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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磅
找 记 者 上 壹 点

本报济南4月20日讯（记者
张頔） 4月20日，贷款市场报价
利率（LPR）“降息”如期而至。全
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20日公布
的 数 据 显 示 ，一 年 期 L P R 为
3 . 85%，较上月下调20个基点；五
年期以上LPR为4 . 65%，较上月
下调10个基点，均创下改革以来
单月最大降幅。

LPR是各金融机构主要参考
进行贷款定价的利率指标。其主

要由央行公布的MLF利率+加点
形成，加点的确定则是由有代表
性的18家报价银行根据本行对最
优质客户的贷款利率报价形成，
包括一年期和五年期以上两个品
种，能够较为充分地反映信贷市
场资金供求情况。

关于“LPR式降息”，政策早
有信号。日前召开的中共中央政
治局会议指出，稳健的货币政策
要更加灵活适度，运用降准、降

息、再贷款等手段，保持流动性合
理充裕，引导贷款市场利率下行，
把资金用到支持实体经济特别是
中小微企业上。

虽然两种期限的LPR都有所
下调，但幅度不同。新网银行首席
研究员董希淼表示，本月再次出
现非对称下降。五年期以上LPR
是五年期以上贷款的定价基准，
而五年期以上贷款中，个人住房
贷款占比较高，非对称下降将释

放房地产调控不放松的信号。
五年期以上LPR的下调对于

房贷一族来说无疑是个好消息。
尽管现在个人商业房贷还处在
LPR转换的阶段，但这次报价呈
现出了持续下调的趋势。据中原
地产首席分析师张大伟介绍，每
降息5个基点，对于贷款100万元、
期限30年的个人来说，月供每月
可以减少约30元，合计30年就能
减少利息大约10800元。本次降息

10个基点，相当于月供降息60元，
合计节省21637元。

更宏观来看，当下约有30万亿
元的房贷“总盘子”，自LPR改革以
来五年期以上LPR共降低20个基
点。如果按存量贷款全部转化成浮
动、30年贷款期计算，合计将减少
9100亿元的利息支出，平均到每年
为300亿元。换句话说，本次降息10
个基点，将给全国所有存量房贷购
房者一年节省150亿元的利息。

LPR一年期降至3 . 85%，五年期以上4 . 65%

百万房贷期限30年，降息后省多少钱

我省数十家医院密集发布公告

一患一陪护，禁止住院探视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
记者 王小蒙 实习生 龚含章

只许办一张陪护证
固定人员不得更换

4月17日，在连续陪护八天
之后，济南市民闫先生的家人终
于顺利出院。自3月22日家人在
山东省中医院脑病科住院，闫
先生近一个月来都在陪床，他
明显感觉到医院防控措施在不
断加强。

据闫先生介绍，家人刚住院
时，还可以办理两张陪护证，两
人可以轮流、一次只允许一人陪
床。四月中旬，家人在山东大学
齐鲁医院做了心脏搭桥手术。

“在测量体温登记个人信息后，
医院只允许办理一张陪护证，而
且不能换人陪护，住院患者严禁
走出病房楼，陪护人员每天也要
减少外出次数，连家人送饭都只
能送到病房楼外，我再下去拿。”
闫先生表示，医院对陪护人员进
行严格管理，虽然这对他们多少
造成了一些不便，但为了疫情防
控需要，也都可以理解。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记者梳
理发现，最近三天以来，省内数
十家医院都相继发布“禁止探
视”公告。

4月20日，青岛妇儿医院发
布通知，自4月21日起，要求入院
患者及陪护家属（儿童及产妇
限定2人以下，其余患者限定1
人）都要接受新冠核酸检查，
核酸检测阴性方可入院。住院
病房24小时封闭管理，禁止一
切探视，固定陪护人员、不得更
换，陪护人员需全程佩戴口罩，
做好个人防护。

4月17日，泰安市三家医院
接连发布公告，全面禁止探视，
恢复探视时间另行通知。同一
天，德州市人民医院也发布“关
于来院患者及陪人使用电子健
康通行码的通告”，明确探视人
员不得进入医院诊区、病区，同
时门诊患者只允许一名家属陪
伴就诊。

据不完全统计，4月18日以
来，相继又有济宁、潍坊、滨州、
菏泽、青岛、日照等地近30家医
院密集发布了禁止探视公告，大
多数医院严格执行一患一陪、一
人一证的规定。

从限制到禁止探视
严防出现院内感染

其实，早在今年2月5日，为
防范疫情在医疗卫生机构输入
和扩散，山东省疫情处置工作领
导小组办公室就下发通知，要求
各级各类医疗机构要严格病人
陪护和探视管控，实行病房24小
时门禁管理。

根据该通知，患者住院期间
原则上不得离开病房。尽最大可
能减少陪护人员，陪护人员要做
到一人一卡(证)，无卡(证)禁
入。原则上患者出院前不更换陪
护者。疫情防控期间住院患者和
陪护人员不安排探视、探望。对
陪护人员要每天测量体温、登记
记录，一旦出现发热情况，要立
即引导至发热门诊就诊。

