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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贷利率有变化 浮动固定哪个好
本报记者 陈果静

为个人信息

撑起“保护伞”
□ 王轶辰

本版编辑 孟 飞 温宝臣

2019年前11个月，国内汽车市场累计产销量与2018年同期相比分别下降

9%和9.1%，但同期宝马、奔驰、奥迪组成的豪华车第一阵营的销量都在增长。豪

华车市场逆势走强原因有二：一是车市已进入换购主导的消费升级阶段；二是豪华

车价格快速下探，激活了消费者购买力。专家表示，豪华车市场份额在中国汽车市

场的总体占比还将进一步提升。

在存量房贷定价转换时，购房者面临两个选择：第一，选择固定利率。

也就是说，房贷利率与当前利率水平保持不变，以后不管LPR利率怎么变

化，购房者房贷利率保持不变。第二，选择浮动利率。这意味着，房贷利率

将根据LPR变动而变化。

2019年前11月车市产销量同比下降，但3家豪华车品牌均实现正增长——

豪华车市场为何逆势走强豪华车市场为何逆势走强
经济日报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中国经济网记者 杨忠阳

2019年12月30日，国家网信办等4部门联合发布《App违
法违规收集使用个人信息行为认定方法》（简称《方法》），明确9
种行为可被认定为“未经用户同意收集使用个人信息”。《方法》
的出台，无疑为人民群众维权、监管者执法提供了有力保障。

近年来，移动互联网应用程序（App）得到广泛应用，在促
进经济社会发展、服务民生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同时，
App强制授权、过度索权、超范围收集个人信息等现象也大量
存在，违法违规使用个人信息的问题十分突出，成为全社会普
遍担忧的问题。

手机App 过度采集个人信息呈现普遍趋势。根据2018
年8月份中国消费者协会发布的《App个人信息泄露情况调
查报告》，我国个人信息泄露总体情况比较严重，在共计5458
份有效问卷中，有此遭遇的受访者占比达85.2%。

大范围个人信息泄露引发了一系列违法犯罪行为。不法
分子通过各种途径收集被泄露出去的个人信息，经过筛选分
析用户特征，从事恶意注册账号、电信诈骗甚至绑架勒索等精
准犯罪活动，严重威胁用户的生命财产安全。

个人安全意识薄弱和监管不到位是手机App引发个人信
息泄露的主要原因。一方面，消费者与手机App服务提供商
之间往往处于不对等的地位，只能同意或被迫同意格式条款
和信息获取权限；另一方面，消费者虽有自我保护意识，但缺
乏有效的保护手段，不知如何有效保护自己。

对于广大用户来说，该《方法》出台可以清晰了解App是
否在违规收集个人信息，可以有针对性地借此维护自己的权
益，并向有关部门举报，有利于增强其对网络空间的信心；对
于监管部门而言，《方法》出台对认定某个App是否构成非法
收集个人信息行为，有了科学依据，使得监管部门可有针对性
地对App违规行为予以治理，有助于网络安全法的相关要求
真正落地并见实效，一定程度上有利于行业有序健康发展。

当然，网络监管和治理是一个系统性工程，不可能仅靠一
个《方法》的出台就能彻底解决问题，加之不法分子受利益驱
使，不断提高技术对抗能力逃避监管，打击App违法违规行为
将是一项长期、复杂的工作。

因此，有关部门应保持对违规违法App的高压严打态势，
适时开展专项整治，督促企业落实主体责任，并常态化公布
App违规收集个人信息的典型案例，对其他企业起到警示作
用。同时，国家层面要加快立法进度，健全相关法律法规，为
行业长远发展提供稳健基础。

中国人民银行日前公告称，将于2020
年3月至8月期间，进行存量浮动利率贷款
定价基准转换，其中与大家钱包息息相关
的就是房贷利率了。

公告中最关键的变化就是，将以前房贷
盯住的贷款基准利率，转换成贷款市场报价
利率（LPR）。以前，说到房贷利率时，一般
说“基准利率打几折或上浮多少”；改革以
后，再提起房贷利率，就是“LPR利率下浮或
上浮多少”了。

