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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南
找 记 者 上 壹 点

济南本地47名确诊病例全部治愈出院
本报3月22日讯（记者

夏侯凤超 于悦） 3月22日
上午11时，济南市委市政府在
龙奥大厦召开新冠肺炎疫情
防控工作第十七场新闻发布
会。济南市卫健委党组书记、

主任马效恩介绍，济南市累计
报告本地新冠肺炎确诊病例
47例，已全部治愈出院，其中
最后一例于21日晚上出院。截
至3月21日24时，已连续39天
无本地新增新冠肺炎确诊病

例。累计追踪到本地确诊病例
的密切接触者1108人，已全部
解除医学观察。目前济南市无
本地疑似病例。

济南市实现了本地确诊
病例、本地疑似病例、本地确

诊病例密切接触者“三清零”，
医务人员“零感染”。

截至3月21日24时，济南
市累计报告境外输入新冠
肺炎确诊病例 2例，疑似病
例1例。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
记者 夏侯凤超 于悦

济南市传染病医院
见证了43名患者出院

3月21日下午，一名49岁的
新冠肺炎患者在医护人员陪同
下走出济南市传染病医院的大
门，标志着济南本地确诊患者正
式“清零”。

时间拨回到2月6日，正月十
三。在济南市传染病医院，36岁
的治愈患者手捧鲜花，直呼“没
想到”。她一个劲儿地向医护人
员表达感谢，“没想到自己能这
么快出院。”她是济南新冠肺炎
康复的第一批三名患者之一，在
她成功治愈走出医院后的一个
多月里，一共有二十三批患者接
连出院。

作为济南市新冠肺炎的定
点医院，济南市传染病医院的小红
楼承担了全市绝大多数确诊患者
的救治任务，也见证了济南43名患
者走出医院、绽开笑容的时刻。医
院院长张忠法已经接连工作了两
个多月，从济南第一例新冠肺炎患
者被送进济南市传染病医院，到3
月21日送最后一名病人出院，他的
心情也有了变化。

“第一例出院的时候增强了
我们的信心，这个病是可治的，
而且治疗效果很好。”回忆起第
一例患者出院时的心情，张忠法
仍然历历在目。“那是最关键最
紧张的时候，到现在，随着出院
患者一例一例地增加，我们的心
里也更有数了。”

更严格的出院标准
不能让患者出院再复发

从2月6日市疾控中心复核

核酸检测阳性，到3月21日出院，
最后一名患者在医院整整经历
了45天。“为避免治愈患者出院
后病情反复，市传染病医院从严
把控解除隔离和患者出院标
准。”济南市卫健委党组成员、疫
情防控医疗救治组组长成昌慧
说。

“济南市在出院标准上更严
一些，这也是为什么我们没有很
快地让病人出院。”张忠法觉得，
把好出院这一关很重要。随着对
病毒的认识程度加深，对于出院
病人的标准也更高了。“除了鼻
咽拭子两次采集阴性外，我们还
增加了患者痰液、大便标本、尿
液标本的采集，只有这四项都是
阴性，才满足出院条件。”患者没
有痰，医院就想办法用雾化等手
段取痰，“因为痰是下呼吸道的
深度标本，并且病毒也在下呼吸
道，比咽拭子的准确性更高。”

“把这些病人筛查出来、隔
离起来不容易，我们在出院的关
口更要把好关，不能让他们出院
了再复发，或者出去以后因为治
疗的标准掌握不严而导致复发，
那么我们前期的工作就前功尽
弃了。”张忠法说。

多种诊疗方案不断尝试
最大程度提高治愈率

就在最后一例患者出院的
前几天，济南市传染病医院新冠
肺炎隔离病房负责人边鹏飞还
在密切关注着患者的身体状况，
为患者做了最后一次核酸检测
后，结果一切正常，这让他长长
舒了一口气。

从大年三十到现在，边鹏飞
没有休过一天假，全身心投入到
患者救治中。

在此前的出院患者中，有一
对11月龄的双胞胎，济南市传染

病医院隔离病房(肝病三科)主
任、主任医师张照华在谈到对他
们的治疗时说，“救治两个11个
月的孩子存在一定难度，比如扎
针很困难，对此病房选派技术高
超的护士为其扎针。而且对于孩
子一些抗病毒的药不能用，只能
对他们进行雾化治疗，利巴韦林
的剂量应用也和成人不一样。”

“这对双胞胎让我们积累了
治疗新冠肺炎患儿的经验。”张
照华说，在日常护理上，因为两
个孩子年龄小，护理也会相对繁
琐，比如房间整理、喂奶等，护士
都有参与。如今，这一家人已全
部得到救治，康复出院。

“对新冠肺炎的治疗一直在
不断的实践中摸索。”张忠法说，
治疗中不是一成不变的，是综合
性的，在对患者具体的治疗过程
中，根据患者情况分别给予抗病
毒、抗感染、免疫调节、营养支
持、心理疏导及中医药综合治疗
等多种诊疗方案。其中，在济南
曾经的47个确诊病例中参与中
医药治疗45例，2例婴幼儿患者
除外。

新冠肺炎患者“清零”，离不
开济南市在统筹医疗资源上的
努力。成昌慧说，济南市卫健委
统筹属地优质医疗资源，为济南
市传染病医院配备省市两级专
家指导组，省卫健委派出4名省
级专家驻院指导，从全市卫健系
统调配286人的医疗救治队伍后
备增援。为该院扩容重症监护病
床30张，增配呼吸机、心电监护
仪等各类医疗设备，最大程度提
高治愈率。

