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2年全球健康
医疗行业年中展望

由于健康医疗业在新冠肺炎预防、诊
断和治疗方面的突破性创新，使疫情
逐步转为区域性流行病阶段。随着我
们进入下半年，我们将面临通胀显著
上涨、供应链持续中断以及地缘政治
不确定性极高的问题。面对这些挑战，
我们继续分散投资、注重风险，并专
注于我们所投资公司的基本面。

谢红鹰博士
首席基金经理

贝莱德健康科学团队
300亿美元资产管理规模

9名投资专业人士
7个科学学位

截至2022年6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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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来源︰Factset，截至2021年12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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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不确定环境下展现稳健性

2022年上半年的波动特别显著。利率上升、
通胀持续和地缘政治不确定性的各种宏观经
济压力令市场受到挑战。随着投资者更加关
注能源价格上升和更多供应链限制造成的影
响，俄乌事件进一步加剧对宏观经济的担忧。

然而，面对这些不利因素，健康医疗板块表
现相对稳健，该板块在2022年上半年的表现
优于大盘，实现-10.3%回报，而全球股票的
回报为-20.2%。

这种相对稳健性在健康医疗业相当普遍，因
为从历史上看，健康医疗板块在大部分时间
里，服务和产品需求较为恒定，相对不受宏
观经济压力的影响。

当然，面对市场波动性的显著增加，健康医
疗板块并非完全不受加息、供应链问题和地
缘政治紧张局势的影响。

零部件短缺对于医疗设备的生产流程产生冲
击，这对医疗科技公司的利润状况或造成负
面影响。

医疗设施和设备板块也受到影响，过去受益
于新冠疫情相关资金的医院面临护理人员短
缺和劳动力成本增加的挑战。

相比之下，制药公司、大型生物科技公司以
及分销商等服务供应商的相对估值具吸引力，
可能为投资者提供稳定的正回报。

主要包括美国大型保险供应商的管理型护理
行业在通胀环境下也有良好表现。虽然通胀
压力可能导致保费随着时间而增加，但对保
险服务的结构性需求保持不变，并加强了该
行业的稳健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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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医疗行业在股票回撤时的表现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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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信息来源︰贝莱德、晨星，凑整至最接近的百分比，当前数据

截至2022年6月30日
2信息来源︰Factset和贝莱德，1939年8月 - 2021年8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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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示数字与过去的业绩有关。过去的业绩并不是当前或未来业绩的可靠指标。指数回报仅用于说明目的。指数绩效回报不反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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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疗保健的创新发展

虽然医疗保健业在过去两年的关注重点在于
新冠疫情，但疫情并未影响该行业的不断发
展和创新，科学领域亦取得重大进展，开发
了新技术和疗法，改善患者的治疗效果。

肿瘤学

癌症治疗领域继续快速发展，但应用率甚低。
疫情期间患者就医意愿较低使得肿瘤确诊率
明显降低，肿瘤学家报告的病例数量比疫情
前水平低20-29%。这种延迟检测确诊可能
会在未来几年持续产生影响。研发方面，技
术突破使疗效水平达到历史新高，2021年有
30种新型癌症治疗方法在全球范围内获批准
使用。创新治疗方案持续增加，68%的肿瘤
学在研产品由新兴生物制药公司研发，比10
年前增长45%。1

阿斯利康（ AstraZeneca ）和第一三共
﹙Daiichi Sankyo﹚共同研发的Enhertu在
2022年上半年获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FDA﹚批准，标志着乳腺癌治疗取得里程
碑式的进展。Enhertu应用了抗体药物偶联
技术﹙ADC﹚，相比传统偶联技术，该药物
能将患者的疾病扩散或死亡风险降低72%。2

有证据显示，Enhertu的应用范围或可扩大
至乳腺癌以外的领域，有可能以比传统化疗
更加有效地治疗其它类型的肿瘤。

糖尿病的发展

糖尿病是一种相当普遍的全球疾病，目前每
十个人就有一人的身体调节和使用糖的方式
出现障碍。FDA在今年批准了礼来﹙Lilly﹚
研发的Mounjaro，这是第一种抗击2型糖尿
病的GIP和GLP-1受体的药物。除了调节血
糖水平的革命性方法外，Mounjaro也能带来
显著瘦身的好处。这两种疗效的结合可能是
抗击糖尿病的有力武器。医疗设备方面，连
续血糖监测仪﹙CGM﹚的普及程度有所增加。
目前，80%的1型糖尿病患者使用连续血糖
监测仪，相比之下，此比例在2018年为
38%3。随着几种新的连续血糖监测仪处于研
发阶段，有关领域将带来增长机会。

