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在此次疫情中此次疫情中，，作為深圳作為深圳
市疑似患者定點收治醫市疑似患者定點收治醫

院以及全市外籍人員就醫及健康管理的院以及全市外籍人員就醫及健康管理的
定點醫院定點醫院，，港大深圳醫院積極主動發揮深港合港大深圳醫院積極主動發揮深港合

作交流平台的優勢作交流平台的優勢，，在多個方面探索創新在多個方面探索創新。。22月月88日日
以來以來，，為解決居住在粵港澳大灣區為解決居住在粵港澳大灣區、、長期往來深港的跨長期往來深港的跨
境居民就醫難題境居民就醫難題，，醫院及時推出積極措施醫院及時推出積極措施，，為原本需要為原本需要
跨境回港就醫的腫瘤患者跨境回港就醫的腫瘤患者、、慢病長者及部分定期檢查的慢病長者及部分定期檢查的
孕婦等孕婦等，，提供有效的醫療幫助提供有效的醫療幫助。。

加大醫療融合加大醫療融合 公衛服務一體公衛服務一體
「「疫情暴露了一些以前沒有真正想到的問題疫情暴露了一些以前沒有真正想到的問題。」。」盧寵茂盧寵茂

表示表示，，之前很多人覺得之前很多人覺得，，大灣區的醫療融合很簡單大灣區的醫療融合很簡單，，只要只要
把交通搞好把交通搞好，，讓深港兩地的人去到自己想去的醫院讓深港兩地的人去到自己想去的醫院，，就可就可
以解決問題以解決問題。。但是疫情告訴社會大眾但是疫情告訴社會大眾，，一旦關口因疫情而一旦關口因疫情而
關閉關閉，，跨境醫療出現很大阻力跨境醫療出現很大阻力，，這種這種「「兩地跑兩地跑」」的安排對的安排對
於病人來說是不理想的於病人來說是不理想的。。同時同時，，隔離政策的出台隔離政策的出台，，也為很也為很
多在深養老和需要返港買藥的病人帶來不便多在深養老和需要返港買藥的病人帶來不便。。
20192019年是粵港澳大灣區公共衛生及醫療合作最受矚目年是粵港澳大灣區公共衛生及醫療合作最受矚目

的一年的一年，，從中央到地方均出台了促進灣區大融合的政策從中央到地方均出台了促進灣區大融合的政策
法規法規。。盧寵茂認為盧寵茂認為，「，「一國兩制一國兩制」」在公共衛生領域的標在公共衛生領域的標
準不應因社會制度不同而造成很大差別準不應因社會制度不同而造成很大差別，，反而更要強調反而更要強調
有一個一體化的政策有一個一體化的政策，「，「因為大家在公共衛生方面的目因為大家在公共衛生方面的目
標是一致的標是一致的，，更應強調更應強調『『一國一國』，』，追求盡量的融合追求盡量的融合，，尤尤
其是優點的融合其是優點的融合。」。」因此因此，，大灣區九個城市大灣區九個城市、、兩個特別兩個特別
行政區在公共衛生和醫療服務領域不應只強調行政區在公共衛生和醫療服務領域不應只強調「「兩兩
制制」，」，更要重視更要重視「「一國一國」，」，做到公共衛生一體化做到公共衛生一體化、、醫療醫療
服務同質化服務同質化，，才能真正讓大灣區成為一小時生活圈才能真正讓大灣區成為一小時生活圈。。

建立共享機制建立共享機制 強化協同效應強化協同效應
大灣區公共衛生一體化的發展離不開資金大灣區公共衛生一體化的發展離不開資金、、科研技科研技

術術、、人才人才、、物資物資、、信息等五個核心要素信息等五個核心要素。。危機時刻危機時刻，，深深
港兩地發揮各自公共衛生應急管理所長港兩地發揮各自公共衛生應急管理所長，，在新冠肺炎疫在新冠肺炎疫
情阻擊戰中情阻擊戰中，，整體防控分別取得了積極成效整體防控分別取得了積極成效。。隨着深港隨着深港
經濟社會合作延伸經濟社會合作延伸，，急需建立一個連接兩地的公共衛生急需建立一個連接兩地的公共衛生
協同管理協同管理。。
「「疫情期間疫情期間，，給我很深的感受是給我很深的感受是，，香港和內地幾乎是香港和內地幾乎是

