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特首林鄭月娥在剛公佈的施政報告中，再
次強調中醫中藥發展的重要性，並期望明年
上半年可以公佈本港首間中醫院的定位及各
主要範疇的發展框架。自特區政府在2014年
的施政報告宣佈在將軍澳興建中醫醫院後，
中醫業界及各持份者都積極發表了不少有用
的意見，政府亦定出了一個發展框架，要求
中醫院要以中醫為主，同時亦要包含中西醫
協作的元素。
醫管局現時正協助政府進行中醫院的前期準
備工作，首要是確立中醫院將來的營運模式，
諮詢及探討工作已經展開，內容涵蓋五個範
疇︰醫院管治架構、業務模式、運作模式、財
務安排及合約管理模式，中醫院要「由無到
有」需要面對以下六大挑戰︰
挑戰一︰計劃中的中醫院是香港首間中醫
院。香港過往及至現在，中醫的發展主要是在
基層醫療層面，而住院服務一直都是以西醫為
主。計劃中的中醫院對香港絕對是一個新品
種，香港本身並無經驗、沒有前車可鑑。由於
香港的醫療體制亦甚有其獨特性，法律方面亦
對中醫、西醫有明確規範，在香港以外無論內
地或外國都找不到一個類似系統，可以照搬無
誤。故需多參考不同地方的系統及實際經驗，
取長補短，發展一套符合香港本地實況的模
式。
挑戰二：中醫院肩負推動香港中醫及中藥
發展的目標，亦要推動中西醫協作，成立後
亦將會是香港整個醫療體制不可分割的一部
分。若要成功，必須得到社會及各持份者的
支持。在這個大前提下，興建中醫院是得到
社會及業界的廣泛支持；但談到細節上，不

同持份者對中醫院都有不同理念及及期望。
就算香港的中醫、中藥界並不是一個統一的
「團體」，整個界別包括了不同的群組，而
各群組對中醫院的訴求很不同、細節上亦有
很多討論空間。况且持份者亦不只限於中醫
及中藥界別。如何去構建一個可以符合不同
界別整體要求的中醫院，需要很多探討、諮
詢研究，如何鼓勵參與，吸納不同的意見並
融合於整個計劃中頗具難度。

中醫為主、中西醫協作
挑戰三︰中醫院的其中一個前設是「中醫為

主、中西醫協作」，將來中醫院的發展將會以
此為藍本。可以肯定的是，未來的中醫院將會
有中醫、西醫的兩個團隊共同協作，但怎樣協
作便有不同的理解。隨之而來的問題︰如在病
人評估、診斷、治療及成效檢討各階段中，中
西醫兩個團隊分別扮演什麼角色？各需要負什
麼權責？隨着病人的病情變化，角色及權責又
會不會有所改變？在病人安全的大前提下，不
弄清楚實在難以前行。另外「中西醫結合治
療」亦必會是其中一個發展主線，香港在「中
西醫結合治療」上，仍處於一個醞釀階段，說
不上有什麼既定模式，仍需深入探討。
挑戰四︰中醫院的營運模式應如何設計亦將

需要大量討論，當中管治架構、業務模式、運
作模式、財務模式及合約管理模式要如何設計
出來，每項都需要專業知識及求同存異的大智
慧。各環節不單要做到各自完備，亦同時需要
配合互補，實際可行。整個系統既要規範，但
亦要有其發展及創新空間，這才可以令將來的
中醫院運作暢順，可持續發展，確保病人安全

及服務質素。另外，中醫院將會是多方協作的
一個平台，已知的各方將包括政府，非牟利團
體，多間大學，中西醫藥界等。但中醫院並不
可以以多方的工作組模式協作，而是需以一個
團隊模式運作，要有共同目標互相扶持，能有
凝聚共識，解決問題，共創未來的能力。

中西醫相互了解非常有限
挑戰五︰融資安排是在諮詢過程中的一個

重要關注點，各方都表示需要有適當安排，
確保中醫院財政健全及可持續發展。初起的
投放，持續營運的資金，可創收的收入，培
訓科研的財務支援等等，將會是關鍵所在。
可以展望的是，資金來源必會是多渠道，亦
會隨中醫院的階段變化而演化。重要的是，
只要中醫院能為市民健康增值，其財政狀況
必會是健康的。
挑戰六︰人力資源是將來中醫院最重要的一

