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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冠确诊数短期趋高，方舱医院建设势在必行
2022 年 3 月 22 日，为了指导各地更好地建设方舱医院，国家卫健委以国务院
联防联控机制综合组名义印发了《方舱医院设置管理规范》（下文称《规范》
）
，
从方舱医院的选址、三区两通道的设置、病区的设置和管理、医护人员按照床
位的比例如何配置、信息化手段、信息的传递、污水污物的处理、隔离管理的
患者生活保障，以及整个方舱医院的安全保障等方方面面，从各个细节做了非
常详细的指导。今年 3 月份以来新冠确诊数趋高，此轮疫情新冠病毒病原体多
以奥密克戎毒株为主，传染性较强，致死率较低，患者的症状非常隐匿，表现
总体偏轻，以轻型和无症状感染者居多，占比高达 90%以上。这部分轻型患者
和无症状感染者的诊疗需要在具备一定医疗条件的集中隔离场所进行，以观察
病情变化和对症处理为主。但是由于需要隔离的人员数量在快速增加，在这种
情况下，能满足隔离和治疗需求的定点医院、隔离点的供需矛盾非常突出，因
此方舱医院的建设必要性大幅提升。
⚫ 建造方舱医院，快速收治无症状或者轻症新冠患者
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综合组要求各省现在根据疫情的形势建设或者拿出方舱医
院建设方案，保证每个省能够至少有 2-3 家方舱医院。现在全国已经建成或正
在建设的方舱医院有 33 家，分布在 12 个省的 19 个地市，其中建成的有 20 家，
在建的有 13 家，床位总计 3.5 万张。这些方舱医院主要是集中在吉林、山东、
云南、河北、福建、辽宁等地。这些已经建成的方舱医院在疫情处置过程中发
挥了非常好的快速收治无症状感染者和轻型患者的作用。同时也有效缓解了当
地医疗资源紧张以及保证正常医疗服务需求的压力。
⚫ 医疗设备、医院建设及院感控制方向有望长期受益
2020 年 5 月份，国家发改委、国家卫健委、国家中医药管理局联合发布的《公
共卫生防控救治能力建设方案》开启中国医疗新基建。我们预测十四五期间包
括三级医院新改扩、千县工程、中医妇保、方舱医院建设等将为市场带来数百
亿增量。受益方向，一是医疗设备，以方舱医院建设为例，其所需配备的医疗
设备主要包括：CT、超声、除颤仪、监护仪、输注泵、尿液分析仪、粪便分析
仪、血细胞分析仪、凝血分析仪、血气分析仪、生化分析仪、免疫分析仪等，
国产医疗设备一二线厂家将直接受益。二是医院建设及院感控制，包含医院设
计与建设、医用智能工程、医疗净化系统集成、整体解决方案供应等方向，相
关公司也将受益于此。
⚫ 受益标的
（1）医疗设备：迈瑞医疗、万东医疗、开立医疗、万孚生物、理邦仪器、安图
生物、新产业、鱼跃医疗、亚辉龙、迈克生物；
（2）医院建设及院感控制：华康医疗、新华医疗、尚荣医疗、和佳医疗、达实
智能。
⚫ 风险提示：政策推进不及预期、疫情影响生产运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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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方舱医院设置管理规范》出台，多板块受益
事件：
2022 年 3 月 23 日，为了指导各地更好地建设方舱医院，国家卫健委以国务院联
防联控机制综合组名义印发了《方舱医院设置管理规范》
（下文称《规范》）
，从方舱
医院的选址、三区两通道的设置、病区的设置和管理、医护人员按照床位的比例如
何配置、信息化手段、信息的传递、污水污物的处理、隔离管理的患者生活保障，
以及整个方舱医院的安全保障等方方面面，从各个细节做了非常详细的指导。我们
预计《规范》落地有望对国产设备一二线龙头标的及医院建设、院感控制相关公司
构成利好。
点评：
（1）新冠确诊数短期趋高，方舱医院建设势在必行
方舱医院或“方舱式”临时应急医疗救治场所是指在突发重大疫情等公共卫生
安全事件以及重大自然灾害时，为解决大量轻症患者集中收治的问题，新建或利用
既有建筑在最短的时间内改造的临时救治场所，满足“方舱式”临时应急医疗救治
场所收治患者的功能需求。今年 3 月份以来新冠确诊数趋高，此轮疫情新冠病毒病
原体多以奥密克戎毒株为主，传染性较强，致死率较低，患者的症状非常隐匿，表
现总体偏轻，以轻型和无症状感染者居多，占比高达 90%以上。这部分轻型患者和
无症状感染者的诊疗需要在具备一定医疗条件的集中隔离场所进行，以观察病情变
化和对症处理为主。但是由于需要隔离的人员数量在快速增加，在这种情况下，能
满足隔离和治疗需求的定点医院、隔离点的供需矛盾非常突出，因此方舱医院的建
设必要性大幅提升。
（2）建造方舱医院，快速收治无症状或者轻症新冠患者
综合组要求各省现在根据疫情的形势建设或者拿出方舱医院建设方案，保证每
个省能够至少有 2-3 家方舱医院。
现在全国已经建成或正在建设的方舱医院有 33 家，
分布在 12 个省的 19 个地市，其中建成的有 20 家，在建的有 13 家，床位总计 3.5
万张。这些方舱医院主要是集中在吉林、山东、云南、河北、福建、辽宁等地。这
些已经建成的方舱医院在疫情处置过程中发挥了非常好的快速收治无症状感染者和
轻型患者的作用。同时也有效缓解了当地医疗资源紧张以及保证正常医疗服务需求
的压力。
（3）基于方舱医院以及医疗新基建的推进，医疗设备、医院建设及院感控制方
向有望长期受益
2020 年 5 月份，国家发改委、国家卫健委、国家中医药管理局联合发布的《公
共卫生防控救治能力建设方案》开启中国医疗新基建。我们预测十四五期间包括三
级医院新改扩、千县工程、中医妇保、方舱医院建设等将为市场带来数百亿增量。
受益方向，一是医疗设备，以方舱医院建设为例，其所需配备的医疗设备主要包括：
CT、超声、除颤仪、监护仪、输注泵、尿液分析仪、粪便分析仪、血细胞分析仪、
凝血分析仪、血气分析仪、生化分析仪、免疫分析仪等，国产医疗设备一二线龙头
标的将直接受益。二是医院建设及院感控制，包含医院设计与建设、医用智能工程、
医疗净化系统集成、整体解决方案供应等方向，相关公司也将受益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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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受益标的
（1）医疗设备端受益标的：迈瑞医疗、万东医疗、开立医疗、万孚生物、理邦
仪器、安图生物、新产业、鱼跃医疗、亚辉龙、迈克生物等。
表1：主流国产医疗设备厂家将受益于方舱医院建设
设备