各管各的各管各的『『兩制兩制』，』，關口政策是最直接的體現關口政策是最直接的體現，，兩邊對兩邊對
隔離隔離、、做核酸的要求和措施都不一樣做核酸的要求和措施都不一樣，，甚至有些香港的甚至有些香港的
官員來問官員來問，，深圳的政策是什麼深圳的政策是什麼？」？」盧寵茂直言盧寵茂直言，，以以11..11
萬的香港跨境司機為例萬的香港跨境司機為例，，他們運送了他們運送了8585%%的供港物資的供港物資，，
應該要全力確保暢通應該要全力確保暢通，「，「但據我了解但據我了解，，在深圳要求他們在深圳要求他們
過關做核酸檢測後過關做核酸檢測後，，香港並未有官員實地到過口岸一線香港並未有官員實地到過口岸一線
去了解他們的訴求或困難去了解他們的訴求或困難。」。」
盧寵茂表示盧寵茂表示，，儘管深港合作交流頻繁儘管深港合作交流頻繁，，但由於兩種制但由於兩種制

度的差異度的差異，，影響和制約了創新要素資源組合影響和制約了創新要素資源組合。。對於兩地對於兩地
疫情相關信息疫情相關信息、、跨境病案和救治情況跨境病案和救治情況，，雙方有必要建立雙方有必要建立
實時共享機制實時共享機制，，包括跨境人員的線上申報和追蹤包括跨境人員的線上申報和追蹤、、檢驗檢驗
檢疫信息管理等檢疫信息管理等，，建議把智慧監控和管理建議把智慧監控和管理、、大數據分析大數據分析
與利用常態化與利用常態化，，以利於疫情研判與防控決策以利於疫情研判與防控決策。。
他強調他強調，，粵港澳大灣區衛生健康合作的最終目標是要粵港澳大灣區衛生健康合作的最終目標是要

建設建設「「健康灣區健康灣區」，」，公共衛生安全體系完善是基礎性和公共衛生安全體系完善是基礎性和
關鍵性的環節關鍵性的環節。。這次新冠疫情的發生這次新冠疫情的發生，，希望也成為深港希望也成為深港
醫療合作的催化劑醫療合作的催化劑，，進一步促進大灣區衛生健康共建共進一步促進大灣區衛生健康共建共
享享，，希望兩地政府再洽商建立深港醫療服務希望兩地政府再洽商建立深港醫療服務、、公共衛生公共衛生
和醫學影像檢查和醫學影像檢查、、應急救援等資源共享機制應急救援等資源共享機制，，加快跨境加快跨境
合作和醫療融合合作和醫療融合，，使使「「健康灣區健康灣區」」成為粵港成為粵港
澳大灣區的重要標籤澳大灣區的重要標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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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方便
後續疫情

的防控工作，5月18日，香港政府發
佈公報，港大深圳醫院共50個名額
可獲豁免進行強制檢疫。取得豁免
資格的盧寵茂向香港文匯報記者講
述了他不一般的過關體驗，以往3分
鐘的通關路，前後耗時長達1個鐘，
海關、邊檢、口岸、衛生健康、公
安等防疫一線全流程仍一項不少，
查驗得十分嚴格和徹底。

目前，境外新冠肺炎疫情持續蔓
延，深圳灣口岸是深圳唯一正常開
通深港旅檢服務的陸路口岸，通關
時間由上午10時至晚上8時。現場
海關檢疫人員會先後核查健康申明
卡、進行體溫篩查、流行病學調
查，並查詢境內外14天活動軌跡；
邊檢工作人員則會對每一名入境人
員逐一認真檢查詢問，逐一查驗每
本護照的境外停留軌跡。

作為豁免集中及居家隔離人士，
盧寵茂如今過關，比平時增加了三
份文件，包括由港大深圳醫院出具

的7天內的《2019新冠病毒基因檢
查報告》、深圳市人民政府口岸辦
出具的《深圳市經批准免於集中及
居家隔離醫學觀察通知》和香港食
物及衛生局發出的《豁免書》。入
境香港時，需要向出入境管制站工
作人員同時出示《豁免書》和有效
的核酸檢測陰性結果報告，而入境
深圳則無核酸檢測報告的要求。