環，如何在醫院運作前建立一個有質素的中醫
及西醫團隊絕對是一個極大的挑戰。特別在香
港現有的制度下，中醫對西醫及西醫對中醫的
了解都非常有限，兩個專業如何能在病人利益
的大前提下互相溝通及理解，尊重及接受對方
的建議及做法，便是關鍵所在。涉及的並不止
是醫生或醫師，而是整個醫療團隊，包括護
士、專職醫療人員、藥劑師、中藥師甚至病人
服務助理等，他們需要建立可執行中西醫治療
的能力。要解決的包括培訓（中學西、西學
中）安排及機會，亦要有能吸引人才的誘因。
需知道人才培訓不是一朝一夕能做好的事，如
果中醫院要在幾年內開展，人才培訓的工作將
需速速啓動。

張偉麟 醫生 醫院管理局聯網服務總監

香港中醫院的六大挑戰

香港夢中國夢血肉相連 國家方略港人福祉所繫

習近平總書記在十九大的報告中，把
落實「一國兩制」當成發展中國特色社
會主義的基本方略。這說明了，不折不
扣地、全面地落實「一國兩制」，維護
國家的主權、安全和發展利益，就是實
現國家發展的基本方略。香港的經濟發
展方向，要配合國家的發展方略，為國
家作出貢獻，一方面可以使得香港經濟
升級，我們的下一代有更好的舞台施展
才華，有美好的生活，同時，也能夠在
33年後確保中國成為現代化的強國。
香港和國家聯動和互動，香港夢是和中

國夢緊密相通，血肉相連的。
香港人，本身就是中國公民，炎黃子

孫血濃於水。只有國家強大了，我們香
港人才不會受到殖民主義者的欺壓，挺
起胸膛成為香港的主人。在英國人管治
的時代，我們港人沒有民主權利，英國
人要派什麼人來香港做總督，不必諮詢
香港人的意見，我們什麼發言權都沒
有。英國總督兼任立法會的主席，所有
的立法會議員都是委任的，港督把行政
權力、立法權力一把抓，還兼任了三軍
司令，隨時可以出動軍隊，鎮壓香港同

胞。

香港民主夢立足國家強大
國家強大了，洗雪了鴉片戰爭的歷史

恥辱，香港回歸祖國，香港人才可以揚
眉吐氣，組織自己的政府，組織特別行
政區的立法機關。所以，香港的民主，
香港人追求的民主夢，所建立的基礎，
就是立足於國家的強大。香港在上個世
紀40年代，經歷過日本侵略的苦難，
三年零八個月的慘痛歷史，港人到了今
天不能忘懷，屈辱的歷史，完全是同國
家積弱有關連的。所以，實現「一國兩
制」的時候，一定要以愛國者為主體組
織政府，而絕對不能讓外國人的傀儡掌
握權力。
那些嘴巴上「見到五星紅旗就流眼

淚」，實際上把祖國的領土釣魚島，稱
為尖閣列島，當成是日本人的領土，歪
曲基本法的宣傳，完全否定國家對香港
的全面管治權力，回歸後仍然念念不忘
美國和英國的主子，希望美國和英國政

治勢力支持假洋鬼子組織特區政府，做
傀儡政權，還包裝為「民主政府」的
人，放棄了國家主權，向外國人屈膝，
喪權辱國，怎麼有資格稱為愛國者？怎
麼有資格組織香港特區政府？他們又怎
會願意看到一個強大的中國？他們只會
裡應外合，阻撓和干預中國的經濟建設
的部署和計劃，千方百計在內地和香港
之間建立一道「鐵幕」，老死不相往
來。他們反對高鐵和港珠澳大橋的建
設，反對香港和內地的經濟融合，反對
「一地兩檢」，並且發動了2014年的
動亂事件，對抗國家，他們的實際行
動，就是要破壞香港夢和中國夢的實
現。

香港人永遠都是中國公民
是誰收回香港？是誰讓中國強大起

來？是誰在香港受到外國大鱷衝擊的時
候，捍衛香港的利益和穩定？是誰幫助
香港同胞在外國遇到了地震和戰爭災難
的時候，保護港人的安全，做好撤退僑

民工作返回香港？是中
國共產黨領導的中國政
府。有人說，只承認中
國，但絕對不能承認中
國共產黨，對共產黨就
是要反對，就是要對
抗，甚至可以提出「自
決」和「獨立」，其野心就是想香港玉
石俱焚，把700萬港人推到災難的深淵
裡。這種割裂論，並不符合現實，也帶
來災難的後果。
正因為如此，要實現香港夢和中國

