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億建中醫院 多方合作營運
設中藥檢測臨時中心 業界盼助中小企轉高增值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趙虹）中

西醫結合治療近年成為醫療發展新

趨勢，中醫藥發展備受關注。今屆政

府昨日公佈最後一份施政報告，在中醫中藥發展着

墨甚多。報告提出斥資不低於40億元興建本港首

間中醫院，明年進行營運招標，不排除參考公營中

醫診所多方合作的營運模式，同時在科學園設立政

府中藥檢測臨時中心，預計今年首季起分階段運

作，建立中藥材及飲片參考標準。有業界認為，

特區政府關注中醫藥發展，希望政府協助中小企

業界，共同把中醫藥打造成高增值行業。

港中醫藥過去5年發展
2012年
■衛生署中醫藥事務部獲世衛委任為傳統醫藥
合作中心

2013年2月
■成立由食物及衛生局局長主持的中醫中藥發
展委員會

2014年1月
■宣佈預留一幅在將軍澳的土地作興建中醫醫
院之用

2014年9月
■在3間公立醫院試行《中西醫協作先導計

劃》，翌年再擴大至7間醫院

2015年1月
■籌劃一所由衛生署管理的中藥檢測中心

2016年1月
■邀請有興趣的非牟利機構，向政府提交興建
將軍澳中醫醫院的意向書

■在《香港中藥材標準》計劃下，開展中藥飲
片標準的先導性研究

2017年1月
■出資在將軍澳興建中醫醫院，明年進行招標
■預計今年首季起，設於科學園的中藥檢測臨
時中心分階段運作

■檢視中醫教研中心的中醫師薪酬水平

資料來源：過去5年的施政報告

製表：趙虹

多項醫療衛生措施
■明年度下半年起，分階段把初生嬰兒代謝病
篩查服務擴展至所有設有產房的公立醫院

■每年額外投入1.19億元，加強清潔環境及
有關的執法及檢控工作

■開展電子健康記錄互通系統第二階段工作

■今年上半年向立法會提交《醫生註冊（修
訂）條例草案》

■在東涌新市鎮擴展區，及洪水橋新發展區興
建具規模的公眾街市

■向25歲至64歲合資格的低收入婦女提供子
宮頸癌篩查資助

■未來兩年每年為長者健康中心額外增加一隊
臨床小組

■爭取區議會支持餘下9個骨灰安置所發展項
目

資料來源：施政報告 製表：趙虹

繼2014年預留一幅將軍澳土地作興建中醫醫院後，特區
政府昨日宣佈決定出資興建該院，邀請醫管局協助，

預計年中會公佈具體方案，明年進行招標，挑選合適的非牟
利團體負責推展及營運。
同時，在興建永久的政府中藥檢測中心前，會在科學園設
立臨時中心，計劃今年首季起分階段運作，盡快建立中藥材
及飲片參考標準，開展應用於中藥材及中藥產品的高端生物
及化學技術研究部分工作。

機構獨資難 政府決定出資
政府消息人士指出，過去多間有興趣機構提交共7份意向
書，發現大多數意見估計該院造價高達40億元至50億元，
獨自斥資興建困難，因此政府決定出資興建。
由於醫管局具豐富的醫院營運經驗，過去多年亦在公立醫
院試行中西醫結合治療，故邀請該局協助擬定及確定可行的
營運模式。
消息指，當局將參考18間公營中醫診所的多方合作營運
模式，評估現時醫管局、非牟利機構及大學三方合作的營辦
方式是否同樣適用於中醫醫院，不過現時未有具體定案出
台。

續進行中藥飲片標準研究
在發展中醫藥的硬件設施的同時，特區政府亦計劃改善軟
件配套。施政報告指，衛生署會繼續進行《香港中藥材標
準》計劃，目前已完成約230種香港常用中藥材的參考標
準，並已於去年度起，進行中藥飲片參考標準的先導性研
究。

檢視受聘中醫師薪酬水平
消息指出，現時公營中醫診所的中醫師薪酬普遍為每月逾
兩萬元，水平較低於市場，因此為了吸引人才，將要求醫管
局檢視受聘於中醫教研中心的中醫師的薪酬水平。
消息又指，業界均支持中醫藥發展，政府會從旁協助並提
供有利行業發展的條件，希望把該產業標準化，扶植本港的
中醫藥行業。

