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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何文英

1月 30日，长沙市住房公积金管
理委员会发布《关于明确 2023 年个
贷倍数的通知》（简称《通知》）。《通
知》明确，长沙市住房公积金的个贷
率为 79.08%，介于 75%和 80%之间，
根据有关规定，长沙市缴存职工（含
省直分中心）可贷额度按照借款人夫
妻双方住房公积金账户余额之和的
16倍计算，《通知》自 2023年 2月 1日
起施行。

对于市民较为关注的贷款额度
上限，《证券日报》记者致电询问了
长沙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中心明
确回应称：“非三孩家庭可贷额度最

高上限为 70万元，三孩家庭最高可
贷80万元。”

长期从事长沙市公积金担保业
务的伍女士在接受《证券日报》记者
采访时表示：“个贷率是公积金中心
定期要公布的一个指标，个贷率与可
贷额度通常是反比例关系，个贷率降
低，可贷额度倍数提高，公积金中心
有相关文件规定调整比例。”

记者注意到，2022年 1月份，长
沙市公积金中心也发布了《关于明
确 2022 年个贷倍数的通知》，当时
公布的个贷率为 80.89%，介于 80%
和 85%之间，可贷额度为借款人夫
妻双方住房公积金账户余额之和的
15倍。

上海立信会计金融学院孙文华
博士在接受《证券日报》记者采访时
表示：“从长沙市公积金 2022 年和
2023年发布的个贷倍数通知来看，这
是常规动作，年初公积金中心根据个
贷率处于的比例区间来调整相应的
个贷倍数。个贷率出现下滑，与买房
意愿下降不无关系。”

“公积金贷款比商业贷款利率更
低，购房者通常会优先考虑公积金贷
款或者公积金与商业贷款的组合贷，
因此公积金贷款个贷率的下降客观
上也折射出过去一年房地产成交的
低迷情况。”孙文华说道。

在疫情防控措施优化、经济快速
复苏的预期下，房地产市场会否迎来

转机成为业界关注的焦点。对此，克
而瑞地产研究专门针对春节返乡人
群做了相关调研。调研结果显示，购
房者购房意愿有所回升但观望情绪
依然浓厚。

根据克而瑞地产研究的调研报
告，有春节置业计划的客户占比不到
两成。不过，客户短期购房意愿较去
年有明显提升，半年内有购房计划的
客群比例接近五成，较去年上升了 9
个百分点。

“这个调研结果在意料之中，受
疫情等因素影响，购房者的购买力有
所降低，风险意识相应提升，加上‘买
涨不买跌’的心理，房地产市场仍待
进一步复苏。”孙文华表示。

长沙公积金中心细解“贷款额度上限”
三孩家庭最高可贷80万元

本报记者 贺 俊
见习记者 熊 悦 张 安

1月30日，北京市医疗保障局公布
了新冠治疗药品先诺特韦片/利托那
韦片组合包装（商品名“先诺欣”）首发
报价。

公告显示，首发报价为750元/盒，
含税出厂价格（或进口到岸价格）为
705元/盒至720元/盒，其中原料药成本为
334.53元。该药规格为先诺特韦片
0.375g/利托那韦片0.1g，一盒为一个疗程。

先声药业相关人士告诉《证券日
报》记者：“在获批后我们立即投产，为
此配置了一个原料药厂+两个制药基地
（均通过欧盟GMP认证以及美国FDA认
证）。初期产能会有一个爬坡过程，等
稳定后，预计年产值千万人份，真正进
入流通环节大概还需要2周时间。”

5款新冠口服药获批上市

经记者梳理，目前国内已经获批
上市的新冠口服药共有5款，包括3款
国产新冠口服药和2款进口新冠口服
药，初步形成了“3+2”市场格局。分别
为真实生物的阿兹夫定、君实生物的
民得维、先声药业的先诺欣、辉瑞的
Paxlovid以及默沙东的莫诺拉韦胶囊
（Molnupiravir）。此外，日本盐野义的
新冠口服药Xocova已向国家药监局递
交了新药上市许可申请。

巨丰投顾高级投资顾问游晓刚对
记者表示：“未来，国内新冠口服药市场
竞争将聚焦在药效上。对于还在研发
阶段的药企来说，后期市场仍然存在机
会，但在药效上要争取获得竞争优势。”

先诺欣于今年1月29日获得国家
药监局附条件批准上市，为首款国产
3CL抗新冠创新药，与进口的辉瑞新冠
口服药Paxlovid属于同一靶点机制。
一同获批上市的还有君实生物的氢溴
酸氘瑞米德韦片（商品名“民得维”）。

根据先声药业于1月29日发布的公
告，先诺欣用于治疗轻中度新冠病毒感
染的成年患者。在安全性方面，该药在
中国轻中度新冠患者中安全耐受性良
好。公告称，相关研究的详细数据未来
预计在学术期刊或会议上予以公布。

