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部分存量房贷 “降息” 在即

2019年8月， 人民银行明确， 新发
放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利率以最近一
个月相应期限的LPR为定价基准加点
形成。

2022年全年， 5年期以上LPR共下
调35个基点， 其中1月下降5个基点， 5
月和8月均下降15个基点。 目前， 5年
期以上LPR报价为4.30%。

上海易居房地产研究院智库总监
严跃进表示， 若购房者的商业性个人
住房贷款利率是锚定LPR且重定价日
为每年1月1日， 下月起需偿还的房贷
月供就会有所减少。

以北京地区的首套房为例， 对于

100万 、 25年期的商业性个人住房贷
款， 以等额本息还款法计算， 2023年1
月1日重新定价后， 利率将从5.20%下
降至4.85%， 每月月供将减少约200元，
一年将减少约2500元。

不过， 严跃进也称： “还有一些
购房者将房贷利率重定价日设为贷款
发放日的对应日， 也不必着急， 到了
贷款发放日， 只要LPR低于上年水平，
房贷月供也会随之下降。”

减轻居民住房消费负担

上月公布的LPR虽与前期持平 ，
但多位专家认为， 进入2023年， 5年期
以上LPR仍存在一定的下行可能性。

东方金诚首席宏观分析师王青认
为， 为引导房地产市场尽快实现软着
陆， 除强化 “保交楼” 等供给端支持
外， 进一步降低居民房贷利率， 也是
推动楼市企稳回暖的关键所在。

人民银行最新数据显示， 2022年
10月新发放个人住房贷款利率为4.3%，
较上月下降4个基点 ， 较上年末下降

133个基点。
“无论是与同期企业贷款利率相

比， 还是从与名义经济增速匹配的角

度衡量， 当前居民房贷利率仍处于相
对偏高水平。” 王青认为， 后续为推动
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利率进一步下行，
需要5年期LPR报价先行下调。

招联金融首席研究员董希淼同样
认为 ， 从10月和11月金融数据来看 ，
住户部门贷款特别是住户中长期贷款
增长乏力， 反映出居民消费意愿和能
力有所不足， 应继续引导LPR尤其是5
年期以上LPR适度下行， 减轻居民住
房消费负担， 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
康发展 ， 推动宏观经济稳步恢复 。
“2023年1月或2月， 可能是LPR下降的
时间窗口。” 他说。

仲量联行大中华区首席经济学家
庞溟补充说， 如果要降低LPR， 未来
几个月降低政策利率具有必要性和可
能性。 降低政策利率可有效减轻商业
银行因利息收入下降带来的资产端压
力， 增强报价行下调LPR报价加点的
动力。 摘自 《中国证券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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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部分分房房贷贷重重定定价价在在即即
仍仍有有下下行行空空间间LLPPRR

2023年1月起， 存量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利
率若锚定LPR (贷款市场报价利率) 且重定价
日为每年1月1日， 则房贷月供会有所减少。 业
内专家表示， 下调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利率是
降低居民住房消费负担、 推动楼市企稳回暖的
关键， 后续5年期以上LPR仍有可能适度下行，
以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

据 “今日俄罗斯 (RT)”3日报
道，德国陆军高级军官、北约联合司
令部前指挥官汉斯·洛塔尔·多姆罗
斯将军预测， 俄乌冲突将于2023年
夏季达成某种形式的停火。

“我预计今年初夏 (俄乌 )会出
现停火，” 多姆罗斯2日在接受采访
时表示。他补充称，在今年2月至5月
期间，双方很可能会意识到“陷入困
境”，那时将会是停火谈判的时刻。

但多姆罗斯警告称， 这并不意
味着俄乌届时会立即实现持久和
平。 “停火意味着，双方相互停止炮
轰和射击”，但谈判“可能需要很长
时间”。

有分析指出， 俄乌局势陷入僵
局， 双方提出的和平条件互相对立
且难以实现， 预计这场冲突将长期
存在， 继续对全球尤其是欧洲国家
造成影响。 摘自中新网

趴着能救命？呼吸困难者趴着情况
会好转？ 各方网友分享着“阳过”后咳
嗽、 呼吸困难如何缓解的方法和经验。
同济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刘辉国
教授提醒，“趴着” 只是一种治疗手段，
不是早趴早好， 也并非适合所有人，但
如果趴卧的姿势可能缓解缺氧的状态，
可以尝试此体位，不过仍需尽早就医。

