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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保局发文推进医疗保障标准化工作，医
保资金使用效率有望进一步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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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保局发文推进医疗保障标准化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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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月 27 日，国家医保局发布《医疗保障标准化工作指导意见》，提出到 2020 年，
在全国统一医疗保障信息系统建设基础上，逐步实现疾病诊断和手术操作等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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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信息业务编码标准的落地使用；而在前期重点开展医保疾病诊断和手术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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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疗服务项目、药品、医用耗材 4 项信息业务编码标准的测试使用，为剩余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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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信息业务编码标准的实施提供经验。同日，
“医保业务编码标准动态维护”窗
口在医保局官网上线试运行，标志着国家医疗保障信息平台正式落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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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国内医保基金由全国近 400 个统筹区自行管理，因此医保信息系统也是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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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统筹区自行建设，实行封闭管理。这就造成了全国医保系统标准不统一、数

执业证书编号：S0490518060002

据难以分享的现状。医保局无法获得全国层面甚至区域层面的大数据，无法通
过大数据分析来找出医保运行的问题并出台针对性的解决方案。在当前国家医
保基金运行压力加大的背景下，推进医疗保障标准化工作的迫切性日益凸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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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动 4 项信息业务编码标准工作，代表着医保局迈出了医保标准化工作的重要
一步。未来，国家医保局或将利用医保信息平台强化医保基金管理，推出更多
提升医保基金使用效率的政策，保障医保基金稳定运营。



投资建议
我们认为，医保局所代表的“支付方”角色的回归和强化，是当下和未来一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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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期内影响国内医药产业运行和医药板块投资逻辑的最关键变量。站在当下的
时点，展望未来三至五年周期，我们认为行业投资逻辑的以下变化值得关注：1）
产品盈利能力与其壁垒能否匹配，成为判断投资价值的先决条件；2）部分仍具
备较清晰成长性的赛道，或将赢得资金进一步的青睐；3）压力锻造更具全球竞
争力的产业未来。
虽然行业面临医保控费压力，但在刚需拉动下，医药行业长周期的优质成长性
并不会发生变化。建议优选部分成长性仍较为清晰的赛道，继续对医药板块进
行重点配置，具体标的有：1）代表行业科技未来的创新药及其配套产业链，恒
瑞医药、贝达药业、凯莱英等；2）中国医药制造对全球市场份额的抢占，特色
原料药和制剂出口板块，普利制药等 ；3）部分仍具有较好渗透率提升潜力的
5599

偏消费属性产品，片仔癀、云南白药等；4）大型国产医疗设备、POCT、第三
方实验室领域的领军公司，迈瑞医疗、万孚生物、开立医疗、金域医学等；5）
医疗服务和药店领域的龙头企业，爱尔眼科、益丰药房、老百姓等。

风险提示： 1. 医保控费压力大于预期；
2. 药品、器械降价幅度大于预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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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保局发文推进医疗保障标准化工作，医保资金
使用效率有望进一步提升
6 月 27 日，国家医保局发布《医疗保障标准化工作指导意见》，意味着我国统一的医保
信息系统建设正式计入实施阶段。
《意见》指出建立全国统一的医疗保障标准化体系的阶段目标，即“到 2020 年，在全
国统一医疗保障信息系统建设基础上，逐步实现疾病诊断和手术操作等 15 项信息业务
编码标准的落地使用。“十四五”期间，形成全国医疗保障标准清单，启动部分医疗保
障标准的研究制定和试用完善。”
图 1：15 项信息业务编码标准

资料来源：国家医保局, 长江证券研究所

对于 15 项信息业务编码标准的落地实用，
《意见》指出要分步完成，
“前期重点开展医
保疾病诊断和手术操作、医疗服务项目、药品、医用耗材 4 项信息业务编码标准的测试
使用，及时总结经验做法，为其余 11 项信息业务编码标准的全面实施提供可行经验和
示范引领”
。
《医保疾病诊断和手术操作、药品、医疗服务项目、医用耗材四项信息业务
编码规则和方法》附在《意见》中同时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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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医保疾病诊断和手术操作编码结构