医疗保健科技

虽然医疗保健科技行业已取得创新成果，但
在利用技术改进产品和服务方面仍面对漫漫
长路。其中，人工智能﹙AI﹚在临床试验、
制作基因图谱和机器人辅助手术中的应用不
断增加。最先在临床研发中应用AI工具的公
司指出，机器学习算法识别生物标记物和了
解新疾病的速度比人类病理学家快30%4。协
助临床医生研开发更全面治疗方案的人工智
能技术也处于研发阶段，患者在未来可通过
有关方案更有效地控管病情。

1IQVIA Institute︰Global Oncology Trends 2022
2阿斯利康新闻稿，2022年6月
3Diatribe Foundation，2022年
4BioSpace，2021年12月

过去5年，美国推出了83种治疗癌症的新药，当

中许多药物获批准应用于多种用途1

肿瘤学试验总数在2021年达到历史新高，比

2020年增加25%1

以上提述的公司名称仅作说明用途，并不构成对有关公司的投资意见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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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疫情更新

为了应对疫情，各方快速研发和分配信使核糖核酸﹙mRNA﹚和病毒载
体疫苗，并在医疗层面上取得革命性的成功。全球迄今为止已接种近
120亿剂新冠肺炎疫苗，每天新增的接种数量为700万剂。截至6月，
全球61%的人口已完全接种疫苗1，情况较一年前有更大好转。

疫苗

新冠肺炎疫苗研发在今年继续取得进展，目前有超过122种新冠病毒疫
苗处于临床研发阶段2，49款处于最后试验阶段。这些在研疫苗有可能
在疫苗加强针市场上形成引发竞争。新疫苗的目标是延长免疫效果、应
对新出现的变异毒株，并减少对专业储存设备的需求。

诊断市场风起云涌

2020年3月，首款应用CRISPR的产品获FDA紧急批准使用，这是一款
新冠肺炎诊断测试产品，可在一小时内得出测试结果。两年后，领先的
医疗科技公司开发了数十种不同的诊断解决方案。从10分钟血液测试
到居家快速抗原拭子，检测公司不断创新，以提供更高效、更准确的新
冠肺炎检测方法。由于旅游、工作场所和学校经常需要检测，预计短期
内对新冠肺炎诊断测试的需求可能会持续。

抗病毒口服疗法

针对新冠肺炎的有效抗病毒口服疗法在2021年下半年取得进展。辉瑞
公司的蛋白酶抑制剂Paxlovid可将高危患者的住院和死亡风险降低
89%。假如我们面对毒性强劲的新变异毒株，有关疗法可能显著降低
死亡风险，同时将住院率维持在可控范围以内。

1信息来源︰Our World in Data Org。2022年6月
2信息来源︰纽约时报，2022年6月

以上提述的公司名称仅作说明用途，并不构成对有关公司的投资意见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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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展望

由于政治和经济环境持续充满不确定性，经
济衰退也有可能即将来临，我们希望在估值
具吸引力、增长稳定和中长期临床研发前景
理想的市场板块寻找机会。

药物改革

与前几一样，我们认为任何获通过的改革方
案都不大可能导致医疗保健业出现革命性变
化。截至第三季，目前可见的选项是美国民
主党有可能积极提出一项被称为“精简版”
《重建美好未来法案》的协调法案，有关法
案可能包含关于药物定价改革的提案。随着
9月30日的期限临近，我们将继续密切关注
情况。

具吸引力的入市良机

目前医疗保健业的估值仍然吸引，且低于长
期均值，相较大盘，目前1财年市盈率折价
为6%。由于其它防守型股票板块跟随近期
成长股向价值股轮动的趋势回升，相对而言，
医疗保健业的估值似乎特别具吸引力。

宏观考虑因素

由于宏观经济持续承压，经济衰退的可能性
成为投资者的首要忧虑。医疗保健业的需求
从结构上一直缺乏弹性，因此该行业在过去
7个衰退期间的表现平均领先大盘10%。1

此外，面临近期的衰退环境，医疗保健业的
盈利增长一直高于平均水平。

另外，由于医疗保健业对经济增长的依赖有
限，因此除了强大的多样性，医疗保健业还
持续受到强劲的创新及增长动力支持，为投
资者带来稳健回报。

所示数字与过去的业绩有关。过去的业绩并不是当前或未
来业绩的可靠指标。指数回报仅用于说明目的。指数绩效
回报不反映任何管理费用、交易成本或支出。指数无法管

理，投资者不能直接投资于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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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来源︰贝莱德，截至2022年6月30日
1行业经济周期分析，SPDR Americas，2019年
2信息来源︰贝莱德基本股票团队，数据来自Refinitiv，2022年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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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结

