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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大深圳醫院三年名揚兩地
將推近50病種打包收費 為內地醫療價格改革探路

鄧惠瓊表示，身為「改革試點」的港大深圳醫院將
承擔更多改革任務，其中最重要的就是醫療價格

改革。今年，港大深圳醫院成為國務院推進醫藥價格
改革的試點醫院之一，醫院將從今年下半年開始，按
照「總量控制、結構調整」的原則自主確定醫藥價
格。「總量控制」是指控制病人總體醫療費用，使之
總體上不高於全市其他三甲綜合醫院同期價格水平；
「結構調整」則是相應提高體現醫務人員技術勞動價
值的服務費用，比如醫生診查費、手術費、護士護理
費等而降低藥品、耗材的費用。

積極改善醫患關係
據港大深圳醫院透露，醫院正在進行近50種疾病的

打包收費測算。以手術類為主，包括甲狀腺手術、膽
囊切除、正常的分娩和破腹、前列腺切除手術等。測
算的價格標準將同時參考醫院去年收費的平均價格和

反映醫護人員的價值。打
包收費價格大約是其他醫
院的平均收費的八成左
右。這樣做的好處是病人
在做手術之前就知道估計
費用是多少，平均住院時
間有多長，譬如膽囊切除
是四至五天。
除了繼續探索新的改革，港大深圳醫院在醫患關係

方面還將有系列新動作：2015年下半年，醫院將先後
推行《香港大學深圳醫院優質醫療實踐：醫生的職
責》以及《病人約章》，在改進醫德醫風和醫患文化
建設上掀開新的篇章。

擬藉港大優勢建科研院
據悉，醫院正制訂「十三五」規劃和2016年至2023

年的長期財務計劃。下一步還將借助香港大學的教學
科研優勢，以及內地豐富的臨床病例，建立「香港大
學深圳醫院科研院」。醫院在今年內將正式向政府申
報立項，擬在預留的1.4萬平方米發展用地上建設一棟
綜合性現代化科研大樓。
按照計劃，科研院將引進「國家2011工程」傳染病

診治協同創新中心、香港大學臨床試驗中心
（CTC）；引進香港大學新發傳染性疾病等5大國家
重點實驗室。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郭若溪 深圳報道）香港大學深圳醫院日前召

開開業三周年新聞發佈會，公佈醫院改革發展情況及未來發展方向。

院長鄧惠瓊表示，目前港大深圳醫院的「國際化醫院」規模已具雛

形，公眾滿意度名列前茅，在內地和香港已具有一定的知名度。醫院

今年將重點推進醫療價格改革，下半年將陸續推出近50個疾病打包

收費病種，在醫療「改革試點」方面繼續「嘗鮮」。同時醫院將借助

香港大學的教學科研優勢，以及內地豐富的臨床病例，建立「香港大

學深圳醫院科研院」。

■港大深圳醫院加強改善醫患關係。 本報深圳傳真

前
海
再
投
3.2
億
扶
持
現
代
服
務
業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望賢，實習記
者 周曉敏 深圳報道）前海現代服務業綜
合試點第四批次項目已完成評審篩選。同
時，第五批試點項目已徵集完成，將於近
期評審。再加上港企創新創業項目，預計
下半年前海現代服務業試點項目累計扶
持金額將達到 3.2 億元（人民幣，下
同）。
據悉，前海管理局去年底推出了「港資
企業創新創業發展專項扶持」政策。根據
規定，申報的港企要求在香港依法註冊且
繳納利得稅三年以上，或者公司的主要股
東為香港的永久性居民，可申請不超過
200萬元的財政資助或貸款貼息。

第五批試點項目徵集完成
此外，自2012年財政部、商務部聯合印
發《財政部商務部關於批覆深圳前海深港
現代服務業合作區現代服務業綜合試點方
案的通知》以來，中央財政資金三年共計
撥付9.2億元。
按照規定，地方還與中央財政撥付資金