资料来源：国家医保局, 长江证券研究所

图 3：医疗服务项目编码结构

资料来源：国家医保局, 长江证券研究所

图 4：药品编码结构

资料来源：国家医保局，长江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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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医用耗材编码结构

资料来源：国家医保局, 长江证券研究所

同日，“医保业务编码标准动态维护”窗口在国家医疗保障局的官方网站上线试运行，
标志着国家医疗保障信息平台正式落地，15 项信息业务编码标准之中的“疾病诊断和
手术操作”
、
“药品”
、
“医疗服务项目”和“医用耗材”4 项医保信息业务编码率先上线。
图 6：“医保业务编码标准动态维护”窗口于 2019 年 6 月 27 日上线试运行

资料来源：国家医保局, 长江证券研究所

此外，医保局还在当日发布了《关于开展医保药品、医用耗材产品信息维护的通知》，
要求各药品、医用耗材企业登录国家医保局官网的“医保业务编码标准动态维护”窗口，
对产品信息进行数据维护，指出“2019 年 6 月 30 日（含）以前经国家药品监督管理部
门批准上市的药品和各级药品监督管理部门注册、备案的单独收费医用耗材，应于 2019
年 9 月 30 日前完成相关产品信息维护工作”
。
早在成立之初，医保局就将医保信息化和标准化作为重点工作任务之一，积极讨论设计
相关工作方案，随后启动了信息化平台招标和医疗保障信息化建设试点工作，并于近日
正式上线“医保业务编码标准动态维护”窗口试运行。医保局的系列行动体现出对医保
标准化工作的高度重视，以及对现有医保信息系统进行改进的迫切性。
请阅读最后评级说明和重要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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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国家医保局自成立以来持续推进医疗保障标准化工作
时间

主要工作
医保信息化工作启动会上，胡静林局长提出：明确医保信息化工作的总体思路，部署下一步推进医保信息化和标准化的工

2018年7月24日

作任务，要求顺时应势、主动作为，努力开创医保信息化工作新局面，更好地发挥信息化在医保工作中的支撑和引领作用。
胡静林局长主持召开医保信息化业务标准专家座谈会，研究讨论医保业务标准化体系、疾病诊断、诊疗项目、药品、耗材

2018年8月24日

等医保业务标准制定工作思路和工作安排。
国家医保局发布了《关于开展医疗保障信息化建设试点工作的通知》
，确定天津等16个省（直辖市）为医疗保障信息化建
设试点地区；提出2019年底前，试点地区要完成医疗保障业务网络与国家医疗保障网络的联通对接，逐步实现4项信息业

2019年3月

务编码标准的落地使用；2020年底前，试点地区要基本完成省级医疗保障信息平台建设并与国家平台对接运行，实现15
项信息业务编码标准落地使用。
国家医保局发出公开招投标公告，明确提出2019年度的信息平台招标包括业务应用软件项目等五大项目，业务应用软件项

2019年3月下旬

目涵盖9个工程包（全面覆盖药品耗材招标采购、异地就医等）。
召开了全国医疗保障信息化建设试点启动会，启动实施医疗保障信息化建设试点工作，要求各试点地区要按照国家试点工

2019年4月1日至2日 作总体部署，聚焦夯实试点工作基础、推进编码标准落地、建设本地信息平台和推广应用全国平台等四个关键环节，扎实
做好医疗保障信息化建设试点工作
“医保业务编码标准动态维护”在国家医疗保障局的官方网站窗口上线试运行，标志着国家医疗保障信息平台正式落地，
2019年6月27日