“医学上，有一个专业名词‘俯卧位
通气’，可能这就是大众眼里的‘趴着治
疗’。 ”刘辉国解释，俯卧位通气主要是
针对机械通气（即插管）患者，利用医疗
操作， 使患者保持一个俯卧位进行治
疗。特别是在治疗严重呼吸衰竭、中/重
度急性呼吸窘迫综合征 （ARDS）中起
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那是因为俯卧位
时，减少腹内及心脏等脏器对肺组织的
压力， 使气流在肺内的分布更均匀，从
而达到改善氧合的目的。

据刘辉国介绍，在新型冠状病毒肺
炎诊疗方案（试行第九版）里，在治疗中
推荐了俯卧位治疗，主要还是针对具有
重症高危因素、 病情进展较快的普通
型、重型或危重型患者的治疗。 但此治
疗非彼治疗，并非适合所有人，趴着本
就不是一个正确的躺卧姿势，且长时间
趴着不活动， 也并不利于痰液的排出，
长时间趴卧，老年患者也会受不了。 当
老年患者指氧饱和度很低时，在还没有
及时到达医院前， 家中吸氧的情况下，
如果趴着时氧饱和度有所上升，可使用
此体位帮助缓解缺氧症状，但也只是临
时手段，医疗介入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
题。

摘自《长江日报》

“趴着”只是治疗手段
同济呼吸科专家提醒：

并非早趴早好

最新调查显示，英国人正在兴
起自助医疗。因为约不上医生，近1/
4的病人选择到药店或线上买药物
来给自己治病，这种状况引发了专
业人士的担忧。

据英国《卫报》1月2日报道，一
项覆盖2061名英国成年人的调查显
示， 有16%的受访者因为难以预约
到全科医生 ，而不得不 “给自己看
病”或找非专业人员进行治疗。

据英国皇家急诊医学院院长亚
德里安·博伊尔透露，在这个冬天，
季节性流感导致英国医疗出现严重
问题：“死亡率上升和长时间候诊有
关， 每周有300至500人因急诊延误
问题而死亡。 ”

面对医疗专业人士的批评，英
国卫生部回应称，已经意识到全科
医生面临的压力，正在努力增加患
者就诊的机会。 摘自《环球时报》

约不上医生，英国兴起“自助医疗”

前北约将军预测俄乌今夏将停火

这个兔年有384天！
还是“双春年”

2022年已经过去，崭新的2023年开
始走来。 天文科普专家介绍，公历2023
年为平年，2月有28天，全年共有365天。
即将到来的农历癸卯兔年为闰年，全年
共有384天。

中国天文学会会员、天津市天文学
会理事赵之珩介绍，公历和农历各有不
同的历史渊源和历法规制。 公历每4年
设一闰年。 通常情况下，凡公历年数能
被4除尽的年份为闰年，2月有29天；除
不尽的年份为平年，2月有28天。2023年
不能被4除尽，所以是平年，共有365天。

农历是以月亮圆缺变化的周期为
依据， 一个朔望月为一个月， 约29.53
天，全年一般是354天或355天，比公历
年（也称回归年、太阳年）的365天或366
天少了11天。

为了使农历年的长度和公历年的
长度接近， 古人采用增加闰月的方法，
即在19个农历年中加入7个闰月； 有闰
月的那一年有13个月， 全年一般是384
天或385天，叫作闰年。 这样一来，19个
农历年和19个公历年的长度几乎相等。

至于闰月具体安置在哪一个月，这
和二十四节气的“中气”有关。二十四节

气由12个节气和12个中气组成，月首叫
“节气”，月中叫“中气”，两者相间排列。
加闰月的规则是每个月中，凡含有中气
的算正常月份，不含中气的就算上一个
月的闰月。农历癸卯兔年的“闰二月”没
有中气， 所以就是上一个月二月的闰
月。

记者在天文年历上看到，由于被安
排了一个“闰二月”，农历癸卯兔年全年
共有384天， 从2023年1月22日开始，至

2024年2月9日结束。
农历癸卯兔年天数较多，还使得这

个农历年出现了两个立春的历法现象，
即“一年两头春”，也称“双春年”。 统计
发现，19个农历年中有7个年头是“双春
年”，有7个年头是“无春年”，其余的5个
年头是正常的“单春年”。

“‘双春年’和‘无春年’都只是正常
的历法现象，与吉凶祸福无关。”赵之珩
强调。 摘自新华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