过型人工晶状体 国械注进20143165566 人类光学 17

*17 单件式复曲面人工晶状体 国械注进20173221106 眼力健 13.29

注：序号前标*产品为临床专家遴选结果

 A组产品及综合加分

数据来源：上海阳光医药采购网，国泰君安证券研究

 

http://ipoipo.cn/


诚信 · 责任 · 亲和 · 专业 · 创新 202请参阅附注免责声明

0114 上海市医用耗材（人工晶体类）集中采购

B竞价组产品清单

序号 产品名称 注册证号 厂牌 综合加分

1 人工晶状体 国械注进20173220336 Lenstec 5.56

2 人工晶状体 国械注准20183220052 爱博诺德 （国产品牌） 10.52

3 折叠式非球面人工晶状体 国械注进20173226950 优视 0.48

4 人工晶状体 国械注进20143165595 博士伦 14.34

5 后房型人工晶状体 国械注进20173226798 Ophtec B.V. （中选） 5.84

6 预装式非球面后房人工晶状体 国械注进20173226602 豪雅 10.45

7 折叠式人工晶状体 国械注进20143165033 优视 0

8 预装式非球面后房人工晶体 国械注进20163221201 豪雅 11.65

9 预装式着色非球面后房人工晶状体 国械注进20193161563 NIDEK 5.59

*10 虹膜夹无晶体眼人工晶状体 国械注进20173226325 Ophtec B.V. 1.67

 B组产品及其综合加分

注：序号前标*产品为临床专家遴选结果

组别 产品名称 注册证号 生产企业 申报企业 中标价

A 竞价组 折叠式丙烯酸人工晶状体
国械注进

20173226611 

Johnson & Johnson 

Surgical Vision, Inc. 强
生视力康公司

眼力健(上海)医疗器
械贸易有限公司

650元

B 竞价组 后房型人工晶状体
国械注进

20173226798 

OPHTEC B.V. 欧福泰
克有限公司

上海麦德医疗设备科
技有限公司

520元

 中选结果

数据来源：上海阳光医药采购网，国泰君安证券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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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15 湖南省：纳入吻合器、骨科创伤及冠脉球囊，对龙头企业的采购量比较倾斜

 采购主体：全省各级公立医疗机构必须参加医用耗材带量采购。驻湘军队医疗机构按国家政策要求参加带量采购。鼓励其他医疗机构参加医用
耗材带量采购活动

 采购周期：执行日起12个月
 采购品类：

1) 吻合器（腔镜吻合器及钉匣、开放手术直线切割吻合器及钉匣、管型吻合器、痔疮吻合器）
2) 骨科创伤类（接骨板及配套螺钉、髓内钉等）；3）冠脉扩张球囊

 采购量：参考2019年采购情况申报采购基数，按采购基数的70%左右确定采购周期约定采购量
 必须采购中选产品中的首选产品
 吻合器类，A组中选产品约定采购量不得低于该类中标产品总约定采购量的60%；
 骨科创伤类、冠脉扩张球囊类A组中选产品约定采购量不得低于该类中标产品总约定采购量的80%。

 剩余用量：完成约定采购量的基础上，剩余用量可采购联动目录内产品，联动目录类产品采购金额不得超过本医疗机构同品类产品采购总金额
的30%，带量采购目录和联动目录内采购金额原则上不得超过2019年度本医疗机构同类产品实际采购金额，医疗机构不得采购带量采购目录和
联动目录之外的同类产品。

 产品采购及使用：
 中选产品将纳入带量采购目录管理，医疗机构需确保完成约定采购量；其余产品生产企业可自主申请，按不高于本次带量采购的产品

限价和产品全国最低价的两者低值，纳入联动目录管理
 采购价格纠偏：

 同品种拟中选价格高于全国省级带量采购中选价格的，应联动省级带量采购中选价格
 拟中选价格异常、同评审竞价组拟中选价格相差过大的原则上应进行价格纠偏，必要时组织专家进行价格纠偏谈判
 同评审竞价组拟中选的不同型号或材质产品，可适当考虑成本因素进行价格纠偏。根据临床意见，结合拟中选结果，可进一步采取谈