入境深圳核驗時間長
「現在的通關效率遠沒有以前

高，以往通關只用3分鐘，現在即
便是有豁免，前後耗時也要1個小
時左右。」盧寵茂說，在入境深圳
時的等候時間會特別的長，「工作
人員在檢查文件時，會打很多個電
話求證，之後就是等待。目前情況
下，早上快12點才能到醫院，而
下午6點就要離院，當天來回是不
實際的。大部分取得豁免的同事，
仍舊會在深圳住一段時間才回香港
一趟，最盼望能盡快恢復常態化通
關。」

新冠肺炎襲擊全球，在嚴謹準確的防疫
措施下，中國疫情得到有效控制，領先全
球，香港確診患者整體數量雖然不高，但
佔比不低。「香港有很多地方都應向深圳
學習，尤其是在提升醫療效率方面。」盧
寵茂舉例稱，香港的境外隔離令有三天的
空窗期，不少人趁此期間返港；5月初，
香港出現了一宗社區感染案例，患者留下
咽拭子樣本後離院，隔日才出檢測結果，
沒有造成大爆發是幸運。
盧寵茂表示，疫情的發展讓他深刻地

體會到，融合了香港醫療質量的優點和
深圳醫療效率的優點，才能讓醫療體制
變得更優秀。「醫院就希望把深圳的效
率和香港的醫療技術質量融合起來，形

成我們正在探索的模式。這是最理想的
方式，也是希望達到的目標。」
「香港同事在深圳的重要理念是通過多

方面和多層次的改進，確保患者在醫院能
享受到香港的醫療質量。」盧寵茂認為，
醫院就像一個很大的「實驗室」，通過摸
索和實踐現代醫院管理制度，用數據來檢
驗這種創新的制度是否有效果，並希望通
過這種實踐來影響整個制度體系。

提高檢測量助恢復通關
隨着疫情逐漸回穩，醫院防疫重心已

由以往的診斷治療新冠患者，轉到了核
酸篩查。「疫情常態化的處理成為醫院
未來的工作重點。就像一場森林大火已

經撲滅，現在要做的就是看能不能找到
一些會死灰復燃的地方，去防止第二波
的爆發。」
盧寵茂表示，目前醫院重點加強提升

核酸檢測能力，通過與不同部門合作，
核酸檢測能力也從疫情剛開始時的日檢
測量100多個，提升到最多一天能做到
2,200個。「目標是在短時間內做到每日
能做3,000個核酸檢測，幫助篩查的工
作和跨境學生等人士的需要。」

深化科研合作優勢互補
「大灣區公共衛生一體化中的科研合

作很重要，但受制於標本不能過關送到
香港去，就只能把科研的技術帶到醫院

來。」在此次疫情中，港大深圳醫院接
診了深圳和全省第一例新冠肺炎確診患
者，港大醫學院微生物學系講座教授袁
國勇院士和團隊通過研究提出「無症狀
者也可能感染」的重要提醒。目前醫院
聯合香港大學科研團隊正加快疫苗、藥
物和檢測試劑科研工作。
盧寵茂表示，中央「惠港16條」中提
出包括以港大深圳醫院為試點，容許在大
灣區內地城市的指定港資醫療機構，使用
已在香港註冊的藥物和常用的醫療儀器等
民生措施和放寬內地人類遺傳資源過境港
澳的限制等，結合這次疫情防控工作來
看，這項措施的提出對於促進大灣區醫療
融合很有意義，希望政府盡快推動實施。

A? ■責任編輯：XXX ■版面設計：XXX

港人裴先生是被疫情隔阻於香港的一名跨境上班族。家在深
圳，平時在香港租屋，每周回深圳一次。春節後回到香港上
班，內地疫情正是嚴重的時候，「在控關之前本來是有機會回
去的，當時想的是，最好不到擁擠密集的地方湊熱鬧，所以就
沒回，後來實行閉關及出入境隔離14天就回不去了。」裴先生
沒想到，在香港一呆，就是四個月，現在很想回去，但只能等
待有關隔離政策取消才有可能。

恍如回復單身 缺口罩感緊張
他直言現在自己彷彿又回到單身生活，每天作息十分規律，

「疫情期間，除了不能回深圳，其他一切正常，平時在香港也少
出門，現在就更不出門了。只是在公司和住處之間活動。晚上夜
班之後約2點半睡覺，早上9點左右起床後做運動聽英文節目。之
後早餐並讀報，看看香港新聞，中午吃個簡餐後，會寫東西，物
質和精神都有收穫。但也是非常想念家人，想念兒子。」
裴先生告訴香港文匯報記者，兒子在深圳一所國際學校就