2022年上半年出现历史性的波动时期，我们需要应对宏观经济和地缘政治不利因素，也要
面对疫情的持久影响。股票投资情绪减弱导致许多投资者寻求避险，并继续从成长股轮转至
价值股。因此，医疗保健业的表现不仅受公司基本面带动，而且在很大程度上受宏观经济力
量推动。尽管如此，我们对医疗保健业在这些异常挑战下的稳健性感到鼓舞。

考虑到目前的估值，我们认为医疗保健业中能产生稳定和强劲现金流的公司提供具吸引力的
投资机遇。我们也会考虑生物科技、制药、医疗设备和医疗科技领域的创新和科技发展，以
寻找精选的增长机会。我们将继续分散投资、注意风险，并专注于我们所投资公司的基本质
素。

长远来说，支撑医疗保健需求长期增长的因素仍有可能持续。预计80岁或以上人口的数量预
计将翻三倍，由2019年的1.43亿量至2050年的4.26亿1。长期而言，人口结构转变将在未
来几十年带动医疗保健产品和服务的长期需求和增长。

分散投资和资产配置未必能全面保障投资者免受市场风险。
1联合国，世界人口展望2019

贝莱德健康科学

谢红鹰博士
基金经理

Chian Jiang，M.D.、CFA
总监

Xiang Liu博士
总监、联席基金经理

Jeff Lee
总监、联席基金经理

Queenie Cheong博士
副总裁

Ling Wang
总监

Bo Chen博士
总监

Sriram Balasuryan
副总裁

Sophia Pan博士
副总裁

贝莱德世界健康科学基金
ISIN代号：LU0122379950
以灵活和注重风险的方式投资医疗
保健板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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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披露

数据源：贝莱德，截至2022年6月30日。以上数据仅供参考说明用途并可予更改。概不保证所作的任何预测将会实现。

本文件仅供派发于合格境内机构投资者及专业投资者使用，任何其他人士不应依赖本文。本文仅作参考资料和教育用途，
在招揽或向任何人士分发属违法的任何司法管辖区，本文件幷不构成与任何证券或贝莱德基金有关的招揽。此外，亦不构
成与本文件收件人签订投资协议的要约，或透过提出签订投资协议的要约，邀请收件人作出响应。

基金的权益不得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就本文件而言，不适用于香港、澳门和台湾)境内直接或间接地要约或销售。
本文件或其中包含或援引的任何有关基金权益的信息在中国均不构成任何销售证券的要约或购买证券的要约邀请。本文件、
其中包含的任何信息或基金权益尚未，且将不会，向中国的任何有关政府机关进行提交或登记,或经任何中国政府机关批准
或核准，因此,其不得向中国的公众提供或用于与任何在中国销售基金权益的要约有关的行为。

基金权益只能由有权投资于此类基金的中国投资人投资。投资人负责自行从有关政府机关(包括但不限于:国家外汇管理局、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以及其他相关监管主体)处获得所有相关的政府审批、核准、
许可或登记(如有)，且遵守所有适用的中国法规，包括但不限于任何相关外汇管理规定和/或境外投资规定。

本文所载的基金乃贝莱德全球基金的子基金。贝莱德全球基金是卢森堡的开放式投资公司，仅可于若干司法管辖区发售。
不得于美国境内或向美国人发售贝莱德全球基金。不得于美国发布有关贝莱德全球基金的产品数据。有关上述警告的详情，
载于现有基金章程内的基金特定风险中，阁下作出投资前应仔细阅览。本文件仅供參考用途，并不构成要约或邀请任何人
士投资于任何贝莱德基金，亦非因任何有关要约而拟备。除非任何客户的个别投资管理协议列明或与管理基金有关的条文
明文规定，否则我们不会就人事、架构、政策、流程、目标或（不限于）本文所载任何其他事宜出现任何变动而作出通知。
详情请参考贝莱德全球基金章程，包括风险成份。

投资涉及风险，过往业绩幷不代表将来的表现。投资价值及收益可升可跌，幷不能保证。投资者可能无法取回原本投资金
额。货币汇率变动亦可能导致投资价值减少或增加。波幅较高的基金表现可能尤为反复，投资价值可能突然大幅下跌。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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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件可能含有「前瞻性」信息。这些信息可能包括预测、预报、收益或回报估计及可能的投资组合构成。此外，本文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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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若拟备本文件期间所作的假设出现任何转变，可能会对作为举例用途的所示投资回报构成重大的影响。

本文件幷不构成对未来事件的预估、研究或投资建议、也不应该被视为购买、出售任何证券或采用任何投资策略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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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 BlackRock, Inc. 版权所有。BlackRock®乃BlackRock, Inc., 或其附属公司在美国及其他地方的注册商标。任何其
他商标归属于其各自的所有人。

本文件仅供派发于合格境内机构投资者使用，不得对外公开（请参阅重要披露）
7

MKTGH0822A/S-2379867-7/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