从药物靶点机制来看，获批上市
的5款新冠口服药均集中在3CL蛋白酶

和聚合酶（RdRp）两大主流靶点。其
中，先诺欣和Paxlovid同为3CL蛋白酶
抑制剂；阿兹夫定、民得维、莫诺拉韦
则为RdRp抑制剂。

在价格方面，先诺欣的首发报价
对照了奈玛特韦片/利托那韦片（Pax⁃
lovid）、莫诺拉韦胶囊（利卓瑞）、阿兹
夫定片三款已获批上市的新冠口服
药。根据先声药业提供的对照药品的
疗程费用，先诺欣的价格要高于国产
阿兹夫定，同时明显低于两款进口新
冠口服药。

国产创新药提速

除了已经获批的三款国产新冠口
服药，目前国内仍有多家药企正在推
进研发进程。

对此，海南博鳌医疗科技有限公
司总经理邓之东向《证券日报》记者表
示，目前国内新冠口服药市场竞争加
剧，未来还将有更多的新冠治疗药物
上市，降价是时间问题。以先诺欣为
例，其与Paxlovid虽然同属3CL蛋白酶
抑制剂，但因自动化生产程度高，原材
料和人工成本低，所以综合成本和价
格更低。

业内人士向《证券日报》记者表
示，国内目前有多款新冠口服药物获
批，证明了国产药企创新能力的长足
进步。根据麦肯锡数据，我国目前已
处于全球创新药研发第二梯队。

“更多公司参与医药创新研发有利
于形成良性竞争，打破依赖进口药物的
局面。”上述业内人士表示：“而且国产
药品价格更亲民，有利于提升国产药品
的可及性，减轻患者的支付负担。”

从政策层面来看，近年来，国家持
续鼓励药企创新，此前，国家药监局相
关负责人就《“十四五”国家药品安全
及促进高质量发展规划》（简称《规
划》）接受媒体采访时曾明确指出，《规
划》对具有明显临床价值的创新药，符
合条件的予以优先审评审批。加大对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治疗药物研发的指
导，及时跟进创新研发进展，对符合标
准要求的药物第一时间纳入应急审批
通道。

在2022年国家医保药品目录准入
谈判中，24种国产重大创新药品被纳
入谈判，其中20种药品谈判成功。

新获批国产新冠口服药先诺欣
预计2周后进入市场

本报记者 龚梦泽

1月30日，小鹏汽车宣布长城汽车
前副董事长、总经理王凤英已被任命
为公司总裁，将全面负责公司的产品
规划、产品矩阵以及销售体系。

年轻的小鹏汽车是造车新势力，
而长城汽车的军事化管理风格使其在
传统车企中成为颇为独特的存在。两
家企业的“交融”引发市场关注。

“我们期待她（王凤英）的加入能
够给‘智能化+汽车’的融合带来更多
不一样。”何小鹏表示，今后的5年是全
自动驾驶汽车的5年，更远的10年是无
人驾驶汽车的10年，小鹏汽车将继续
坚定地践行智能化战略。

“车圈铁娘子”出任总裁

被业界称为“车圈铁娘子”的王凤英
1991年加入长城汽车，这30多年间，她从
一线销售成长为公司的“二号人物”，见
证了长城汽车从一家保定小修理改装厂
发展为自主品牌领头羊的历程。

去年10月份，离开长城汽车的王
凤英曾与里斯咨询中国合作推出了一
份《全球新能源汽车品类趋势研究报
告》。在报告中，针对小鹏汽车，王凤
英和她的团队指出了两大隐患：其一，
缺乏清晰的主干品类，无法回答“我是
谁”。车型价格覆盖15万元-40万元区
间，产品认知模糊，难以在消费者心中
建立品类感；其次，小鹏汽车的智能特
性不够明显，也没有形成壁垒和差异，
同样难以建立起消费者认知。

“早期的小鹏在智能座舱、辅助驾驶
方面具有一定优势，可用户的感知究竟
有多深，愿意为之买单的消费者又有多
少，很难得到乐观的答案。王凤英的加
入或意在补足小鹏汽车在定位上的短
板，并建立起高效的营销体系。”中国新能
源汽车产业创新联盟理事高云鹏表示。

刚刚过去的2022年，小鹏汽车累
计交付新车12万辆，尽管同比上涨
23%，但在新势力“五虎”中增速垫
底。下半年销量的持续下滑叠加新车

型G9发布失利，直接引发了小鹏在去
年年底的内部大调整。此外，2022年
前三季度，小鹏汽车累计亏损67.78亿
元，同比大幅扩大。在此背景下，小鹏
汽车2022年股价大跌80%以上。

