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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大擬進駐灣區建醫學院
深圳願批出兩地供發展 助促醫療惠港人北上

香港與大灣區

其他城市連繫

日益緊密，

愈來愈多香港人前往升學、工

作以至退休，協助提升區內

醫療水平，可望進一步促進

本港與大灣區交流互通。

香港文匯報接獲消息，中

文大學（深圳）提議成立

醫學院和醫院，目標是將

大灣區醫療培訓及服務至

國際水平，有指深圳市政府

願意批出兩地供作發展。香

港中大發言人確認，項目現時

處於初步構思階段，有中大校

董及香港立法會議員表示支持建

議，認為此舉將可進一步提升港人信

心，未來考慮往大灣區定居及發展。

■香港文匯報記者 姜嘉軒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郭若溪 深圳報道）《粵港
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綱要》提出 「塑造健康灣
區」，包括加強醫療衛生人才聯合培養和交流，開
展傳染病聯合會診，鼓勵港澳醫務人員到珠三角九
市開展學術交流和私人執業醫務人員短期執業。多
名在深執業港醫表示，在灣區發展將迎來新機遇。
同時，深圳市衛生健康委員會昨日就綱要相關內容
向記者透露，港大深圳醫院將引入香港醫學專科學
院及對應的分科學院培訓體系，建國際化臨床醫學
技能培訓中心。
深圳市衛建委表示，在推動優質醫療衛生資源緊
密合作中，港大深圳醫院持續推行「去行政化」、
「去編制化」改革，實行管辦分開、政事分開、所
有權與經營權分離，建立法人治理結構。未來醫院
希望融合國際認證和「三甲」評審，推動中國醫院
評審標準走向國際。
在加強醫療衛生人才聯合培養和交流方面，港大
深圳醫院在住院醫師規範化培訓中，採取中英文雙
語帶教模式，部分課程甚至由香港教授採用英語教
學。此外，醫院提供與香港大學、瑪麗醫院共享的

視像鏈接平台，讓住培醫師實時觀看學術會議、病
例討論、技能操作，對於優秀的住培醫師，還可到
香港學習，開闊視野。
據透露，港大深圳醫院將引入香港醫學專科學院
及對應的分科學院培訓體系，落地港大深圳醫院作
為合作平台及培訓基地，建立與國際標準對接、被
國際認可的專科醫師培訓制度，構建包括動物手
術、屍體解剖、微創手術，OSCE考試站在內的國
際化臨床醫學技能培訓中心。

本地業界：豐富港醫經驗
有香港醫生表示，隨着大灣區建設日趨完善，赴
灣區生活的港人趨增，如能提升醫療水平，便可有
利於在地港人獲得高水平得醫療服務。
同時，香港醫生通過講座、工作坊合作等形式，
也能因內地豐富臨床病例而累積經驗，因此希望國
家能增加資源支持兩地醫療交流合作。

入灣短期執業 港澳醫利改革
中國非公醫療機構協會醫生集團分會副會長謝汝

石接受記者採訪時表示，規劃鼓勵港澳醫生在大灣
區短期執業，不僅可讓灣區內醫生自由流動和交
流，更重要是香港的全科醫學和醫院服務管理方面
人才可以在內地發揮服務和帶動性的作用。
謝汝石表示，目前，大灣區內亟需醫養結合的項
目配套發展，香港的私立醫院、私立的連鎖診所、
全科服務機構和養老機構就有非常大的優勢。未
來，香港的私立醫院管理和服務模式在灣區將有很
好的機遇。 「一個世界級的灣區，肯定帶來一個
世界級的健康產業的機遇和機會。」

港大深院引港式體系育灣區醫師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在《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

綱要》中，提到研究開展「非急重病人跨境陸路轉運服
務」，香港特區政府食物及衛生局昨日回應傳媒查詢時表
示，政府原則上支持內地指定醫院以普通載客車輛跨境運送
非急重的香港病人回港，可以便利在粵港人回港就醫或休
養。
規劃綱要中提出，要研究開展「非急重病人跨境陸路轉運

服務」。食衛局發言人表示，香港特區政府原則上支持內地
指定醫院向粵港兩地政府申請所需牌照，以普通載客車輛跨
境運送非急重香港病人，以為便利在粵港人回港就醫或休
養。
發言人指，跨境運送非急重病人回港前要考慮病人當時狀