1︰1的比例進行配置，前海將獲得不低於
18億元的財政扶持資金。目前，前海現代
服務業綜合試點已完成三批次項目扶持，
累計受理評審各類申報項目128個，累計
獲批在建項目60個，累計項目總投資30.2
億元，中央與地方扶持資金累計使用3.58
億元。
據了解，待新的試點領導小組名單獲
批，第四批次項目即可安排專題會議審
議。同時，第五批試點項目已徵集完成，
共13個，近期即可開展專家評審和項目核
查，預計扶持金額約2億元。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胡若璋 廣州報道）第七屆粵
港澳醫學生暑期聯合夏令營開營儀式近日在穗中山大
學醫學院舉行。本屆夏令營，匯聚了香港5所大學。其
中，香港理工大學是首次應邀參加粵港澳夏令營。此
外，澳門科技大學、澳門鏡湖護理學院、復旦大學、
中山大學等11所高校共80名師生在開營儀式上，共同
開啟了為期15天的嶺南文化之旅。
據悉，自2009年首屆粵港澳醫學生聯合夏令營舉辦

以來，營員人數逐年增加，參加活動的境內外高校也

由第一屆的5所增加到11所。中山醫學院黨委書記吳
忠道教授表示：「夏令營文化行程累計2,400公里，義
教時間增加到8天，有了較為完善的學生素質教育課程
體系。夏令營的開展，也加深了粵港澳青年的了解和
友誼，為培養具有國際視野、人文情懷和領袖氣質的
優秀醫學人才儲備力量。」

港生打開心扉多交友
此次開營儀式上，還迎來了第六屆的夏令營學員。

來自香港城市大學專上學院的陳穎詩則在現場鼓勵新
一屆營員們，真正打開心扉去和夏令營的同學們交朋
友：「來自內地高校的營員十分優秀，和他們相處能
了解不少內地的風土人情」。

第七屆粵港澳醫學生夏令營開幕

港小黃鴨環球巡展訪青島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王宇軒 青島報道）近日，香
港著名原創設計潮牌小黃鴨「B Duck」10周年環球巡
展首站登陸山東悅薈·青島。據悉，此次帶來的是最
為豪華的全陣營展覽，五大主題展館和體驗區，共有
22個各式巨型小黃鴨模型亮相，其中還包括一個9米
高小黃鴨巨型雕塑，堪稱內地之最。展出將會一直持
續到今年10月。

■ 22 個各
式巨型小黃
鴨模型齊齊
亮相。
王宇軒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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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仙高層被控過失致死
19歲女器官衰竭亡 事故已7人罹難

據中通社報道，林芷妘在醫護團隊照顧下，原本病
況一度好轉，7日曾脫離人工肺。但是，林芷妘

15日因感染導致敗血症，且併發多重器官衰竭；因家
人不忍心讓她持續痛苦下去，經與醫院討論後，16日
下午3時30分決定拔管，3時40分去世，成為塵爆事
件的第7名罹難者。
當天上午，台灣士林地檢署偵辦八仙塵爆案，首度

以被告身份傳喚八仙樂園董事長陳柏廷、總經理陳慧
穎、行銷總監林玉芬到案說明。檢警指出，有被害人
向蘆洲警方控告陳柏廷、陳慧穎及林玉芬等人涉犯業

務過失致死罪，警方8日以犯罪嫌疑人約詢陳柏廷等3
人到案後，案件函送士檢，檢方當天隨即分案，將3人
列偵字案被告。

陳柏廷等3人被限出境
檢方昨日對陳柏廷等3人隔離訊問，陳柏廷表示自己

是八仙樂園現任負責人，對檢察官提問，有問必答，
態度配合。檢方訊問3人後，為確保本案偵辦，諭知3
人限制出境。陳柏廷離去前遭媒體追問，停下腳步
說：「八仙會負起應有責任」。
根據「衛生福利部」統計，目前共有382位塵爆傷者
還在住院治療，其中250人在加護病房，185人病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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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台媒報道，八

仙塵爆第20天，19歲患者林芷

妘全身有81%的2到3度灼傷，

雖然醫院再度使用人工肺搶

救，但家屬不忍她再受痛苦，決定拔管，昨

日下午3時40分離世，成為塵爆事件的第7

名罹難者。同日，八仙樂園董事長陳柏廷、

總經理陳慧穎和行銷總監林玉芬首度被控過

失致死罪，在士林地檢署接受檢方訊問。

■士林地檢署傳喚被告陳柏廷（左）、陳慧穎（中）、林玉芬（右）。 中央社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翁舒昕 廈門報道）由環球時報主辦、廈門海滄區政府承
辦的2015年首屆海峽兩岸暨香港、澳門媒體論壇昨日在福建廈門開幕，來自兩岸
四地的主流媒體高層圍繞「一帶一路」、自貿區、新媒體時代下兩岸四地媒體的
挑戰和合作等熱點話題展開精彩「論道」。
在當日舉行的論壇上，與會媒體人士提出，自貿與絲路雙機遇，為兩岸四地的
未來發展提供了充足的「動能」與「可能」。