判等议价方式，满足临床使用需求。
 采购周期内若提前完成当年约定采购量，超过部分中选企业仍应按中选价格进行供应

 结算周期及医保结算：货款结算周期不得大于90天，监管督促各级医疗保障部门60天内应完成对协议医疗机构联网结算住院申报费用的支付工
作

2020年8月26日，湖南省医保局发布《湖南省公立医疗机构部分医用耗材带量采购方案（征求意见稿）》，对部分医用耗材进行带量

集采，降价控费。

数据来源：湖南省医疗保障局，国泰君安证券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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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15 湖南省：吻合器根据销售金额进行分组，竞价及平均降幅方式决定中标

品类

评审规则

中选规则

中选企业数量

分组 组套价格、限价及降幅
投标企业

数
最多中选
企业数

吻合器
类

腔镜吻合器
及钉匣

开放手术直
线切割吻合
器及钉匣

管型吻合器

 区分进口和国产评审竞价组

 A组：2019年度的销售总金
额（以出厂量和出厂价格统
计，下同）等于或大于1个
亿

 B组：2019年度在湖南省有
销售记录的投标进口产品

 C组：其余投标企业品种

1）组套价格。同一投标企业一
个吻合器和配套钉匣/钉仓（指
一个钉匣/钉仓）采购价之和作
为组套价格，企业按组套价格进
行报价。组织专家根据临床使用
和历史数据确定吻合器和配套钉
匣/钉仓的比价关系，计算钉匣/

钉仓价格

2）限价。根据组套产品历史销
售价格和成本等因素，由专家评
审确定各评审竞价组产品的限价，
同一投标产品A组、C组为同一
限价，B组区别确定限价。

3）投标产品降幅=（评审竞价组
产品限价-投标企业报价）/评审
竞价组产品限价。

1）企业≤2家：

投标产品降幅达到同个一级目
录的A组拟中选产品平均降幅，
均确定为拟中选产品；

投标产品降幅未达到同个一级
目录的A组拟中选产品平均降
幅，且达到同个一级目录的中
选产品最低降幅，降幅较高的
为拟中选产品。

2）企业＞2家：

按同组内产品组套价格由低到
高确定拟中选产品，其中价格
最低者为首选。

若出现相同报价，依据投标企
业品种2019年度销售总金额
由大到小优先确定。C组产品
中选价格不得高于A组产品最
高中选价格。

A组

3-6 2

7-10 3

>10 5

B组

3-6 2

7-10 3

痔疮吻合器

 不区分进口和国产评审竞价
组

 A组：投标国有企业品种
2019年度销售总金额等于或
大于1个亿；投标的进口产
品直接列为A

 B组：其余投标企业品种

>10 5

C组

4-6 1

7-10 2

>10 3

注：各类型电动吻合器、痔疮套扎器等不纳入此次带量采购范围，直接纳入联动目录管理

数据来源：湖南省医疗保障局，国泰君安证券研究

 

http://ipoipo.cn/


诚信 · 责任 · 亲和 · 专业 · 创新 205请参阅附注免责声明

0115 湖南省：骨科创伤产品按销售额分组，根据代表品价格高低评选中标

品类
入围条件

需同时满足

评审规则

中选规则

中选企业数量

分组 基础款、代表品、限价、综合降幅 投标企业数
最多中选
企业数

骨科创
伤类

1) 具备“一级目
录”全系列产
品生产资质；

2) “一级目录”
全系列产品中，
钛合金和纯钛
材质必须至少
有一种；

3) 投标企业应如
实提供可供应
清单，并作出
书面供应保障
承诺。

 A组：根据二级目录
确定评审竞价组。入
围投标企业产品
2019年度销售总金
额（进口产品以海关
进口报关单数据统计）
等于或大于1个亿，
且“一级目录”全系
列产品中锁定加压板
型号、万向加压板型
号齐全，投标产品列
为A评审竞价组；