实际上，从2019年10月8日以后，新发
放的个人房贷已经以最近一个月相应期限
的LPR为定价基准了。也就是说，新发放的
个人房贷是在5年期LPR利率的基础上加
点形成的。

在新增个人房贷定价转换完成后，自
2020年3月份开始，存量房贷利率也要进行
定价转换。这一变化对已经贷款购房的个
人会有什么影响？

首先要明确的是，此次贷款定价转换的
对象是存量商业个人房贷，不包括公积金个
人住房贷款。

购房者更关心的是，转换后房贷利率是

高了还是低了？“房贷利率将保持稳定。”
交通银行金融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陈冀表
示。央行规定，转换时点利率水平保持不
变，也就是说，2020年存量房贷利率换算之
后，跟以前一样保持不变。

举例来说，如果此前的房贷利率为基准
利率上浮10%，基准利率此前为4.9%，上浮
10%后，房贷利率为5.39%。那么，2020年
3月份开始转换后，购房者2020年的房贷利
率仍是5.39%这一水平不变，只是计算公式
发生了变化。新的房贷利率为LPR增加或
者减少一定幅度。

在存量房贷定价转换时，购房者面临两
个选择：第一，选择固定利率。也就是说，房

贷利率与当前利率水平保持不变，以后不管
LPR利率怎么变化，购房者房贷利率保持不
变。比如，以前房贷利率为基准利率上浮
10%，那么选择固定利率后，到期前购房者
房贷利率水平维持5.39%不变。

第二，选择浮动利率。这意味着，房贷
利率将根据LPR变动而变化。假设重新定
价周期为1年，此前房贷利率为基准利率上
浮10%，2019年12月份，5年期以上LPR为
4.8%，那么，加点幅度应为0.59个百分点
（5.39%-4.8%=0.59%）。2020年，房贷水平
不变。从2021年开始，购房者房贷利率为
2020年12月31日的5年期LPR+0.59%，此
后每年以此类推。

还有人问，如果买房早，当时房贷还打
折，那该如何计算？假设以前房贷为基准利
率上打七折，即房贷利率为3.43%。2020
年，购房者房贷利率仍为3.43%，加点幅度
应为负的 1.37 个百分点（3.43%-4.8%=-
1.37%），也就是说，未来房贷利率计算公式
变为了LPR-1.37%。

两种方式，该如何选择？民生银行首席
研究员温彬认为，尽管银行会提供浮动和固
定两种贷款报价，但在预期LPR下降的背景
下，客户通常会选择浮动利率报价，因为点
差已经固定了。如果因经济回升、通胀上
行，LPR处于上升周期，则房贷利率也会随
之走高，但如果此前选择的是固定利率，则
房贷成本不变。

东方金诚首席宏观分析师王青认为，
2019年8月份以来的LPR报价显示，主要
针对居民房贷的5年期以上LPR报价仅下
调5个基点，明显低于主要针对企业贷款的
1年期LPR报价的下调幅度。王青认为,
2020年这一差异化降息模式有望保持。不
过总体上看，未来5年期以上LPR报价也将
出现小幅下行。

刚刚过去的2019年，中国汽车市场仍
未止跌。虽然最终数字要到2020年1月中
旬才能公布，但通过2019年前11个月产销
数据，业内预测全年降幅在8%左右，几乎没
有争议。不过，与车市总体下滑形成鲜明反
差的是，以德系BBA为代表的豪华车品牌
却实现了逆势增长，有望成为2019年车市
最大赢家。

销量与市场占有率双双提升

从豪华车品牌的表现来看，豪华车第一
阵营宝马、奔驰、奥迪2019年11月份单月
销量都呈现两位数增长。其中，宝马（含
MINI）在华销量达 68366 辆，同比增长
12.1%；奔驰销量达 57901 辆，同比增长
11%；奥迪在华销售新车67402辆，同比增
长16.8%。

2019年前11个月，这3家德系豪华品
牌都实现了正增长。其中，宝马在中国累计
交付 65.6 万辆新车（含MINI），同比增长
13.6%，是德系豪华三强中唯一一个实现两
位数增长的品牌；奔驰累计销量也达到了
640933辆，同比增长6.3%；奥迪累计销量则
为618596辆，同比增长3.5%。