这几天，边鹏飞又收到出院
患者托人送来的一面锦旗，“患
者出院后，我们也会定期回访，
他们也会经常主动给我们打电
话，每当讲起几位医生的救治和
照顾，都是不停地感谢。”

本报3月22日讯（记者 夏侯
凤超） 22日晚，济南市新型冠状
病毒肺炎疫情处置工作领导小组

（指挥部）下发《关于进一步明确做
好新形势下疫情防控工作的意见》

（以下简称《意见》），提出餐馆全面
恢复堂食，农贸市场正常经营。

17条具体意见提出落实“三
个转变”，加快恢复生产生活秩
序。在全面实现从群防群控向重
点盯防的转变上，《意见》提出，境
外入济人员的亲属或所在单位必
须提前2天向所在村居报备，特殊
情况经市指挥部批准后方可实行
居家隔离医学观察。境外入济人
员及其亲属、所在单位必须严格
遵守我国关于疫情防控的各项法
律、法规和规定，对于迟报、漏报、
瞒报、不报的单位和个人，公安机
关依法追究相应法律责任。

《意见》提出，全面实现从限
制流动向宽松流动的转变。来自
国内所有低风险地区并能出具所
在地健康码的省外入济人员，不
再实行医学隔离。来济人员须第
一时间通过济南健康易通行系统
如实进行身份核验和健康申报。
村居（社区）、机关企事业单位、商
场、超市、农贸市场、宾馆酒店、餐
饮单位、写字楼、九小场所、各类
公共场所和服务场所均要按照

“严管进、放开出”的原则，使用济
南健康易通行系统核验人员的身
份及健康状况。火车站、汽车站、
机场等站点以及地铁、公交车、出
租车、网约车等公共交通工具，均
要使用济南健康易通行系统核验
人员的身份及健康状况。

《意见》指出，全面实现从紧
张氛围向正常秩序的转变。网吧、
棋牌室、游艺厅、舞厅、酒吧、
KTV、公共浴室、足浴店、按摩店
等空间密闭、人员密集的场所暂
缓开放。影剧院、博物馆、美术馆、
图书馆、文化馆、文化活动中心等
场所在合理控制人员数量的前提
下自主有序开放。

游园绿地、公园广场、室外文
化体育设施等公共空间恢复开
放，严禁举办集聚性活动。酒店、
餐馆在做好防护工作的基础上全
面恢复堂食。各类农产品批发市
场、农贸市场、集贸市场、农村大
集有序恢复正常经营。严禁野生
动物交易和活禽现场宰杀。

本报3月22日讯（记者 夏侯
凤超 于悦） 22日，济南市卫生
健康委党组书记、主任马效恩表
示，当前，全市疫情防控形势依然
严峻，输入性、流动性、聚集性风
险叠加，济南市卫健委将重点做
好相关工作。

做好境外疫情输入防治工
作。作为省会城市和全国重要的
交通枢纽，济南市境外疫情输入
防控压力较大，已经出现境外输
入确诊病例。济南市卫健委将会
同有关部门，指导落实境外来济
人员及时排查、集中隔离、应急处
置等防控措施，开展境外来济人
员集中隔离医学观察专项督导，
力争“不漏一人”；规范开展境外
输入确诊病例救治工作，做好相
关救治储备。

规范出院患者管理。强化与
区县专班和属地的沟通协作，规
范做好治愈出院患者集中隔离医
学观察14天、后续居家观察14天

“两个14天”的健康管理。

济南治愈出院患者

需做好“两个14天”

济南发布疫情防控“17条”

公共空间恢复开放

餐馆全面恢复堂食

历时58天
“清零”背后的济南作为

3月21日，济南市传染病医院，济南本土最后一名新冠肺炎确诊患者出院，历时58天，自首
名新冠肺炎患者确诊至此，济南本土47名确诊患者全部出院，治愈率100%。除此之外，济南本地
已经连续39天无新增病例。

好消息的传来，让这座城市更多了一份安心。

济南最后一例确诊病

例出院。通讯员 高咏梅

石晓红 摄

“作为生活在这里的一个
普通市民，安心了不少，既为患
者感到高兴，也对我们济南抗
击疫情更有信心了。”听到最后
一例患者出院的消息，济南市
民尹先生也很是高兴。

本地确诊病例“清零”的同
时，济南已连续39天没有本土新
增病例，从2月25日开始，济南市
所有确诊病例追踪到的密切接
触者均已解除医学观察。自疫
情发生以来，从政府采取的一
条条“硬核”措施，到每一个济
南人积极的配合和努力，都在
疫情前竖起了最坚固的防线。

3月7日24时起，山东省新冠
肺炎疫情防控应急响应级别由
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Ⅰ级响
应调整为Ⅱ级响应。但济南在
整体防控策略上，继续坚持工
作机制不变，工作力度不减，这
也是一直以来济南所采取的方
法。

在疫情发生后，济南很快
采取了“十个一律”管控措施，
全面加强村居（含村、社区、小
区、单位等）疫情防控工作，外
部的防护网也越织越密，自疫
情一开始，在济南市的45个高速
出入口、28个国省道出入口，济
南每日出动交通、公安、卫健及
所属区县工作人员万人，对入
济车辆进行逐车逐人检查检
测。

正是城市内部层层递进的
防控措施，让济南人的安全感
不断增强。

硬核措施防控疫情

连续39天无本地新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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