 B组：其余投标企业
品种

1）基础款、代表品。同一部位（一
级目录）钛合金（纯钛）材质、普
通型接骨板为基础款，由专家评审
确定某一评审竞价组基础款产品为
骨科创伤类耗材代表品
2）限价。根据组套产品（接骨板及
其配套螺钉）历史销售价格和成本
等因素，由专家评审确定代表品和
各评审竞价组基础款限价。由专家
评审确定基础款限价（含髓内钉）
及二级目录间比价系数。如相同部
位，钛合金（纯钛）与不锈钢材质
比价关系为1：X；普通型/锁定加压
板/万向锁定板比价关系为1：Y：Z；
三级目录中近端/干部/远端等产品限
价不做区分。例：评审竞价组限价
（不锈钢材质、锁定加压板）=基础
款限价×X×Y。同一投标产品A组、
B组为同一限价。
3）代表品降幅。投标企业代表品降
幅=（代表品限价-投标企业代表品
报价）/代表品限价。

1）按代表品报价（报价为
包含配套螺钉在内的整套价
格）由低到高确定拟中选产
品，其中价格最低者为首选
产品。

2）相同报价，依据投标企
业品种2019年度销售总金
额由大到小优先确定。

3）代表品拟中选后，该企
业非代表品均按代表品降幅
计算拟中选价格。非代表品
拟中选价格=非代表品评审
竞价组限价×（1-代表品降
幅）。

4）B组代表品中选价格不
得高于A组代表品最高中选
价格。

A组

1-2 1

3-6 2

7-10 4

>10 6

B组

1-6 1

7-10 2

>10 3

数据来源：湖南省医疗保障局，国泰君安证券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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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15 湖南省：冠脉球囊按销售额分组，采取限价竞价方式评审

品类
评审规则

中选规则

中选企业数量

分组 限价
投标企
业数

最多中选
企业数

冠脉扩张球囊
类

 A组：根据二级目录确定
评审竞价组。投标企业
产品2019年度销售总金
额（进口产品以海关进
口报关单数据统计）等
于或大于1亿元，投标产
品列为A评审竞价组

 B组：销售总金额等于或
大于5000万元且小于1亿
元

 C组：其余投标企业产品

根据产品历史销售价格
和成本等因素，由专家
评审确定各评审竞价组
产品的限价，同一投标
产品A、B、C组为同一
限价

1) 同评审竞价组产品，按企
业报价由低到高确定拟中
选产品，其中价格最低者
为首选产品。

2) 若出现相同报价，依据投
标企业品种（按一级目录
所有产品统计）2019年度
销售总金额由大到小优先
确定。

3) B组代表品中选价格不得高
于A组代表品最高中选价格。

A、B、C组

1-2 1

3-10 2

>10 3

数据来源：湖南省医疗保障局，国泰君安证券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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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15 湖南省：医用耗材带量采购品类——吻合器类

一、吻合器类（共4种）

序号 一级目录 二级目录

1
腔镜吻合器及钉匣/钉仓（电动吻合器

除外）

腔镜吻合器及钉匣/钉仓（国产）

腔镜吻合器及钉匣/钉仓（进口）

2 开放手术直线切割吻合器及钉匣/钉仓

开放手术直线切割吻合器及钉匣/钉仓（国产）

开放手术直线切割吻合器及钉匣/钉仓（进口）

3 管型吻合器

管形吻合器（国产）

管形吻合器（进口）

4 痔疮吻合器 痔疮吻合器

数据来源：湖南省医疗保障局，国泰君安证券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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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15 湖南省：医用耗材带量采购品类——骨科创伤类