夢，我們就要教育年輕一代，香港人永
遠都是中國公民，永遠都要熱愛國家，
要承認社會主義中國的強國方略，才能
使得香港擁有廣闊的市場和大量的高級
科技的支援，乘搭上「一帶一路」和大
灣區計劃的高速發展列車。香港人要實
現香港夢，也必然要參與國家的科學、
經濟、文化、體育的建設，融入國家迅
猛發展的洪流。這是歷史的必然選擇，
也是時代潮流的必然所向。

香港同胞都有一個香港夢：香港繁榮穩定，下一代有更好的發

展前途，「一國兩制」不變形不走樣。全體中華民族都有一個中

國夢：中華民族實現偉大復興，每一個中國人都過幸福美好的

生活，國家實現和平統一，成為世界上的現代化強國。這兩個

夢，是相輔相成的，要實現這兩個夢，就是要把國家對香港的全

面管治權和保障香港的高度自治權有機地結合起來，保證「一國

兩制」的成功。

維護中央對港全面管治權

相傳有個楚國人，
得知《淮南方》這本
書中寫有「螳螂窺探
蟬時用樹葉遮蔽自己
的身體，可以用這種
方法隱蔽自己的形
體」。於是撿了好幾

筐樹葉回家，一片一片地用樹葉遮蔽自
己，問妻子說：「你看得見我不？」妻
子不勝其煩，隨意回答：「看不見
了」。楚人於是攜帶着樹葉到集市，當
着面拿取人家的貨物。最終被差役捆綁
起來，送到了縣衙門裡。故事裡的楚人
自欺欺人，固然愚蠢。但在我們生活中
又有沒有這種愚人呢？個別人士以「自
決」包裝「獨立」，但在本質上卻無改
「港獨」的事實。
中共十九大報告中，以前所未有的

篇幅講述了中央對港澳的大政方針，並
再次強調了中央的「全面管治權」。這
一言辭，似乎觸動了反對派敏感的神
經。一如以往，他們又一次高呼「一國
兩制」蕩然無存，以此煽動支持者的反
對心理。如同故事中拿着樹葉四處行騙
的楚人，既欺騙了自己亦欺騙了市民，
以為三人成虎就可以改變國家對香港擁
有「全面管治權」的事實。
必須要明確的是，1997年回歸後，
中國從英方收回的並非只有外交、軍事
和空洞無物的主權，而是包括香港管治
權在內的一切權力。正是在此基礎上，
才有了基本法第二條：「全國人民代表
大會授權香港特別行政區依照本法的規
定實行高度自治，享有行政管理權、立
法權、獨立的司法權和終審權。」

國家對香港充滿期許
從邏輯角度出發，如果沒有「全面
管治權」，中央如何授權香港實行「高
度自治」？所以國家對香港的「全面管

治權」，是香港「高度自治權」的來源
和保障。將兩者對立起來，到底是出於
一知半解，抑或是別有用心，筆者不便
揣測。但這種論調容易引起市民對「一
國兩制」的誤解。
楚人以為自己可以在一片小小樹葉

的遮掩下隱身而行竊，最終只是害了自
己。但反對派以此言論去欺騙自己、欺
騙港人，卻對香港的發展造成負面的傷
害。早前，「港獨」主張在校園內滋
生，「佔領」以及旺角暴動等衝擊中，
不少年輕人衝在最前，更加有人因而獲
罪。追本溯源，其實都和部分人不清楚
中央與香港的關係有關。
亦正是要應對這一系列的情況，中

央不得不「畫公仔畫出腸」，一次次去
強調「一國兩制」的意涵。從十六大首
次提出「保持香港、澳門長期繁榮穩定
是黨在新形勢下治國理政面臨的嶄新課
題」，十七大將此表述為「重大課
題」，及至十八大提出「維護國家主
權、安全、發展利益，保持香港、澳門
長期繁榮穩定」是「根本宗旨」，再到
十九大報告將堅持「一國兩制」列入新
時代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基
本方略。這一系列的闡述層層遞進，雖
然措辭有所改變，但國家對港的大政方
針卻一脈相承。
細看十九大報告，「香港」二字出