二线豪华车品牌阵营虽然在销量上与
BBA有一定差距，但彼此间竞争也十分激
烈。2019年11月份，凯迪拉克销量为16800
辆，虽然同比减少20%，但前11个月累计销
量仍高达194848辆；雷克萨斯累计销量达
18.02万辆，同比增长高达21%；沃尔沃累计
销量达13.81万辆，同比增长16.3%。这意味
着，二线豪华车阵营前三名销量都突破10
万辆。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发布的数据显示，
2019年前11个月国内汽车市场累计产销量
分别完成2303万辆和2311万辆，产销量与
2018年同期相比分别下降9%和9.1%。根
据目前车企公布的销售数据情况来看，宝
马、奔驰、奥迪组成的豪华车第一阵营，加上
二线豪华车阵营雷克萨斯、凯迪拉克和沃尔
沃前三名的总计销量达到224.84万辆。

销量逆势增长让豪华车细分市场的市
场份额也有所扩大。从市场份额来看，2019
年11月份豪华车细分市场在整体汽车市场
的份额已达10.5%；前11个月，豪华车细分
市场份额为10.8%。业内人士分析认为，
2019年全年豪华车市场规模有望突破300

万辆，市场份额首次突破10%，豪华车品牌
销量与市占率双提升没有悬念。

换购升级下的以价换量

豪华车市场为何逆势走强？“这首先是
由于当前车市已进入换购主导的消费升级
阶段。”全国乘用车联席会秘书长崔东树告
诉记者，他曾针对有车群体的换车走势进行
过分析，结果显示乘用车5年更新属于正常
水平；8年更新，属于相对延迟更新状态；10
年更新，则属于达到美国水平的纯保有量社
会的更新状态，“如果按照8年更新角度来
看，2019年我国新购和增购群体用户占比
40%，换购群体的用户达到60%，这意味着，
当前我国新车市场已由过去的新增和增购
转为换购用户主导”。

“前些年，我国汽车销量保持高速增长，
购入新车的消费者中绝大多数还是首次购
车者，三四五线城市尤甚。他们首次购买的
汽车品牌主要集中在中低档品牌，但现在换
购用户比例已超越首次购车用户，导致市场
向中高档品牌集中，呈现出明显的消费升级
特征。”崔东树表示，特别是在一线城市，由
于机动车限购，车牌稀缺，一块车牌价格甚
至超过车价本身，消费者更愿意选择豪华品
牌就不难理解。

同时，由于市场竞争激烈，豪华车价格
快速下探，也激活了消费者购买力。在北
京四惠附近的一家奥迪4S店内，奥迪A3
低配版车型原价19万多元，优惠下来14
万多元，奥迪A4和奥迪A6优惠幅度也有
八九万元。销售人员反复提醒记者：“如
果当天下订单，价格还有得谈。”而在北京
南四环的一家凯迪拉克经销店，凯迪拉克
ATS优惠幅度高达 10万元以上，首付不
到5万元。

凯达研究院前不久发布的《2019年10
月中国豪华车市场脉搏报告》显示，2019年
前10个月，豪华车品牌裸车成交价整体呈
下降趋势，单车裸车成交价为38.4万元，豪
华车市场价格已出现明显倒挂现象。价格
下探也让消费者更乐于选择，从而有效助推
了豪华车市场终端销量的提升。

供给丰富叠加本土深耕

豪华车品牌逆势走强的原因，还在于其

产品供给日益丰富，叠加本土化深耕的中国
市场战略的强力推进。宝马（中国）汽车贸
易有限公司总裁刘智表示，车型方面，仅
2019年宝马就有20多款新产品引入中国市
场。同时，国产车型的加快布局，不仅降低
了成本，提升在华销售车辆的价格竞争力，
而且更适合中国消费者。