序号 一级目录

二级目录 三级目录

材质 规格型号 部位

1 锁骨接骨板 不锈钢/纯钛（钛合金） 普通/锁定加压/万向锁定 近端/干部/远端

2 肱骨接骨板 不锈钢/纯钛（钛合金） 普通/锁定加压/万向锁定 近端/干部/远端

3 尺骨接骨板 不锈钢/纯钛（钛合金） 普通/锁定加压/万向锁定 近端/干部/远端

4 桡骨接骨板 不锈钢/纯钛（钛合金） 普通/锁定加压/万向锁定 近端/干部/远端

5 手部接骨板 不锈钢/纯钛（钛合金） 普通/锁定加压/万向锁定
腕骨/掌骨头部/掌骨基底部/掌骨干部/指骨头部/

指骨干部/指骨基底部

6 骨盆接骨板 不锈钢/纯钛（钛合金） 普通/锁定加压/万向锁定
直形/弧形/解剖形/

耻骨形

7 股骨接骨板 不锈钢/纯钛（钛合金） 普通/锁定加压/万向锁定 近端/干部/远端

8 胫骨接骨板 不锈钢/纯钛（钛合金） 普通/锁定加压/万向锁定 近端/干部/远端

9 腓骨接骨板 不锈钢/纯钛（钛合金） 普通/锁定加压/万向锁定 近端/干部/远端

二、骨科创伤类（15种）

数据来源：湖南省医疗保障局，国泰君安证券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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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15

序号 一级目录

二级目录 三级目录

材质 规格型号 部位

10 跟骨接骨板 不锈钢/纯钛（钛合金） 普通/锁定加压/万向锁定 /

11 足部接骨板 不锈钢/纯钛（钛合金） 普通/锁定加压/万向锁定 前足/中足/后足

12 通用接骨板 不锈钢/纯钛（钛合金） 普通/锁定加压/万向锁定 直形/弧形/管形/钩形/异形

13 股骨髓内钉 不锈钢/纯钛（钛合金） / 近端/干部/远端；顺行/逆行

14 胫骨髓内钉 不锈钢/纯钛（钛合金） / 骨干/干骺端/远端；直型/弯形

15 弹性髓内钉（针） 不锈钢/纯钛（钛合金） / 带尾帽/不带尾帽；直型/弯形

二、骨科创伤类（共15种）

湖南省：医用耗材带量采购品类——骨科创伤类

数据来源：湖南省医疗保障局，国泰君安证券研究

序号 一级目录 二级目录

1
冠脉扩张球囊

快速交换式预扩张球囊（半顺应性球囊）

2 快速交换式后扩张球囊（非顺应性球囊）

三、冠脉扩张球囊类（共2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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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16 河南省：要求余量优先使用最低价中选产品

数据来源：河南省医疗保障局，国泰君安证券研究

2020年9月25日，河南发布《医用耗材集中带量采购文件（征求意见稿）》。

 采购主体：全省范围内所有公立医疗机构、驻豫军队医疗机构全部参加集中采购。鼓励医保定点社会办医疗机构参加

 采购周期：执行日起12个月

 回款时间：及时回款

 采购品类：人工晶体（软性或可折叠）、留置针

 采购量：人工晶体参考2019年采购基数的70%确定采购量，留置针为80%

 剩余用量：

 人工晶体：集中采购结果执行周期内，优先保证中选产品在各医疗机构上报该产品 2019 年采购量的 70%。每组中选产品

无功能属性差异的，剩余约定采购量医疗机构要优先使用价格最低的中选产品；存在差异的，可从所有中选产品中自主选

择使用

 留置针：1、如某医疗机构 2019 年使用过某组中价格最低的中选产品，则该医疗机构该组剩余约定采购量的 50%分配给

价格最低的中选产品；其余约定采购量，可优先使用价格最低的中选产品，也可从所有中选产品中自主选择使用。2、如

医疗机构 2019 年未使用过某组中价格最低的中选产品，则该医疗机构该组剩余约定采购量，可优先使用价格最低的中选

产品，也可从所有中选产品中自主选择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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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16 河南省：仅采购单焦点人工晶体，分为8组，留置针区分型号及材质