現共十六次，比十八大報告中僅出現七
次要多出一倍。數字上的變化，顯示出
國家對香港的期許，更帶出香港能夠在
「一帶一路」、「粵港澳大灣區」、
「泛珠三角區域合作」以及「粵港澳合
作」等國家戰略發展中可以扮演的角色
和地位。面對機遇，我們一方面應該清
楚認識「一國兩制」，與自欺欺人、庸
人自擾的行為劃清界限，同時更應奮發
而行，不要再糾纏在無謂的政治爭拗之
中。當知時不我與，機不可失的道理。

林龍安 香港中華出入口商會名譽會長

劉國勳 民建聯立法會議員詹美清 香港客屬總會名譽主席 香港工商專業協進會會長

深入研讀十九大報告 引領香港開創美好未來

十九大報告勾畫中國實現
「兩個一百年」的鴻圖偉略，
十九大一中全會選出以習近平
為核心的新一屆中央領導層，
帶領全國上下同心同德，砥礪
奮進，開啟中國發展新時代。
十九大報告對香港全面準確落

實「一國兩制」意義重大而深遠，國務院港澳
辦主任張曉明和香港中聯辦主任王志民分別對
報告作出深入精準的解讀，都指出報告從國家
的全局為香港確定新定位，強調要把維護中央
對特區的全面管治權和保障特區的高度自治權
有機結合起來，確保「一國兩制」行穩致遠。
香港的有識之士，應積極研讀十九大報告，深
刻領會其精髓，引領香港各界了解、熟悉十九
大報告的深義，推動香港融入國家發展大局，
開創美好未來。
十九大報告氣勢磅礡，謀劃長遠，開啟中國

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實現中華民族偉大
復興的新征程，全國人民對未來充滿信心。十
九大報告決定着21世紀中國發展的方向和進
程，把港澳落實「一國兩制」作為新時代堅持
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十四條基本方略之
一，為香港作出新定位，創造新機遇，更為香
港發展指路引航。

中央為港指路引航 注入強心針
張曉明主任指出，報告把「堅持『一國兩
制』和推進祖國統一」列為新時代中國特色社
會主義的十四條基本方略之一，意義重大而深
遠。也意味着中央實行「一國兩制」、「港人
治港」、「澳人治澳」、高度自治的方針是長
期的，不會變，不動搖。對此不必有任何懷
疑。
王志民主任也指出，「十九大報告將堅持
『一國兩制』上升為黨和國家的一個基本方
略，並在內涵上進一步豐富發展，這一不斷

遞進的歷史脈絡，表明香港在重新納入國家
治理體系後，『一國兩制』事業在黨和國家
工作全局中具有新的政治定位，在實現「兩
個一百年」奮鬥目標和中華民族偉大復興進
程中的地位更為重要，同時也反映了我們黨
對『一國兩制』事業規律性認識的不斷深
化。」
國家發展一日千里，日益開放，香港的經濟

總量在國家整體經濟中的比例和影響力持續下
降，本港難免有人擔心，國家不再重視香港，
更不會推出特別措施支持香港。張曉明和王志
民兩位負責香港事務的主要官員通過解讀十九
大報告傳遞清晰信息，中央堅定不移地落實
「一國兩制」，中央對港政策不僅不會變，而
且進一步加強，把香港落實「一國兩制」納入
到國家發展的戰略大局，中華民族偉大復興，
香港不會也不能缺席。這是對香港未來注入最
好的強心針。

正確處理一國與兩制關係
香港能否真正融入到國家發展的大局，把握

十九大新時代的機遇，關鍵是能否處理好「一
國」與「兩制」的關係，能否處理好中央和香
港的關係。香港在落實「一國兩制」的過程中
不斷出現新情況、新問題、新挑戰，本港有人
只強調「兩制」，忽略「一國」，以高度自治
為由，排斥中央對港依法行使的有關權力，甚
至公然挑戰「一國」原則，以「兩制」對抗
「一國」，這勢必干擾「一國兩制」的持續準
確落實，妨礙香港把握國家發展的良機。
張曉明主任指出，把維護中央對香港、澳門

特別行政區全面管治權和保障特別行政區高度
自治權有機結合起來，這是處理好中央與特別
行政區關係的關鍵；希望特別行政區政府和社
會各界人士履行維護國家主權、安全、發展利
益的憲制責任，這是「一國」原則和法治原則
的體現；支持香港、澳門融入國家發展大局，

