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灣區醫衛合作灣區醫衛合作 創優質生活圈創優質生活圈
「大講堂」邀港業界論健康 盼為區民帶來更好服務

隨着粵港澳大灣區規劃即將出台，大灣區衛生健康共同體的概念亦備受關注。在灣仔會議展覽中

心舉行的第九期「香港大講堂」，以「粵港澳大灣區—構建健康共同體，打造優質生活圈」為主

題，並邀得3位本地醫療衛生業界代表高永文、李國棟及林順潮出席演講，一同探討在大灣區規劃下

如何實現深化區內合作，為灣區居民帶來更好的醫療衛生服務。 ■香港文匯報記者 繆健詩、文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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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國棟倡內地設醫專醫委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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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繆健詩）港區全
國人大代表、亞太視網膜及黃斑學會會
長林順潮，早於2013年已在深圳創辦內
地首家港人獨資醫院，這不單是內地與
香港醫療合作的典範，亦成為港人北上
辦醫的範本。他在「香港大講堂」上，
通過分享自身多年來的辦醫心得及經
驗，講解當中的機遇、挑戰與實踐，
並表示粵港澳大灣區將帶來巨大機
遇，建議香港的醫療專才可考慮北上
發展。
林順潮表示，國家多年來都想推
行醫療改革，正積極鼓勵民間資本
辦醫，改變長久以來以公營醫療
服務為主的體制，而近年更推出
多項相關政策給予支持，可見國
家對於改革的力度與決心，再加
上內地居民對於優質醫療服務
需求龐大，所以在醫改的大框
架下，港醫將會得到重大的發
展機會。
他同時提到，基於香港與內
地的醫療及資源分配制度的差
別，港醫北上發展將會遇上
各種挑戰，但他以自身的成

功為例，鼓勵大家將香港的醫療水平、
醫德、醫風以及醫療管理帶回內地，構
建一個國際人才能夠發揮的平台，同時
為國家的醫療發展作出貢獻。
對於香港缺乏醫療人才難以撥動人手

北上的問題，林順潮建議香港的大學機
構可以與內地的大學合作，在大灣區內
合辦醫學院，藉以招納及培訓更多醫療
專才。同時，深港兩地可借助地域相
近，及前海地區的稅制優勢，進一步推
動兩地的醫療融合，並製造條件讓港人
回內地發展，共同在大灣區內打造國際
醫療平台。

是次活動由香港中國商會、香港大公文匯
傳媒集團與香港智庫有限公司主辦，中

聯辦副主任何靖、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聶
德權、外交部駐港副特派員宋如安、全國人
大常委譚耀宗、廣東省政協科教衛體委員會
主任郭俊等應邀出席，另有逾300名三地專
家代表及市民參與講座。

聶德權：灣區多方面供機遇
聶德權表示，大灣區對於
香港的影響不僅在經濟範
疇，更會為香港的社會
及民生等方面帶來新
的重大機遇及發展空
間，而現時特區政府在推
動大灣區建設上有3大重點
工作，其一，將大灣區打造
成國際科技創新中心；其
二，便利香港的優勢產
業，特別是醫療、教育
產業落戶大灣區；其
三，通過政策創新與突
破，加強大灣區內城市的
互聯互通。

他強調，要成功推動大灣區建設，政府與
社會各界的攜手合作必不可少，期望大家就
如何有效推動建設，特別是發展高水平醫療
服務、打造大灣區優質生活圈方面，向特區
政府多提供意見，政府會擔當促成者的角
色，向內地相關單位爭取政策支持，協助業
界在大灣區發展，同時為大灣區內居民提高
生活保障。

陳亨達：港應獻力健康中國
香港中國商會常務副會長陳亨達指出，

「香港大講堂」是推動內地和香港融合、廣
泛溝通的平台，而是次講座主題正是配合當
下的經濟及社會發展情況，特別是現時國家
已逐步推出大灣區內的便利措施，將助香港
各行各業，包括醫療產業開拓內地的龐大市
場，並帶來無限商機。
同時，為配合國家發展戰略，香港亦應發
揮所長，為大灣區打造健康環境，發展健康
產業，為健康中國貢獻力量。