数据来源：河南省医疗保障局，国泰君安证券研究

序号 分组类别 约定采购量（片）

1 单焦点散光 5431

2 单焦点非球面非预装亲水 26129

3 单焦点非球面非预装疏水 11017

4 单焦点非球面预装亲水 4877

5 单焦点非球面预装疏水 5111

6 单焦点球面非预装亲水 36219

7 单焦点球面非预装疏水 4374

8 单焦点球面预装 2362

序号 产品类别 型号 材质 约定采购量（支）

1

密闭式静脉留置针

普通型
含DEHP 3985074

2 不含DEHP 2246396

3
安全型

含DEHP 1444475

4 不含DEHP 1480322

5
正压型

含DEHP 499214

6 不含DEHP 1300113

7

开放式留置针
普通型 833452

8 安全型 562336

 人工晶体  留置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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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16 河南省：采取竞价及议价谈判方式进行评选

数据来源：河南省医疗保障局，国泰君安证券研究

 拟中选规则：

申报企业在 3 家及以上的采取竞价的方式，按申报价从低到高依次确定拟中选产品，直至达到最多中选产品数。 如出现申报价

格相同的情况，按以下规则确定拟中选资格及中选顺序。

（1）2019 年在河南省医药采购平台配送数量多的产品优先中选

（2）2019 年在河南省医药采购平台医疗机构采购配送覆盖率高的产品优先中选。

 拟中选产品数

 各竞价组产品最多拟中选产品数有限制。不保证所有分组一定有中选结果。若某分组无中选结 果，组织专家将该分组的约定

采购量按功能相近原则，调配到相近分组。

议价谈判确定同分组内符合申报资格的实际申报企业数为 1 家或 2 家的（同品种申报企业中，企业负责人为同一人，或存在 直

接控股或管理关系的，视为同一企业），采取议价谈判的方式，以各组河南省最低有效交易价为基准计算所有竞价拟中选产品平

均降幅，不小于平均降幅的确定为拟中选 产品；小于平均降幅的产品由专家组谈判议价，当降幅达到平均降幅及以上的确定为

拟中选产品。

符合申报条件产品数及最多拟中选产品数： 3选2； 4-5选3；6-7选4；8-9选5；10-11选6；12-13选7；14-15选8； ≥16选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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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组序号 分组 名称 注册证号 公司名称

1
单焦点散光 国械注进20163220067 人工晶状体 美国AlconLaboratories,Inc.

单焦点散光 国械注进20173221106 单件式复曲面人工晶状体 Johnson&JohnsonSurgicalVision,Inc.强生视力康公司

2

单焦点非球面非预装亲水 国械注进20143165595 人工晶状体 IntraocularLens美国博士伦公司Bausch&LombInc

单焦点非球面非预装亲水 国械注进20153162635 亲水性丙烯酸折叠式人工晶体 1stQGmbH

单焦点非球面非预装亲水 国械注进20173220160 注入式非球面丙烯酸人工晶状体系统 英国RaynerIntraocularLensesLimited

单焦点非球面非预装亲水 国械注进20173220336 人工晶状体 Lenstec（Barbados）Inc.朗思泰克有限公司

单焦点非球面非预装亲水 国械注进20173221639 亲水性丙烯酸酯非球面人工晶状体美国 AARENScientificInc.

单焦点非球面非预装亲水 国械注准20173220503 折叠式人工晶状体 河南宇宙人工晶状体研制有限公司

3

单焦点非球面非预装疏水 国械注进20153162636 疏水性丙烯酸折叠式人工晶体 1stQGmbH

单焦点非球面非预装疏水 国械注进20173221501 折叠式后房丙烯酸人工晶状体 Johnson&JohnsonSurgicalVision,Inc.强生视力康公司

单焦点非球面非预装疏水 国械注进20183221839 着色非亲水丙烯酸非球面后房人工晶状体 日本NIDEKCo.,Ltd.