業界促速定時間表推配套
香港中藥業協會執行會長、中醫中藥發展委員會成員李應
生表示，這是首次有施政報告對中藥發展有如此多着墨，可
見特區政府關注中藥發展。
他指出，中醫院的興建十分重要，是行業發展的大躍進，
希望政府未來抓緊時間，盡快提供具體的落成時間表，並推
動中西醫協助及輔助配套。
他對中藥檢測臨時中心的落成感高興，但認為「不要因為
有了臨時中心就拖慢永久中心的設立」，應盡快決定永久中
心的興建選址。
中藥業雖是傳統行業，但也講求創新融合，他建議特區政
府向中小企業界提供財務支援，提高行業質素及競爭力，把
中醫藥打造成高增值行業。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施政報
告投放了不少篇幅聚焦節能減廢及自然
保育，包括於今個立法年度內，就實施
都巿固體廢物按量收費提交條例草案，
並就膠樽引入生產者責任計劃開展可行
性研究，以及為政府建築物設置可再生
能源設施等。政府又計劃在2020年指定
沙頭角紅花嶺 500公頃土地為郊野公
園，以保育區內數以百計物種。
施政報告公佈，會在今個立法年度
內，就實施都巿固體廢物按量收費提
交條例草案，而新的建築廢物收費將
於今年4月實施。政府亦正籌備立法，
強制要求建築廢物收集車輛採用全球
衛星定位系統，打擊非法棄置建築廢
物。
政府會開展可行性研究，探討如何為
合適的塑膠產品容器引入生產者責任計
劃，主要包括飲品和個人護理產品的膠
樽。
政府消息人士指出，現時本港堆填區
中，膠樽佔廢膠總量的9.5%，而且不易
分解，頗為佔用堆填區空間，而政府經

初步研究發現，若做好分類和清洗處
理，這批膠樽可產生不少商業價值，亦
有助日後開展都市固體廢物徵費。
政府預料有關研究需時12個月至18個

月，當局會同時進行宣傳，亦會諮詢公
眾和業界，但現階段就未有時間表，亦
未訂定由何方負責回收。

倡2030年碳強度減至70%
減排方面，政府去年底提交報告，建

議將香港2030年的碳強度從2005年的水
平減低65%至70%。
政府消息人士解釋，主要會透過讓發
電廠取締產生較多污染的燃煤機組減低
排放，冀在2030 年前逐步以更潔淨能源
替代燃煤發電。
節能方面，政府會預留兩億元為政府

建築物、場地及社區設施進行能源審核
及設置可再生能源設施，並推展大型可
再生能源項目。
政府消息人士透露，會視乎各部門提
交的節能方案作出撥款，小則可以在公
園、學校等設施安裝小型太陽能發電

板，大則可以是涉及整座污水廠的轉廢
為能項目。
施政報告又提到，政府現時已為200

多座政府建築物完成能源審核，同時預
留5億元逐步落實節能目標，亦會積極
鼓勵私人業主利用稅務優惠、貸款計劃
和資助計劃採購節能裝置。
政府消息人士表示，預期可在5年內
減少15%能源消耗；又計劃參考啟德發
展區，在東涌等新發展區試行設立區域
供冷系統，希望可達到啟德節省35%電

力的目標。
土地保育方面，政府計劃指定佔地500

公頃的沙頭角紅花嶺為全港第二十五個
郊野公園，指定程序最快在2020年完
成。
政府消息人士表示，當地現存106種

蝴蝶、55種蜻蜓、205種植物及81種雀
島，當中不乏稀有物種如土沉香、鼠耳
蝠和紅杜鵑等，紅花嶺成為郊野公園
後，可望成為八仙嶺與深圳梧桐郊野公
園之間的生態走廊。

膠樽徵費減廢 新郊園做保育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近年「假難民」問

題肆虐本港，有聲音要求政府檢討免遣返策略。施
政報告公佈，保安局正研究修訂《入境條例》，簡
化並加快審核程序，希望在2017/18立法年度內提
交草案。
特首梁振英在施政報告指出，政府在去年提出全