而随着疫情防控形势的变
化，医院对于住院病人的管理
措施也随之加强。“最近各大医
院纷纷发出禁止探视的公告，
与近期全国出现的新冠肺炎患
者院内感染的事件有关。”省内
某三甲医院相关负责人表示，
随着无症状感染者的出现和境
外输入病例，目前疫情防控形
势不容放松，医院也由此进一
步加强了院内管理，严防出现
院内感染。

4月20日下午，山东省立第
三医院也在官方微信公众号发
布了“全面禁止探视的公告”，根
据公告，医院全面禁止病房探
视，病区实行24小时封闭式管
理，严格执行一患者一陪人。恢
复探视时间另行通知。

其实早在1月28日，该院就
发布了“疫情期间谢绝探视患者
的倡议书”，从谢绝到禁止，足见
医院严防院内感染措施的再度
升级。

同样在20日，菏泽市委新冠
肺炎疫情处置工作领导小组（指
挥部）办公室发布《关于继续在
全市医疗机构实施禁止病房探
视的公告》，明确继续在全市医
疗机构实行住院患者禁止探视
制度。济南也下发通知，要求
全市医疗机构在核酸检测、预
检分诊、发热门诊、院感管理
等方面，进一步加强和提高新
冠肺炎防控和救治能力，严防院
内感染，实现“外防输入，内防反
弹”的目标。

近期，山东省内数十家医院密集发布公告，继续实行禁
止探视举措，多数医院明确一病一陪护。实际上，早在2月
初，山东就发文实行病房24小时门禁管理，从“尽最大可能
减少陪护人员”到“一患一陪护”，我省严防新冠肺炎院内感
染措施再升级。

近期，黑龙江哈尔滨发生一起高度疑
似由境外输入新冠肺炎既往感染者韩某引
发的聚集性疫情。传染源头极可能是一名
从美国返回哈尔滨的人员韩某。

通报显示，韩某可能将病毒传染给了
根本不认识的邻居曹某。曹某则又传染给
了男朋友李某、母亲王某、母亲男友郭某。
郭某情侣俩则通过聚餐，感染了87岁的陈
某和他的儿子们。这位老人因为患有脑卒
中，辗转于哈尔滨市二院和哈医大一院，感
染了多名病友、陪护和医务人员。

根据黑龙江省卫健委最新疫情通报，4
月19日0-24时,哈尔滨本土新冠肺炎确诊
病例又增3例，韩某传染链条上增至57人。

医院内为何出现交叉感染？黑龙江省
卫健委二级巡视员谢云龙表示，主要有以
下几方面原因：部分医院的个别医务人员
防控工作不到位；对于病房内相关流动人
员管控不彻底；医院内部传染病防控流程
和规章制度落实不到位；个别医院的领导
对疫情防控工作的重视程度不到位。

16日，针对哈医大一院和市第二医院
两家医院确实出现了院内感染病例，黑龙
江省卫健委相关负责人介绍，为了避免再
次发生医院感染，即日起，二级及以上医疗
机构对所有入院患者和陪护人员都要进行
核酸和血清抗体检测，未经检测的不允许
住院和转院。患者新入院要先实行单间收
治，排除新冠肺炎风险后才能合并收治。

黑龙江省纪委监委17日下发通报，对
哈尔滨市近期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不力的18
名党员干部和公职人员追责问责。其中，哈
尔滨市第二医院、哈尔滨市胸科医院、哈尔
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共计13人被给予
处分。

4月20日，哈尔滨市第二医院发布公告
称，该院近期出现新冠病毒感染病例，按照
相关规定已全面停诊，正在进行终末消毒，
院区实行封闭式管理，开诊时间另行通知。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记者 许建立
综合央视新闻、黑龙江日报等整理

近日，山东数十家医院密集发
布通告，继续全面禁止住院探视，对
确实需要陪护的患者，实行“一患者
一陪护”。疫情期间不探视，不给病
人“添麻烦”，也是为疫情防控做贡
献。

医院是疫情防控最为到位的地
方之一。疫情防控常态化时期，山东
的医院继续推行禁止探视措施，这
能在最大程度上降低交叉感染的风
险，既是对住院患者的负责，也是对
医护人员的负责。住院患者本来就
身体虚弱，一旦被感染无异于雪上
加霜。在此意义上，对于患者亲属来
说，尽量减少陪护人员，不去探视，
减少由此带来的身体健康风险，就
是对病人最大的负责。

医院疫情防控无小事。梳理哈
尔滨这次疫情反弹的传播链，两家
医院内发生了感染，多名病人及家
属，甚至医护人员确诊新冠肺炎，这
给所有的医院敲响了警钟，医院疫
情防控不能存在薄弱点。

当前，国外疫情持续，国内疫情
防控呈现常态化。常态化并不代表
可以松懈，“外防输入，内防反弹”被
多次强调。堵住每一个漏洞，抓实每
一个环节，不掉以轻心，这样才能做
好防控工作。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
记者 许建立

疫情期间不探视
也是为防控做贡献

山东省立三院，患者就诊需要测温登记。（资料片）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记者 王小蒙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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