单焦点非球面非预装疏水 国械注准20173220919 一件式折叠人工晶状体 无锡蕾明视康科技有限公司

单焦点非球面非预装疏水 国械注准20193161652 可折叠一件式人工晶状体 爱博诺德（北京）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4
单焦点非球面预装亲水 国械注进20153162376 人工晶状体 法国CARLZEISSMEDITECSAS

单焦点非球面预装亲水 国械注进20163221589 预装式人工晶状体 Lenstec（Barbados）Inc.朗思泰克有限公司

0116 河南省：人工晶体国产品牌昊海、爱博、蕾明视均中标，外资品牌占主要份额

数据来源：河南省医疗保障局，国泰君安证券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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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17 山东七市：采购骨科及血液透析产品，有实际采购使用的企业才能参加

数据来源：淄博医保局，国泰君安证券研究

2020年10月14日，淄博-青岛-东营-烟台-威海-滨州-德州七市采购联盟制定了本次医用耗材集中带量采购方案

 采购主体：七市（血液透析七市、骨科创伤五市）开展血液透析和骨科创伤业务的二级及以上公立医疗机构均参加

此次联盟带量采购。鼓励军队医疗机构和民营医疗机构参加。

 带量采购品种：骨科创伤类（普通接骨板及配套螺钉<国产/进口>、锁定接骨板及配套螺钉<国产/进口>、髓内钉系

统及附件<国产/进口>），血液透析类（血液过滤器、血液透析器、一次性使用透析护理包、血液透析浓缩液、一

次性透析用血液回路管）

 参与企业：在公布目录范围内，2019年1月1日至2020年8月31日，七市二级及以上公立医疗机构有实际采购使用的

本次采购品种所涉及生产企业(境外企业《医疗器械注册证》指定的全国总代理人或进口商<报关企业>视同生产企

业)均可参加

 采购量：中选耗材使用量不低于2019年整年度耗材采购量（公告公布的二级目录）的70%

 采购周期：1年

 回款周期：60天

 剩余用量：医疗机构可采购其他价格适宜的耗材。鼓励医疗机构优先使用与生产企业直接结算的中选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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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17 山东七市：通过两轮综合评审打分确定中选产品，考虑改变耗材使用习惯风险等指标

数据来源：淄博医保局，国泰君安证券研究

 产品分组：按产品属性、临床使用等情况，分普通接骨板（包一）、锁定接骨板（包二）、髓内钉系统（包三）、血

液透析相关产品（包四）四个组，各组独立开展谈判。并明确各产品2021年约定采购量。

 议价原则：评审竞价组与议价企业进行2轮面对面谈判

 第一轮谈判：

 入围企业在规定的时间内（3分钟）依次进行产品性能、临床使用、售后服务等情况介绍，评审竞价组根据企业提供

的资格文件、技术、商务文件（含样品），综合临床使用效果、价格合理等因素，进行综合比较及评选，依据第一

轮评分规则进行打分，按照得分的高低确定备选产品名单。

 备选产品入选比例为：同一型号、规格（骨科创伤以包为单位，若一种产品入选，则包内产品均入选）的产品超过

10家企业的按75%比例确定；10家及以下的按85%确定；少于等于3家的，则直接确定入选资格，进行第二轮谈判。

 第二轮谈判：

 骨科创伤：评审竞价组综合评估企业生产能力、产品覆盖率、降价幅度、医疗机构改变耗材使用习惯风险等情况，

依据第二轮评分规则对代表品进行打分并进行产品排名，按照得分由高至低顺序确定拟中选产品。若代表品拟中选，

则该企业参加本组的所有型号产品均中选，原则上其产品按代表品的相同降价幅度进行调整。

 血液透析：根据企业生产能力等指标进行打分，并进行产品排名，按照得分由高至低顺序确定拟中选产品。

 如出现多个企业得分相同的情况，则由评审竞价组进行再一轮打分。其他出现的特殊情况，由评审竞价组共同讨论

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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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17 山东七市：骨科降价平均降幅67.3%，骨科单品最高降幅达94%