互联网造车与传统车企加速融合

目前，我国新能源汽车渗透率逼
近30%，造车新势力们已完成了从“初
生”到“奔跑”的蜕变。蔚小理均已成
立超8年，业内普遍认为，这些不那么
新的“新势力”需优化调整组织模式。

对于小鹏汽车而言，从G9上市风
波后，小鹏汽车便已开始调整组织架
构，建立五大虚拟委员会组织（战略、
产规、技术规划、产销平衡、OTA委员
会）和三个产品矩阵组织（E、F、H平台
产品矩阵），新设立财经平台，以提升
成本费用管控的精细化水平和财务体
系的合规能力。

据《证券日报》记者了解，近期小
鹏汽车的高层人事也有所变更。2022
年末，小鹏汽车联合创始人、总裁夏珩
辞去公司董事会执行董事职务；小鹏
汽车前副总裁、品牌公关总经理李鹏
程被曝加盟阿维塔。除了官宣出任总
裁的王凤英之外，吉利系前高管易寒
确认入职小鹏汽车，负责市场营销和
公关传播工作。

“2022年给了我们很好的反思机
会，也有时间去进行稳定有序的调
整。公司重新考虑了未来5年的规划，
今年也会继续调整组织体系。”据何小
鹏透露，从2023年开始，小鹏汽车将减
少之后产品的SKU数量，让软件贡献
更多利润，力争在2025年实现经营利
润转正（最低综合毛利率达17%），并
在2027年实现120万辆的销量规模。

在高云鹏看来，把原传统车企二
把手招至麾下表明了小鹏汽车求变的
决心。“小鹏汽车董事长、CEO何小鹏
是典型的‘技术控’，王凤英的到来能
帮助公司快速梳理在市场营销等方面
的策略，形成公司高层的明确分工和
有效互补。”

长城汽车前高管加盟小鹏汽车
“融合”效应备受关注

本报记者 彭 妍

春节过后，下调首套房贷利率下
限的城市继续增加，且相关城市多为
省会城市和新一线城市。近日，《证
券日报》记者从福州、郑州、天津多家
银行处获悉，上述城市已经下调首套
住房贷款利率下限，有的城市下调至
3.7%。

东方金诚研究发展部王青对《证
券日报》记者表示，今年一季度乃至
上半年，会有更多符合条件的城市下
调首套房贷利率下限，这将为推动楼
市企稳回暖积蓄能量。

多地下调首套房贷利率下限

在首套住房贷款利率政策动态
调整机制下，近日，下调首套房贷款
利率下限的城市陆续增加。例如，珠
海某国有大行个贷经理对《证券日
报》记者表示，已接到正式通知，首套
房贷款利率最低可按3.7%执行。厦
门某银行支行工作人员表示，“这几
天刚接到下调通知，首套房贷款利率
自4.1%降至3.8%。”

除此之外，沈阳和郑州均下调了
首套房贷款利率。记者从沈阳多家
银行获悉，自2月1日起至4月1日，沈
阳大部分银行首套房贷利率将下调
至3.9%，已有个别银行提前执行。郑
州多家银行工作人员告诉《证券日
报》记者，“已于近日收到利率调整消
息，调整后首套住房贷款利率（商贷）
由4.1%降至3.8%，但部分银行还在等
待正式的执行通知。”

在今年春节前，已有唐山、太原、
丽水、九江，以及广东省的珠海、江门、
肇庆、中山、惠州、湛江、韶关、云浮等
城市接连下调了首套房贷利率。根据
中指研究院不完全统计，2023年新调
整利率下限的城市接近20个，包括郑

州、天津、福州、沈阳、厦门等。
1月5日，央行、银保监会下发关

于建立首套住房贷款利率政策动态
调整长效机制的通知，根据该通知，
新建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和同比
连续3个月均下降的城市，可阶段性
维持、下调或取消当地首套住房贷
款利率政策下限。

值得注意的是，此前落实首套
住房贷款利率政策动态调整机制的
城市主要集中在三四线城市，而此
次珠海、厦门、沈阳、福州、郑州等城
市也先后对首套房贷利率开启动态
调整。

王青对记者表示，近期首套住房
贷款利率动态调整的城市从三四线

扩大到部分二线以及新一线城市，表
明更多高能级城市希望从需求端发
力提振房地产市场。

房贷利率政策多次优化调整

近半年来，首套房贷利率政策多
次调整优化。2022年5月份，中国人
民银行、银保监会联合发文称，对贷
款购买首套住房的家庭，个人住房贷
款利率下限调整为不低于相应期限
贷款市场报价利率减 20个基点。
2022年9月份，中国人民银行、银保监
会发布通知，阶段性放宽部分城市首
套住房贷款利率下限。2023年1月
份，首套住房贷款利率政策动态调整