受益标的
CT

万东医疗

超声

迈瑞医疗、开立医药、理邦医疗

除颤仪

迈瑞医疗、鱼跃医疗

监护仪

迈瑞医疗、理邦医疗、宝莱特、康泰医学

输注泵

迈瑞医疗、威高股份、爱朋医疗

尿液分析仪

迈瑞医疗、爱威科技、迪瑞医疗、科华生物

粪便分析仪

爱威科技

血细胞分析仪

迈瑞医疗、帝迈生物

凝血分析仪

迈瑞医疗、九强生物、迈克生物、万孚生物

血气分析仪

理邦医疗、明德生物、万孚生物

生化分析仪

迈瑞医疗、科华生物、迪瑞医疗

免疫分析仪

迈瑞医疗、安图生物、新产业、万孚生物、迈克生物、亚辉龙、透景生
命、基蛋生物

资料来源：开源证券研究所

（2）方舱医院建设及院感控制端受益标的：华康医疗、新华医疗、尚荣医疗、
和佳医疗、达实智能。
表2：方舱医院建设及院感控制相关公司有望受益
受益标的
华康医疗

新华医疗

尚荣医疗
和佳医疗

业务介绍
公司是一家现代医疗净化系统综合服务商，致力于解决医疗感染问题，为各类医院提供洁净、安全、智能的医疗环
境，主营业务包括医疗净化系统研发、设计、实施和运维，相关医疗设备和医疗耗材的销售。
板块内核心业务为感染控制系列产品与解决方案，消毒灭菌产品与解决方案，手术器械与放化疗设备，体外诊断试
剂及仪器等。
公司主要提供以洁净手术部为核心的医疗专业工程整体解决方案，具体包括医疗专业工程(如手术室、ICU、实验室、
化验室、医用气体工程等)的规划设计、装饰施工、器具配置、系统运维等一体化服务。
公司主营业务包括：医疗设备及医用工程、医疗信息化、医疗服务、医疗金融、医院整体建设等业务板块。
公司采用最先进的云计算、物联网与大数据技术，构建统一的物联网感知层、大数据集成层与创新应用层三层技术

达实智能

体系。上述统一的物联网感知层与大数据集成层，支撑创新应用层的智慧医疗、智慧交通与智慧建筑三大业务板块
的创新应用。

资料来源：Wind、开源证券研究所

3、 风险提示
政策推进不及预期、疫情影响生产运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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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声明
《证券期货投资者适当性管理办法》
、《证券经营机构投资者适当性管理实施指引（试行）》已于2017年7月1日起正
式实施。根据上述规定，开源证券评定此研报的风险等级为R3（中风险），因此通过公共平台推送的研报其适用的
投资者类别仅限定为专业投资者及风险承受能力为C3、C4、C5的普通投资者。若您并非专业投资者及风险承受能
力为C3、C4、C5的普通投资者，请取消阅读，请勿收藏、接收或使用本研报中的任何信息。
因此受限于访问权限的设置，若给您造成不便，烦请见谅！感谢您给予的理解与配合。

分析师承诺
负责准备本报告以及撰写本报告的所有研究分析师或工作人员在此保证，本研究报告中关于任何发行商或证券所发
表的观点均如实反映分析人员的个人观点。负责准备本报告的分析师获取报酬的评判因素包括研究的质量和准确
性、客户的反馈、竞争性因素以及开源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的整体收益。所有研究分析师或工作人员保证他们报酬的
任何一部分不曾与，不与，也将不会与本报告中具体的推荐意见或观点有直接或间接的联系。