福建自貿區為台企提供新機遇
台灣旺報社長黃清龍亦認為：「台灣發展對外貿易的歷史由來已久，福建自貿

區內的產業結構有很多跟台灣相對應，目前已經有很多台灣企業到福建投資，也
有很多台灣商人在此安家落戶。未來希望能吸引福建企業到台灣投資，增加台灣
的發展能量」。
「希望藉由『一帶一路』戰略給香港帶來新機遇，以此振奮香港。」香港知

名評論人何亮亮坦言，加入世貿組織之後10年，中國成為世界第一大貿易國，香
港在內地對外貿易中的作用不如以前。「然而香港作為歷史悠久的自由港以及亞
太主要金融中心，仍然有其無可取代的地位和作用」。
「兩岸四地之間的理解就從媒體做起，先從媒體人做起，讓大家多做朋友，讓
大家看到彼此間和藹的面孔，再看不同媒體的報道就會多一份理解。」環球時報
社總編輯胡錫進提出倡儀。
是次論壇邀請了中國新聞文化促進會副會長、中國新聞社原社長劉北憲，台灣
旺報社長黃清龍，香港鳳凰衛視評論員何亮亮等兩岸四地十多位媒體界「大
腕」。香港文匯報副社長馮瑛冰亦作了「新媒體時代下兩岸四地媒體面臨的挑戰
和合作」的主旨演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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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台灣新竹一對2歲和1歲的小兄妹，疑
似遭到舅公虐打。舅公甚至8天沒讓孩子喝水，只餵4次
麵包，造成兄死妹命危。新竹地檢署檢察官昨日會同法
醫對男童進行解剖，初判發現男童頭部遭外力撞擊，嚴
重內出血，造成頭骨破碎致死。
據中通社報道，舅公被依傷害致死、遺棄致死罪嫌收

押禁見；而17歲小媽媽涉及遺棄罪，由於未成年，被送
到少年法庭。

民進黨「總統參選人」蔡英文由於其
空洞模糊的兩岸政策被輿論戲稱為「空
心菜」，對蔡的實際算盤，中國社科院
台研所政策研究室副主任冷波指出，蔡
英文提出「維持現狀」，於訪美期間進
一步提出「在『中華民國』現行的憲政
體制之下，要以過去20多年來兩岸對話
協商成果作為基礎，來繼續推動兩岸關
係的發展」，還提到「要通過兩岸協議
監督條例」。這些論述看似讓步，實際
經不起推敲。「坦率講，就是一種騙
術。根本原因在於民進黨既要綠營的
票，又要中間選民的票，所以蔡的立場
必須往中間靠」。

冷波分析，此次選舉中民進黨不斷調
整兩岸政策，是為避免重蹈 2012 年覆
轍。當年蔡英文敗選後，民進黨分析認
為其兩岸關係議題成為「最後一里
路」。所以此次選舉，蔡英文在兩岸論
述上身段更加柔軟。

「借殼上市」只為選票
然而蔡柔軟的姿態僅有其表，冷波強

調，蔡英文所提出的「『中華民國』現
行的憲政體制」，無非是「借殼上
市」，然而其論述僅剩一殼，實質內容
已被偷樑換柱。「她是李登輝『兩國
論』幕後的主導者之一，同時也是陳水
扁『一邊一國論』的主要鼓吹者，蔡本
人多次講過兩岸關係以『兩國論』為基
礎，『一邊一國』是事實。其頑固的
『台獨』立場從未改變。」

冷波指出，以蔡英文頑固的「兩岸兩
國」立場以及對大陸持續的敵意來看，

若其上台將給2008年以來和平發展的两岸關係造成
巨大衝擊：「兩會的協商、包括國台辦和陸委會的
溝通聯繫機制的存續，是有 『九二共識』這一前提
條件的」，「蔡英文的『台獨』立場
不改變、兩岸政策不改變，其一旦得
逞，未來兩岸關係將非常不樂觀」。

■香港文匯報記者 孟慶舒 北京報道

四地媒體高層議「一帶一路」機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