況是否已經穩定，並適合轉運返港，認為在有關原則下，從
陸路轉運並不適用於需要救護車轉運的病人。
同時，規劃綱要提出加強兩地醫護人員交流，建議鼓勵港

澳醫務人員到內地開展學術交流和短期執業，食物及衛生局
局長陳肇始強調，特區政府會監察香港的醫護人手情況，不
會「硬推」一些可能影響香港公營醫療服務的措施。

在粵非急重病人
可轉運回港就醫

港大「飲頭啖湯」醫券有望擴展
深圳中大擬增辦醫學

院及興建直屬醫院，可
說是區內醫療人才及服
務發展的重大消息，有

關計劃更搭上《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
劃綱要》出台的便車，勢必帶來更大
的成功機遇。然而，在港大深圳醫院
創院首5年都面對虧蝕，中大項目於
財務、人手管理等方面其實也面對不
少挑戰，尤其是中大同時亦正於沙田
校園建設私營的中大教學醫院，更考
驗主事者如何能做好平衡，避免在過
渡期間出現醫療人才「自己搶自己」
的問題，長遠才能為香港以至整個灣
區的醫療體系作出貢獻。

中大、港大的醫學院近年於爭奪尖
子、科研成果發佈等方面一直互不相
讓，競爭意識甚濃。

隨着港大7年前率先進軍深圳開辦
醫院，近年運作開始上軌道且名聲漸
隆，中大北上拓展醫療教學及服務的

誘因亦更大，讓港式醫療教學及管理
進一步輻射大灣區。

不過，兩地醫療合作仍要克服各方
面的挑戰，作為先行者的港大深圳醫
院，創院之初於收費及財務問題仍未
理順，首5年接連虧蝕，更一度累積
港大6億元欠款，及後經歷收費改革
及提升服務量，去年終於達到收支平
衡，並開始逐步向港大還款。

有關財務問題對於深圳中大來說，
正是重要的前車之鑑。

另一方面，深圳中大增設醫學院及
醫院，對資深醫療人員人手調配及時
間管理，如何做好平衡也是很大的挑
戰。特別是位於沙田的私營中大醫院
也預計於2020年首季落成，第二季投
入服務，避免醫療人才「自己搶自
己」肯定是未來幾年中大需要關注的
課題。若校方要以大灣區的新拓展為
契機，就要向外吸納更多出色人才以
回應需求。 ■香港文匯報記者 高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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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中大擬發展
醫學院及醫院，雖
有關構思仍處初步
階段，惟此舉相信

可進一步推動本港與大灣區醫療
衛生緊密合作，促進兩地醫護人
員交流和研究合作，並有助大灣
區培養優秀醫療人才。事實上，
有關項目與最新公佈的規劃綱要
多個章節的內容緊扣，可望成為
本港參與區內發展藍圖的一項重
大設施。
規劃綱要在創科、醫療、教育
等方面均對本港寄予厚望，其中
提出推進科技創新合作，又應研
究制定專門辦法，對科研合作項
目需要的醫療數據和血液等生物
樣品跨境在大灣區內限定的高
校、科研機構和實驗室使用進行
優化管理，促進臨床醫學研究發
展。
於深圳引入港式醫科培訓元

素，也切合規劃綱要第八章「打
造教育和人才高地」內容，當中
強調要推動教育合作發展，建設
人才高地，完善國際化人才培養
模式，加強人才國際交流合作，
推進職業資格國際互認。
至於「塑造健康灣區」一節則

進一步表明要推動優質醫療衛生
資源緊密合作，支持港澳醫療衛
生服務提供主體在珠三角九
市按規定以獨資、合資或合
作等方式設置醫療機構，
發展區域醫療聯合體和區
域性醫療中心。