股票投资评级说明

证券评级

评级

说明

买入（Buy）

预计相对强于市场表现 20%以上；

增持（outperform）

预计相对强于市场表现 5%～20%；

中性（Neutral）

预计相对市场表现在－5%～＋5%之间波动；

减持（underperform） 预计相对弱于市场表现 5%以下。
行业评级

看好（overweight）

预计行业超越整体市场表现；

中性（Neutral）

预计行业与整体市场表现基本持平；

看淡（underperform） 预计行业弱于整体市场表现。
备注：评级标准为以报告日后的 6~12 个月内，证券相对于市场基准指数的涨跌幅表现，其中 A 股基准指数为沪
深 300 指数、港股基准指数为恒生指数、新三板基准指数为三板成指（针对协议转让标的）或三板做市指数（针
对做市转让标的）
、美股基准指数为标普 500 或纳斯达克综合指数。我们在此提醒您，不同证券研究机构采用不同
的评级术语及评级标准。我们采用的是相对评级体系，表示投资的相对比重建议；投资者买入或者卖出证券的决
定取决于个人的实际情况，比如当前的持仓结构以及其他需要考虑的因素。投资者应阅读整篇报告，以获取比较
完整的观点与信息，不应仅仅依靠投资评级来推断结论。

分析、估值方法的局限性说明
本报告所包含的分析基于各种假设，不同假设可能导致分析结果出现重大不同。本报告采用的各种估值方法及模型
均有其局限性，估值结果不保证所涉及证券能够在该价格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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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声明
开源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是经中国证监会批准设立的证券经营机构，已具备证券投资咨询业务资格。
本报告仅供开源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的机构或个人客户（以下简称“客户”
）使用。本公司不
会因接收人收到本报告而视其为客户。本报告是发送给开源证券客户的，属于机密材料，只有开源证券客户才能参
考或使用，如接收人并非开源证券客户，请及时退回并删除。
本报告是基于本公司认为可靠的已公开信息，但本公司不保证该等信息的准确性或完整性。本报告所载的资料、工
具、意见及推测只提供给客户作参考之用，并非作为或被视为出售或购买证券或其他金融工具的邀请或向人做出邀
请。本报告所载的资料、意见及推测仅反映本公司于发布本报告当日的判断，本报告所指的证券或投资标的的价格、
价值及投资收入可能会波动。在不同时期，本公司可发出与本报告所载资料、意见及推测不一致的报告。客户应当
考虑到本公司可能存在可能影响本报告客观性的利益冲突，不应视本报告为做出投资决策的唯一因素。本报告中所
指的投资及服务可能不适合个别客户，不构成客户私人咨询建议。本公司未确保本报告充分考虑到个别客户特殊的
投资目标、财务状况或需要。本公司建议客户应考虑本报告的任何意见或建议是否符合其特定状况，以及（若有必
要）咨询独立投资顾问。在任何情况下，本报告中的信息或所表述的意见并不构成对任何人的投资建议。在任何情
况下，本公司不对任何人因使用本报告中的任何内容所引致的任何损失负任何责任。若本报告的接收人非本公司的
客户，应在基于本报告做出任何投资决定或就本报告要求任何解释前咨询独立投资顾问。
本报告可能附带其它网站的地址或超级链接，对于可能涉及的开源证券网站以外的地址或超级链接，开源证券不对
其内容负责。本报告提供这些地址或超级链接的目的纯粹是为了客户使用方便，链接网站的内容不构成本报告的任
何部分，客户需自行承担浏览这些网站的费用或风险。
开源证券在法律允许的情况下可参与、投资或持有本报告涉及的证券或进行证券交易，或向本报告涉及的公司提供
或争取提供包括投资银行业务在内的服务或业务支持。开源证券可能与本报告涉及的公司之间存在业务关系，并无
需事先或在获得业务关系后通知客户。
本报告的版权归本公司所有。本公司对本报告保留一切权利。除非另有书面显示，否则本报告中的所有材料的版权
均属本公司。未经本公司事先书面授权，本报告的任何部分均不得以任何方式制作任何形式的拷贝、复印件或复制
品，或再次分发给任何其他人，或以任何侵犯本公司版权的其他方式使用。所有本报告中使用的商标、服务标记及
标记均为本公司的商标、服务标记及标记。

开源证券研究所
上海
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世纪大道1788号陆家嘴金控广场1号
楼10层
邮编：200120
邮箱：research@kysec.cn

深圳
地址：深圳市福田区金田路2030号卓越世纪中心1号
楼45层
邮编：518000
邮箱：research@kysec.cn

北京
地址：北京市西城区西直门外大街18号金贸大厦C2座16层
邮编：100044
邮箱：research@kysec.cn

西安
地址：西安市高新区锦业路1号都市之门B座5层
邮编：710065
邮箱：research@kysec.cn

请务必参阅正文后面的信息披露和法律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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