数据来源：淄博医保局，央广网,，国泰君安证券研究

 结果影响：

 覆盖7市600余家医疗机构，包括93家企业骨科创伤10大类产品和血液透析8大类产品；

 骨科创伤类产品平均降幅67.3%，其中单个产品最大降幅达94%；(17200元降价至2643元）

 血液透析类产品平均降幅35.2%，单个产品最大降幅66%。

 骨科创伤类高值耗材为骨科植入耗材类的第一大细分类别，涉及厂商较多，品规繁多，目前尚未有省份或是市级联

盟进行集中带量采购，这次由淄博市牵头发起的七市联盟采购是全国第一次联盟采购体，规模大，在业内堪称省级

带量采购。

 血液透析相关产品的带量采购，产品包括血液过滤器、血液透析器、一次性使用透析护理包、血液透析浓缩液等，

类别全，覆盖面广，是全国首次实行多品种、多规格带量采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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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17 山东七市：骨科创伤产品中标企业多数为国产龙头，威高、大博中选率高

注：标红为中标上市公司

威高骨
科

大博医
疗

创生医
疗

正天医
疗

威曼生
物

强生 史赛克
优贝特
医疗

奥斯迈
医疗

航维骨
科

康力骨
科

康辉医
疗

科惠医
疗

微创医
疗

欣荣博
尔特

华森医
疗

康盛医
疗

富乐科
技

迈瑞科
技

健力邦
德

中安泰
华

中标次数 3 3 3 3 3 3 3 2 2 2 2 2 2 1 1 1 1 1 1 1 1

分普通接骨
板（包一）

√ √ √ √ √ √ √ √ √ √ √ √

锁定接骨板
（包二）

√ √ √ √ √ √ √ √ √ √ √ √ √ √

髓内钉系统
（包三）

√ √ √ √ √ √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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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 中标公司 中标产品数量

血液透析器（高通）中选结果

1 尼普洛贸易（上海）有限公司 3

2 贝恩医疗设备（广州）有限公司 2

3 苏州君康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2

4 费森尤斯医药用品（上海）有限公司 2

5 江西三鑫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3

6 山东新华医疗器械股份有限公司 4

7 成都欧赛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1

8 威海威高血液净化制品有限公司 2

血液透析器（低通）中选结果

1 贝恩医疗设备（广州）有限公司 4

2 尼普洛贸易（上海）有限公司 3

3 威海威高血液净化制品有限公司 5

4 江西三鑫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

5 苏州君康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3

6 成都欧赛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1

7 山东新华医疗器械股份有限公司 1

8 江苏苏中药业集团医药有限公司 1

No 中标公司

一次性透析使用护理包（导管）

1 威海盛洁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2 青岛卫康利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一次性透析使用护理包

1 河南省驼人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2 江西洪达医疗器械集团有限公司

3 贝恩医疗设备（广州）有限公司

4 威海盛洁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5 江西三鑫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一次性透析用血液回路管

1 贝恩医疗设备（广州）有限公司

2 张家港市沙工医疗器械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3 河南省驼人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4 威海威高血液净化制品有限公司

5 广州朗恩医疗设备有限公司

血液透析浓缩液

1 山东威高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2 河北紫薇山制药有限责任公司

3 青岛普瑞森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4 黄骅市思创医疗用品有限公司

5 天津市挚信鸿达医疗器械开发有限公司

0117 山东七市：血液透析类产品采购类型多，中标以国产产品为主，威高中标9款产品

数据来源：淄博医保局，国泰君安证券研究
注：标红为中标上市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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