面檢討處理免遣返聲請的策略，目前已初見成效，
2016年非華裔非法入境人數比2015年下降四成，
由2015年全年共3,800人，跌至去年2,200人，而
提出免遣返聲請的人數亦減少近四分之一，由
2015年5,000多人跌至3,800多人，入境事務處會
加快審核，保安局亦正研究修訂《入境條例》115
章，改善審核程序。

料2017/18立法年度提草案
政府消息人士表示，修訂方向包括規限處理個案時

間、羈留安排、上訴等，簡化與加快審批程序，會平
衡人權，審視羈留權利、民意和地方人手再作決定，
目標是在2017/18立法年度內提交有關條例草案；尚
待審核的聲請中，最大來源是印度，政府即將推出印
度國民預辦入境登記服務，以防印度假難民入境。
近年全球恐怖主義活動頻繁，又適逢香港回歸

20周年。施政報告指，政府將配合國際社會，進一
步完善香港的反恐機制，並提升緊急應變的培訓及
能力，亦將修訂法例，進一步減低洗黑錢及恐怖分
子資金籌集風險。
政府消息人士指，警方會就回歸活動展開部署，進行

風險評估後調動適當人手，並會針對反恐加強裝備。

「入境例」研修訂
嚴打「假難民」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趙虹）
隨着本港人口高齡化，醫療服
務及發展成為社會焦點。最新
一份施政報告昨日出爐，宣佈
向醫管局增撥20億元，以增加
公營醫院病床數目及各類醫療
服務，迎合社會需要。同時，
當局會向合資格長者提供多一
劑免費或資助的疫苗，預計有
逾80萬名長者受惠。
鑑於市民對戒煙服務的需

要，政府將於明年度推出為期
兩年的戒煙服務公私營協作先
導計劃，向450名合資格人士提
供5次，且各有逾220元資助額
的家庭醫生診斷治療。

20億增撥醫局加床增服務
施政報告指出，將向醫管局

額外撥款20億元作整體經常性
開支，以增加公營醫院病床數
目、手術室節數、緊急手術服
務、內窺鏡檢查、放射診斷服

務及普通科及專科門診等名
額，以應付需求。
有政府消息人士估計可增設

近230張病床，新界東、西聯網
每年增加4.4萬個普通科門診診
症名額。同時亦會增聘逾100名
醫療專業人員及支援員工，加
強精神健康服務及縮短輪候時
間。

「疫苗計劃」惠80萬長者
政府同時透過現行防疫注射

計劃，為65歲或以上有高風險
情況的長者提供多一劑免費或
資助的 13價肺炎球菌結合疫
苗，加強他們有關疾病的免疫
力，預計受惠長者多達逾80萬
人。
針對衛生署及醫管局單單去

年就收到逾9,000宗戒煙查詢，
處理的新症個案多近2,000宗，
特區政府將於明年度推出為期
兩年的戒煙服務公私營協作先

導計劃，聯同家庭醫生協助市
民戒煙，首階段將提供450個資
助名額。
消息透露，屆時將向合資格

人士提供合共5次診斷治療，每
次均有逾220元資助額。
醫管局對施政報告表示歡

迎。該局主席梁智仁指出，公
立醫院醫療費用減免計劃擴大
範圍，涵蓋領取「長者生活津
貼」的較年長且貧困人士，令
更多貧病長者受惠。該局亦會
增聘藥劑師以加強藥劑服務，
以及擴大藥物名冊的涵蓋範
圍，向病人提供更多具臨床效
益的藥物。
他續說，醫管局會延續及擴

展「初生嬰兒代謝病篩查計
劃」，以及「中西醫協作先導
計劃」該兩項成功推出的醫療
先導計劃，未來5年將分別推展
至8間設有產科的醫院，及增加
涵蓋的疾病範疇至4種。

公私協作先導 資助煙民戒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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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區政府昨日宣佈出資興建
將軍澳中醫醫院。圖為黃大仙
醫院的中醫藥臨床研究服務中
心。 資料圖片

■政府昨日公佈新一份施政報告，民建聯請願表達多項訴求。 莫雪芝攝

■疫苗接種計劃惠 80 萬長
者。 資料圖片

■部分郊園有
時會堆積大量
垃圾，當中大
部分為發泡
膠、膠樽等塑
膠廢物。

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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