李大宏：力增社會關注參與
香港大公文匯傳媒集團副董事長、總編輯

李大宏說，香港自回歸以來，一直在融入國

家發展，但在內地生活的香港人仍面臨着不
同的問題，而醫療安老就是當中較為突出
的，這一方面的需求，亦為香港專才提供發
揮的平台，更為粵港澳三地合力構建健康共
同體提供了歷史機遇。
李大宏並為講座拋磚引玉，即席提出多項
建議，包括容許香港部分公共服務及福利可
跨境使用、促進及鼓勵香港非牟利公共服務
機構到大灣區開展醫療及社福服務等，為大
灣區居民提供醫療健康服務之餘，亦能服務
在灣區工作及生活的港人。
他並指出，為社會搭建良好的溝通交流平

台一直是大文集團的使命和責任，這亦是舉
辦「香港大講堂」的初心，今後集團媒體將
不遺餘力地報道兩地在醫療、健康方面的合
作與工作，以提高社會對這一領域的關注和
參與程度，為共建大灣區健康家園作出貢
獻。
隨後，3位主講嘉賓，包括前食物及衛生局
局長高永文，WONCA世界家庭醫學組織候
任主席李國棟，以及希瑪眼科主席林順潮，
通過分享自身的專業知識及經驗，一同探討
粵港澳大灣區的醫療合作前景與挑戰(見另
稿)。

科技發展日新月異，就連醫療服務亦一樣
可以使用大數據，出席「香港大講堂」活動
的醫療界別專家指，大數據有助政府制訂衛
生政策，亦有專家期望長遠可以利用人工智
能協助斷症，以減輕醫療體系面對的壓力。
食物及衛生局前局長高永文、希瑪眼科
主席林順潮、中山大學附屬第一醫院院長
肖海鵬、香港大學李嘉誠醫學院院長梁卓
偉、澳門中華醫學會會長陳亦立及澳門科
技大學校長劉良擔任「香港大講堂」的講
座嘉賓，被與會者問及創新科技及大數據
在醫療服務方面有何角色。
高永文舉例指，香港的公立醫院已經將
病歷電子化，現時更開放予私家醫生閱

覽，認為做法可以
協助醫生提供更適
切的治療，並期望
未來可以做到公私
營醫療服務病歷互
通。
他又提及英國倫

敦已經推出一項試驗計劃，病人可以透過
手機應用程式獲得醫療建議，病人只要簡
單回答幾條問題，人工智能系統就能協助
約80%病人解決問題，其餘的人才再透過
互聯網見醫生，有需要時才為病人預約接
受治療。他認為做法可以減輕醫院壓力，
期望內地亦可以有人研發同類技術。

肖海鵬工作的中山大學附屬第一醫院儲
存了大量資料，他指大數據對改善醫療服
務有很大幫助，舉例指政府可以透過需要
接受血液透析的病人資料、每年個案的增
加數量及需要洗腎或換腎人數等制定適合
的公共衛生政策。

■香港文匯報記者 文森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香港
與內地雖然有各自不同的醫療體系，
但均面對公營醫療服務壓力沉重的問
題，全國政協委員、食物及衛生局前
局長高永文在「香港大講堂」活動上
提出，香港的管理人才可以到大灣區
發展，將香港的醫療服務模式帶到內
地，與內地的醫護人員一同為市民提
供專業的醫療服務。
高永文以「從內地醫療改革看大灣

區發展」為題發表演講，指本港公立
醫院的服務需求大，需要依賴私家醫
生配合才能提供足夠服務滿足市民需
求。
不過，高永文指內地的醫院服務壓力

更加沉重，市民不管大病、小病，都是
到醫院求診，「香港的專科服務需要轉
介和預約，病情危急的病人較先獲診
治，但內地的病人到醫院後可以自行選
專科，專科醫生一日的工作量可能與香
港的私家醫生一樣。」他指有關做法
絕非適當地使用醫療資源的方式。
內地現時亦正進行醫療改革，高永