、“医疗服务项目”和“医用耗材”4项医保信息业务编码
15项信息业务编码标准之中的“疾病诊断和手术操作”、“药品”
率先上线。

资料来源：国家医保局，中国医疗保险，长江证券研究所

由于国内医保基金由全国近 400 个统筹区自行管理，因此医保信息系统也是由各统筹区
自行建设，实行封闭管理。这就造成了全国医保系统标准不统一、数据难以分享的现状。
医保局无法获得全国层面甚至区域层面的大数据，无法通过大数据分析来找出医保运行
的问题并出台针对性的解决方案。在当前国家医保基金运行压力加大的背景下，推进医
疗保障标准化工作的迫切性日益凸显。
启动 4 项信息业务编码标准工作，代表着医保局迈出了医保标准化工作的重要一步。未
来，国家医保局或将利用医保信息平台强化医保基金管理，推出更多提升医保基金使用
效率的政策，保障医保基金稳定运营。
2018 年 5 月，医保局成立标志者医药行业“支付方”角色的回归。我们认为，医保局
所代表的“支付方”角色的回归和强化，是当下和未来一定周期内影响国内医药产业运
行和医药板块投资逻辑的最关键变量。
“4+7”带量采购、医保基金专项核查、治理高值
医用耗材的改革方案……各项已落地或正在拟定的政策，无不让医药产业界和资本市场
切实感知到“支付方”的影响力。
客观而言，“支付方”优化资金使用效率的需求，与医药企业追求盈利的需求，存在着
一定的博弈。这也使得从去年下半年开始，随着医保局各项改革措施的落地，医药板块
出现了较大幅度的波动。站在当下的时点，展望未来三至五年周期，我们认为行业投资
逻辑的以下变化值得关注：
1） 产品盈利能力与其壁垒能否匹配，成为判断投资价值的先决条件
过去，医药行业许多优质企业在业绩持续快速增长的过程中，形成了较为稳定的估值体
系。而在目前的产业环境中，如果企业业务的盈利能力与其壁垒无法匹配，一旦控费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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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波及其产品，盈利的稳定性和持续性就可能会被打破，并可能带动估值体系的重构。
因此，我们认为现阶段对于企业的业务壁垒需要给予更大的重视，避免落入估值陷阱。
2） 部分仍具备较清晰成长性的赛道，或将赢得资金进一步的青睐
我们认为，尽管面临一定的控费压力，但医药行业规模长期较快增长的大趋势仍然非常
明确。因此，控费措施带来的更多的是行业内部结构性的变化，部分领域承压，另一部
分领域兴起。现阶段，我们认为创新药及配套产业链、特色原料药及制剂出口、大型医
疗设备和 POCT、医疗服务和药店等赛道的成长性和投资潜力仍非常值得期待。
3） 压力锻造更具全球竞争力的产业未来
而从长周期来看，我们认为“付费方”压力的存在，也将督促医药行业上升至更健康的
状态。随着许多领域销售重要性的弱化，企业势必将更加重视技术沉淀，更加重视产品
疗效和质量的突破。假以时日，无论是在创新药还是仿制药等领域，我们都看好具备国
际竞争力的中国制药巨头的出现。
虽然行业面临一定的控费压力，但在刚需拉动下，医药行业长周期的优质成长性并不会
发生变化。建议优选部分成长性仍较为清晰的赛道，继续对医药板块进行重点配置，具
体标的有：
1）代表行业科技未来的创新药及其配套产业链，恒瑞医药、贝达药业、凯莱英等；
2）中国医药制造对全球市场份额的抢占，特色原料药和制剂出口板块，普利制药等 ；
3）部分仍具有较好渗透率提升潜力的偏消费属性产品，片仔癀、云南白药等；
4）大型国产医疗设备、POCT、第三方实验室领域的领军公司，迈瑞医疗、万孚生物、
开立医疗、金域医学等；
5）医疗服务和药店领域的龙头企业，爱尔眼科、益丰药房、老百姓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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