机制正式建立。
诸葛找房数据研究中心高级分

析师关荣雪表示，近半年来房贷利率
政策持续优化调整，对于市场信心及
交易端的促进作用是显著的。

王青认为，当前居民房贷利率仍
相对偏高，具备一定下调空间。在经
历了2022年的持续下调后，多地房贷
利率已降至5年期以上LPR报价决定
的最低值附近。为推动房贷利率进
一步下行，建议适时下调5年期以上
LPR报价。近两月，5年期以上LPR报
价仍有可能单独下调0.1个至0.15个
百分点，进而带动包括首套房贷利率
在内的居民房贷利率更大幅度下调，
推动楼市出现趋势性回暖势头。

首套住房贷款利率动态调整机制显效
近20城下调利率下限

本报记者 邢 萌

1月份，A股上市公司赴欧洲发行
GDR（全球存托凭证）热情持续，不仅
参与公司数量越来越多，项目进展也
频频刷新。

1月31日，百克生物发布公告称，
拟发行GDR并在瑞交所上市。记者梳
理相关上市公司公告发现，1月份共有
20家上市公司披露GDR项目相关进
展。其中，6家上市公司筹划GDR项
目，14家公司更新GDR项目状态。

受访专家表示，受利好政策影响，
去年已有多家上市公司成功实现GDR
上市，今年GDR有望成为上市公司境
外融资主渠道之一。此外，随着资本
市场双向开放程度不断提高，也将吸
引优质境外企业来华发行CDR（中国
存托凭证）。

6家新成员选定瑞交所

进入2023年，赴欧洲GDR上市队伍
再度扩容，1个月里已纳入6名新成员。
除了前述的百克生物，新天绿能、康希

诺、四川路桥等5家上市公司均于1月份
表示，拟发行GDR并在瑞交所上市。

华鑫证券首席策略分析师严凯文
对《证券日报》记者表示，这对上市公
司而言，可以充分利用国内资本市场
改革开放的有利时机，与境外资本市
场实现对接，助力公司国际化发展。

从上市公司发行GDR的目的来
看，通常是为了拓宽境外融资渠道，满
足国际业务发展需要。如百克生物
称，公司发行GDR募集资金在扣除相
关发行费用后，拟用于公司研发、生产
和商业化能力的建设，进一步深化公
司国际化布局。

“上市公司发行GDR有助于加快
促进企业国际业务增长，加强技术创
新与产品研发投入，深化全球战略布
局，提升企业品牌形象及全球影响
力。”花旗银行存托凭证业务中国区负
责人徐科珍对《证券日报》记者表示。

与此同时，1月份有14家上市公司
的GDR项目取得新进展，距离发行上
市更近一步。具体来看，14家中5家的
GDR项目获瑞交所监管局附条件批
准，8家项目获证监会受理，1家项目获

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记者注意到，上述14家公司中，包

括盛新锂能、天赐材料等多家锂电龙
头企业。此前成功实现GDR上市的公
司中，杉杉股份、格林美、国轩高科等
公司也均来自锂电行业，且颇受海外
资本青睐。例如，格林美GDR发行认
购获全球超过50家机构投资者参与，
认购额度为计划发行额度的261%。

香港国际新经济研究院执行董事
付饶对《证券日报》记者表示，目前来
看，不少锂电龙头企业发行GDR，获得
众多优质海外机构投资者的认购，得
到了境外投资者的认可，预计今年
GDR将持续升温，成为上市公司境外
融资主渠道之一。

严凯文认为，作为上市公司境外融
资的重要渠道，GDR融资会获得越来越
多上市企业关注，今年发行GDR的上市
公司数量将会呈现稳步上升趋势。

东向业务引业界期待

自去年互联互通存托凭证业务新
规发布后，先后有明阳智能、科达制

造、杉杉股份等10家上市公司GDR成
功登陆欧洲证券市场。与此同时，关
于东向业务的发展，监管部门也释放
出积极信号。

去年12月份，监管部门多次表态，
吸引境外优质上市公司来华发行
CDR。去年12月初，深交所副总经理唐
瑞在第四届外滩金融峰会上表示，欢迎
海外企业“走进来”，支持来深交所发行
融资型CDR，发挥区位优势，拓宽双向
融资渠道；去年12月底，上交所官网发
文称，将继续优化互联互通机制安排，
加强与全球主要证券市场的合作，吸引
境外优质上市公司来上交所发行CDR。

严凯文表示，监管部门欢迎海外
企业“走进来”。互联互通存托凭证东
西向业务的打通，对于资本市场的双
向开放意义重大。境内外资本可以更
加方便地流动，从而提高市场效率，加
强国际合作。

付饶表示，随着互联互通相关制
度安排不断完善，将进一步便利境内
外投资者跨境投资，促进企业跨境融
资，并吸引境外优质上市公司来华发
行CDR。

赴欧洲GDR融资继续升温
20家公司发布项目进展情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