“从1994年设立北京代表处，到如今
在华子公司达到7家，从销量区区几千台
到2019年销量破70万台，短短25年，中
国已不仅是宝马全球最大的单一销售市
场，更有德国本土以外全球最大的研发体
系、宝马新能源汽车开发和生产的全球基
地之一、全球创新中心之一，已经成为驱
动全球创新以及面向未来转型的重要力量
和核心枢纽。”宝马集团大中华区总裁兼首
席执行官高乐表示，现在宝马提出“在中
国，为中国，为全球”，以进一步推动宝马
深耕中国市场。

戴姆勒股份公司董事会成员、负责大中
华区业务的唐仕凯也告诉记者，奔驰之所以

能重新夺得全球豪华车市场销量冠军，主要
得益于奔驰在中国市场产品供给日益丰富，
满足了中国消费者高品质、多层次的出行需
求。在2019年11月份举行的广州国际车
展上，奔驰就展出了30款车型，现在几乎每
个SUV细分市场都有奔驰的全新或改款车
型。

唐仕凯表示，作为奔驰全球最大的单一
销售市场，目前奔驰不仅已与北汽、比亚迪、
吉利3家企业展开合作，而且在北京建立了
戴姆勒中国研发技术中心，助力提速奔驰产
品的国产化进程。当前中国智能互联、自动
驾驶、共享出行和电力驱动4大领域的发展
日新月异，这也为戴姆勒在全球的数字化、
智能互联等前沿领域的发展提供了很多灵
感与启发。

有关专家表示，未来中国仍将是全球
最大的新车销售市场。随着消费不断升
级，豪华车品牌在中国市场的本土化深
耕，豪华车市场份额在中国汽车市场总体
占比还将得到进一步提升。

在第17届广州国际汽车展览会期间，宝马集团展出一款跑车。
新华社记者 邓 华摄

□ 这一制度实现了医疗器械产品注册和生

产许可必须由一家企业同时申办的“解绑”。

□ 医疗器械注册人制度实施后，院士专家

团队可以直接委托海南医疗器械生产企业生产

产品，节约大量人力物力。

近日，医疗器械注册人制度落地海南。
海南省药品监督管理局医疗器械注册与监管处处长吴华

兵告诉记者，医疗器械注册人制度，即医疗器械领域的上市许
可持有人制度。该制度下，符合条件的医疗器械注册申请人
可以单独申请医疗器械注册证，然后委托给有资质和生产能
力的企业生产。这一制度的特色是“两证分离”，注册证由拟
上市产品持有人申领，生产证由生产企业申领，实现了医疗器
械产品注册和生产许可必须由一家企业同时申办的“解绑”。

吴华兵介绍，在医疗器械注册人制度试点工作中，可以跨
省份进行互相委托，允许海南省注册人委托北京、天津等21
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受托人生产第二类、第三类医疗器械，允
许海南省受托人受托2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注册人生产第
二类、第三类医疗器械。

据介绍，海南省药品监督管理局在试点工作中还将结合
海南博鳌乐城特殊的进口医疗器械政策，充分利用好医疗器
械注册人制度。一是有利于引进国外医疗器械研发机构落户
海南。海南有临床急需进口医疗器械特殊政策，可以快速引
进国外先进的进口医疗器械，而医疗器械注册人制度则有助
于优化资源配置。国外医疗器械研发机构可以选择落户海
南，在海南研发产品，在国内申请产品注册，并直接委托21个
省、自治区、直辖市的医疗器械生产企业生产产品。二是有利
于院士专家团队研发产品快速转化。医疗器械注册人制度实
施后，院士专家团队可以直接委托海南医疗器械生产企业生
产产品，节约大量人力物力。

海南省药物研究所所长侯世封说，过去我国医疗器械行
业实行产品注册和生产许可“捆绑”模式，注册人申报注册产
品需要有生产车间和生产线，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小微企业和
科研团队的注册申报积极性。医疗器械注册人制度实施后，
成果转化不需要建厂，可以依托有生产条件的厂家进行注册
申报，极大降低了研发、生产的投入，缩短注册申报时间，提高
企业、研发团队的积极性。

产品注册与生产许可“解绑”——

医疗器械注册人制度

落地海南
本报记者 潘世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