讀，平時的學習都需要他指導，但現在只能通過視頻簡單地說
明，不能在身邊隨時提醒。他坦言，在疫情開始嚴重的時候，
十分擔心家人，「在內地疫情最嚴重的時候，孩子有發燒一
次，所幸去醫院做了檢查，無大礙，第二天退燒後，再沒有什
麼症狀，就是一般感冒。」
此後內地疫情形勢稍緩，反而境外疫情擴散，獨在香港的

自己心情也難免有些緊張。「主要是沒有口罩，全港都缺，
那段時間口罩成為戰略物資，一個口罩我至少要用兩天。從
深圳朋友圈裡買，也是郵寄不過來的。當時感覺一個人在香
港很孤獨。」後來公司統一提供口罩，也有同事從海外購買
回來分了一些，解決了基本防護問題，裴先生的心情才漸漸
放鬆下來。
裴先生認為，疫情期間香港的防控辦法一直比較柔性和靈

活，市民生活和出行並沒有受到太大影響，交通也一直正常。
現在內地和香港疫情都得到比較有效控制，希望盡早重開關
口，「香港與內地很多人都有要急切流通起來的願望，香港本
地居民急需旅行和走動，生活在廣東的港人也需要回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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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上深圳前海創業，為公司開拓發展
新版圖，今年春節以來，受疫情影響
無法赴深，只能在香港遠程指揮，心
情隨着疫情防控政策起伏，近來更是
喜憂參半，「喜的是，疫情之下，我
們的節能減排項目更受關注，憂的是
融資計劃擱置、內地公司有些財務安
排無法進行，申請人才公寓的手續也
無法前往辦理，有可能名額要失去
了。」

林恆一所創辦的萬家智控有限公司
主要業務是為智能化大廈提供節能減
排等解決方案，兩個團隊分駐深圳和

香港，各具功能，深圳主攻研發，而
香港則主推市場。「我們是以項目帶
動研發，現在深圳團隊主要是做一些
原有產品鞏固和優化，受到的影響不
大。」

節能需求大增 諮詢疫境上揚
他回憶，深圳團隊3月份左右才復

工 ，「之前內地疫情嚴重，有些同事
在老家過年後也沒法回到深圳，3月
初復工時，各項手續也比較嚴格，我
們就安排同事盡量在家辦公，對接主
要靠微信。有些同事差不多4月才復
工。」

香港團隊也經歷了一段時間的停工，

「即使復工，上下班和午飯時間也比較
彈性。」目前香港業務都是在網上進
行，跟客戶開會沒有一定見面的必要。

林恆一指出，近段時間許多企業停
工，一些客人開始思考如何節約能
源，加上香港政府鼓勵企業購買遠程
系統，提供一定的補貼，因此近段時
間諮詢量反而有所上升。 至於新的項
目深圳團隊如何配合跟進開發，他認
為，一個新項目開展來來回回需要一
段時間的溝通，希望到時兩地防控政
策已經放鬆。

財務手續延後 融資目標擱置
林恆一表示，短期來說業務受到的

衝擊不是很大，但原有的融資目標只
能擱置，只能等市場慢慢回復了再重
新考慮。以往每個月至少北上深圳一
兩次進行一些財務安排，現在也只能
延後，或者讓同事代辦。

「有些流程深圳市民可以通過微信
等網上平台很快辦好，但系統往往不
能支持香港人辦理，只能親身去辦
理。」他認為，現時兩地信息發佈方
面並不同步，兩地市民對彼此的疫情
隔離政策都不夠了解，加上兩地辦理
一些業務的流程不同，往往沒有考慮
跨境人士的需求。希望在粵港澳大灣
區建設背景下，兩地資訊能夠更透明
對等。

「現在處理內地的業務都在網上進
行，我的手機上多了10多個視頻會
議的軟件。」正在參加全國兩會的港
區人大代表洪為民向記者表示，受疫
情影響，近期他都在香港透過網上管
理內地的業務，「大部分業務都可
以，但比如要看活動場地，就沒辦法
到現場去了，只能讓對方拍個視頻看
一下。」他表示，深港雙方一直在溝