全面推進內地同香港、澳門互利合作，這是港
澳發揮自身優勢、與內地實現共同發展的必然
選擇，港澳和內地融合發展與保持兩制差異並
不矛盾。
王志民主任也指出，十九大報告把「一國

兩制」列為新時代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
主義的十四條基本方略中的第十二條，指出
「保持香港、澳門長期繁榮穩定，實現祖國
完全統一，是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必然
要求。必須把維護中央對香港、澳門特別行
政區全面管治權和保障特別行政區高度自治
權有機結合起來，確保『一國兩制』方針不
會變、不動搖，確保『一國兩制』實踐不變
形、不走樣。」

研讀十九大報告抓住新機遇
通過兩位主任的解讀，我們可以更正確認識

和處理「一國」和「兩制」、中央和香港的關
係，更加明白「必須把維護中央全面管治權和
保障高度自治權有機結合起來」的重要性，在
實踐「一國兩制」時更自覺地維護國家的主
權、安全和發展利益，從而更好地保障香港的
繁榮穩定。
香港與國家同呼吸、共命運，港人具有良好

的愛國傳統，為國家的建設和發展作出了重要
而獨特的貢獻。十九大後國家發展進入新時
代，中華民族偉大復興需要真誠團結起來，我
們離世界頭號強國還有距離，人民幣國際化還
任重道遠，真正強了就是我們拿着人民幣全球
買東西全球歡迎，香港專業人士應以戰略眼光
和國際視野，胸懷國家發展全局，從金融走向
世界是我們香港可以貢獻祖國的強項，香港也
會得益巨大，從深入研讀十九大報告的新精
神、新指引，引起社會各界對十九大報告的重
視和討論，以利香港順應大勢，找準定位，抓
住機遇，增強共擔民族復興的意識，分享祖國
強盛的成果和榮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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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十九大」說「法治中國」

舉世關注的中共十
九大已勝利閉幕，並
確定了以習近平為核
心的新領導班子。作
為法律界的一員，自
然而然地關注與法治
建設相關內容。習近

平主席曾多次強調「依法治國」的重要
性，指出全面依法治國有助提高黨的執
政能力和執政水準，這關係到人民幸福
安康與國家長治久安和中華民族偉大復
興中國夢的實現。
自十一屆三中全會始中國政府已把

「依法治國」確定為治理國家的基本方
略。十八屆四中全會更首次提出以建設
社會主義法治國家為目標。如今，中國
特色社會主義法律體系已成型，包括法
律規範體系、法治實施體系、法治監督
體系與法治保障體系。有評論強調今日
中國法律是有法可依的，其中有些規定
與措施甚至是超前的，符合法治精神。
相信，隨着執法力度的進一步加強與司
法體制的不斷完善，「法治中國」絕非
口號。
十九大報告指出要堅定不移走中國

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道路，強調堅持黨的
領導，堅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走
中國自己的路。首先，習近平主席指
出，必須向全社會發出正確而明確的信
息，指明全面推進依法治國的正確方

向，統一全黨全國各族人民認識，團結
全國人民向同一目標邁進。
接着，「法治國家」、「法治政

府」、「法治社會」一體建設。或者可
以說，通過「法治政府」和「法治社
會」實現「法治國家」。其中，「法治
政府」規範政府行為，要求政府切實做
到公正執法，維護公共利益、人民權益
和社會秩序。至於「法治社會」，一方
面讓人民群眾在每一個司法案件中感受
到公平正義。另一方面，則是提高民眾
的法治素養。值得特別指出的是，「依
法治國」應與「以德治國」相結合，提
高全民族道德素質。
最後，正如馬思洛「需求層次理

論」所言，人們在其「基本生理」和
「人身安全」基本需求得到滿足後，便
會追求更高層次的需要，包括社群、尊
重以及自我實現的需求。十九大對中國
國情發展有清晰的總結︰在實現全面建
成小康社會，解決十多億人民的溫飽之
後，人們對於包括民主與法治在內的更
高層次需求相應提高。例如︰依法享有
廣泛自由的人權保障、實現法律面前人
人平等和體現自我價值的民主訴求。
大家都知道，「法治中國」不可能

一蹴而就；但我們卻看到「法治中國」
的建設已上馬。在一個完整構想下，有
條不紊地循序地推進。讓我們滿懷信
心，向前走！

丁 煌 執業大律師 城市智庫「就是敢言」計劃成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