■香港文匯報記者
姜嘉軒

根據中大校董會去年度第四次會議簡報所載，
校董會接納校長就大學最近的活動所作的口

頭報告，其中一項為「中大（深圳）有望成立一間
醫學院」。直至近日香港文匯報再獲最新消息，指
深圳願意批出兩地供該校發展醫學院及醫院。

中大證與深圳校積極探討
香港文匯報其後就有關消息向香港中大查詢，
發言人確認隨着大灣區發展及區內對醫療人才的
需求，中大（深圳）提議成立新的醫學院，現正
與香港中大進行積極探討，並與深圳市人民政府
磋商。有關提議旨在加強培育醫療人才，提升大
灣區醫療服務至國際水平，造福人民。
發言人指，此項目現時處於初步構思階段，建
議中的醫學院擬建設直屬醫院，醫學院及醫院將
會位於深圳，具體安排仍有待進一步商議。
為進一步了解項目進展，香港文匯報向中大校
董、立法會議員何啟明查問消息，他提到中大校
董會上月亦有開會，但因他出席立法會會議而未
有參與，未知上述項目曾否在會上討論。
不過他亦指，內地引入本港醫療培訓制度也是
一種趨勢，相信有助內地尖子接受國際認可的培
養方法，為大灣區進一步增加人才儲備，長遠而
言本港亦有機會受惠。

校董何啟明：可增港人移居信心
「事實上大灣區的醫療水平，會是左右市民是
否前往居住的重要考慮因素」，何啟明指若消息
所指的醫學院及醫院可提供予包括香港居民使
用，相信可有效提升港人移居信心。
中大醫學院教授及助理院長（外務）陳英凝則
指，以她所知該項目仍在初步階段，醫學院方面
的參與程度多少，教學及研究人員會否前往當地
工作等事宜，目前仍然是未知之數。惟她亦表
示，香港學生若有機會到內地認識醫療體系肯定
是好事，自己亦歡迎到內地從事教學工作。
民建聯衛生事務發言人、立法會議員陳恒鑌表
示，香港在醫療研究、與國際接軌等方面都具有
相當經驗，透過在內地開辦醫學院及醫院，將可
貢獻大灣區發展，亦有望惠及港人在內地就醫，
「尤其長者考慮在內地養老的樽頸位往往就在醫
療」，解決這些方面的問題，將可大大促進港人
在大灣區生活的方便。他並提到深圳中大醫學院
的建設將有助進一步推動本港與大灣區的醫療研
究合作，發揮本港醫療優勢產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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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港大學在大灣區開設醫院，
有助解決區內港人所面對的醫療
困難。早在2012年啟用的香港大
學深圳醫院正是其中一例，該院
自2015年起獲特區政府宣佈成為
長者醫療券試點計劃，方便居住
在深圳乃至珠三角的香港長者使

用及支付指定科室提供的門診醫療護理
服務。有關計劃截至去年已錄得近
3,000人使用，使用人次逾10,500，未
來或有望擴展至更多內地醫院使用。

2012年進駐深圳建醫院
鑑於近年不少香港長者選擇返回內

地養老，政府遂在2015年起將醫療券
擴展至港大深圳醫院可接受使用。至
去年底港大深圳醫院發佈《香港大學
深圳醫院醫療券長者使用情況調查報
告》，顯示超過九成受訪長者對港大
深圳醫院的門診就診體驗為「非常滿
意」或「滿意」，同時亦有九成受訪

長者希望今後將長者醫療券的適用範
圍擴展至住院服務。
特區政府食衛局局長陳肇始去年接

受傳媒訪問亦有提到相關事宜，表示
於港大深圳醫院使用醫療券人數比想
像中多，效果理想，而隨着大灣區發
展，政府不排除擴展醫療券計劃至大
灣區其他醫院，正審視電腦技術、醫
療監管等配套問題。

■香港文匯報記者 姜嘉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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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中文大學香港中文大學（（深圳深圳））提議在提議在
大灣區成立醫學院和醫院大灣區成立醫學院和醫院，，提提
升醫療水平升醫療水平。。圖為早年已圖為早年已
進駐內地的港大深圳醫進駐內地的港大深圳醫
院的診症情況院的診症情況。。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香港中文大學香港中文大學（（深圳深圳））有望設有望設
立醫學院和醫院立醫學院和醫院。。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陳英凝指陳英凝指，，醫學醫學
院方面的參與程度以及院方面的參與程度以及

研究人員會否前往當地工作等事研究人員會否前往當地工作等事
宜宜，，目前仍是未知之數目前仍是未知之數。。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港大深圳醫院在2015年起接受使用
醫療券。 資料圖片

■港大深圳醫院 香港文匯報記者郭若溪 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