文透露，發展「分級診療」是內地醫改
的其中一個方向，做法與香港醫院管
理局將全港醫院分為不同聯網類似，
例如省級、縣級及鄉鎮級醫院合作，
並安排轉院服務，按病人情況好壞轉
到較高級，或次一級醫院繼續治療。
高永文表示，日本等國家有很多民

營小型醫院，預料愈來愈多同類醫療
機構亦會出現於內地，提供健康管
理、治療及復康等不同醫療服務。
廣東省及珠三角現時亦有香港投資

的專科中心，團隊集合香港、內地與
海外醫生。高永文指培訓專科醫生需
時十多年，香港亦面對醫護人員不足
的問題，不鼓勵本港醫護人員到內地
發展，但認為本港管理人員可以與內
地醫生合作，將香港管理模式帶到內
地，令住在大灣區內的人都可以獲得
安全及以病人為本的醫療服務。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基層醫療
在世界各地的醫療系統中所佔角色愈來愈
重要，但內地現時仍未建立全科醫生或家
庭醫生的概念，全國政協委員、世界家庭
醫學組織候任主席李國棟認為，香港應該
向內地分享發展基層醫療的經驗，並建議
內地可以參考香港的做法，設立類似醫學
專科學院及醫務委員會的機構，以統一專
科醫生培訓及處理醫患問題。
李國棟以「粵港澳大灣區醫療衛生和健
康產業合作前景、趨勢分析」為題在「香
港大講堂」活動上發表演講，指醫院角色
一直轉變，世界各地現時都傾向先在社區
診治病人，有需要時才轉送醫院跟進。
但內地現時沒有太多全科醫生，市民對
他們及家庭醫生的認識亦不多，李國棟指
大灣區內人口達6,700萬，當中逾1,300萬
人為60歲或以上長者，認為區內的醫療
服務壓力極大，「談起大灣區，香港不能
只拎『着數』，也有責任作出貢獻，例如
分享經驗，香港的基層醫療成熟，如果可
以引入內地，可以改善內地醫療質素和人
民健康。」
李國棟指出，要推動基層醫療發展的首

要工作是確保醫生水平，認為現時內地欠

缺統一醫生培訓是推動基層醫療
的挑戰之一，建議內地可以參考香
港成立醫學專科學院，確保所有醫
生都達到一定水平和操守。
另外，他亦指內地醫生可能認為

全科醫生待遇及地位不及專科醫生，
稱有關想法亦需要改變。
醫患問題在內地亦十分常見，李國

棟認為原因與不少醫院現時都只是由
院長自行處理病人投訴，做法難令病人
及家屬有信心有關，建議成立專門機構
處理醫生註冊及醫療事故。

林順潮：合辦醫學院共育專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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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亨達陳亨達

香港中國商會主席陳經緯博士表示，
本月15日粵港澳大灣區建設領導小組全
體會議在京召開，特首林鄭月娥出席了
會議，這是香港特首首次進入中央層面
的決策小組，意義非凡。香港在「一國
兩制」下應充分發揮一系列固有優勢，
更好地融入國家發展大局。
今期大講堂的參與者來自粵港澳三地，

既有業內資深專家及前線工作者，也有關
心粵港澳大灣區的各界人士，主講嘉賓及
座談嘉賓均是著名的專家學者。大家圍繞
共同關心的主題，建言獻策，各抒己見，
深入探討，取得圓滿成功。
陳經緯博士指出，隨着大灣區戰略的

開展，區內
的經濟活動
將更活躍，
醫藥衛生將
有着更大的
發展空間和
機遇。粵港
澳三地應緊
密抓住這個
新的發展機
遇，深化三
地醫藥衛生體制融合，改善民生，發展
經濟，共建大灣區優質生活圈。

■香港文匯報記者 文森

■■陳經緯陳經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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