通協商，但在未能完全放開的情況
下，希望能夠多考慮跨境人士的需
求，探討一些「閉環式管理」。
在綜合開發研究院（中國．深圳）

常務副院長郭萬達看來，疫情期
間，全球流動都受到巨大的影響，
封國封城封關的措施起到了一些防
控作用，這是特殊時期的特殊辦
法。但在疫情放緩以後，應該盡快

思考怎麼注入讓要素流動起來，恢
復經濟活動。他認為，粵港澳大灣
區的規劃中，考慮到了基礎設施、
科創、金融等領域的協調合作，其
實公共衛生應急管理也應當納入其
中。他指出，其實深港之間已經經
歷了沙士（內地稱「非典」）這樣
重大公共衛生事件，應當汲取經
驗，建立一定的協調機制。

免隔離不免等候
3分鐘通關路查足1個鐘

獨留港上班：

孤單好想家
留深伴妻兒：

憂裁員失業
另一位港人陳先生也因為疫情，一直留

在深圳家中。以往需要跨境上班，目前只
能以電郵進行，有一些需要到銀行辦理的
業務則無法完成只能轉託同事幫忙。陳先
生供職於一家香港貿易企業，受疫情影響
公司業務有所下降，他表示，公司對當前
疫情隔離政策造成的不便表示理解，但業
績不看好，很擔心一旦裁員，遠在深圳的
自己會進入首批名單。
陳先生介紹，公司在深圳東莞有多個

合作廠商，故他經常要往返深港兩地，
在深圳結識了現在的太太，於是在羅湖
口岸附近買樓，子女都在深圳上學。習
慣了雙城生活，每周穿梭於口岸兩邊。

想復工去不了 朋友轉做微商
陳先生指，去年以來，《粵港澳大灣

區發展規劃綱要》出台，當中有多個便
利港澳居民在內地的措施，深圳建設社
會主義先行示範區亦提出讓港澳居民享
受「市民待遇」，系列政策都讓港人對
於在內地生活越來越有信心。惟疫情之
下，兩地的交往突然剎車，令跨境生活
一族突然手足無措。
「羅湖口岸不能走了，原來24小時通
關的皇崗口岸也關閉，只剩下深圳灣口

岸，從羅湖坐地鐵轉公交過去就要一個半
小時。」他說，最初內地疫情嚴重，公司
也表示無須特意從深圳回香港返工，後來
香港疫情壓力增大，「公司有一段時間
也錯峰安排部分同事在家上班，減少開工
人數，後來隨着疫情形勢緩解，多數同事
已經回復正常的工作節奏。但受兩地隔離
政策限制，我想去上班也去不了。」
陳先生擔憂地說，「太太要帶兩個孩
子沒有上班，我是一家的經濟支柱，如
果失業也不知道應該怎麼辦。我現在也
不敢隨便出去，如果哪一天口岸說可以
通關了，能夠保證盡快正常上班。」
陳先生感歎，這次疫情讓身邊很多跨

境工作的朋友都受到不少影響，「有一
位在上水商場做銷售的朋友，現在留在
深圳乾着急，每天在微信朋友圈發一些
公司的產品，讓香港同事幫忙發貨，快
成為微商了。」
他表示，剛開始疫情嚴重時往來需要

隔離可以理解，但如今兩地都已經有一
段時間沒有新增病例，希望政府多考慮
跨境人士的現實需求，放寬隔離限制，
「像內地可以查詢手機行程，有綠碼表
示安全，或者做一次核酸檢測沒有問
題，就可以正常往返」。

港區代表港區代表：：考慮跨境人士需求考慮跨境人士需求 可暫研可暫研「「閉環管理閉環管理」」

■110多天沒有回
家，裴先生掛念在深圳
的家人，雙向隔離之下，
跨境家庭的日常生活被打

亂。香港文匯報
記者林舒婕攝

■盧寵茂希望疫
情的發生能成為大灣
區公共衛生一體化的
催化劑。香港文匯報

記者郭若溪攝

◀港大深圳醫
院 醫 護 在 深
圳 灣 口 岸 為
跨境司機做核
酸檢測。

受訪者供圖

▶受疫情影響，深
港之間通關均需進
行隔離 。圖為25
日深圳灣口岸外
景。 香港文匯報

深圳傳真

A15

■洪為民建議深港兩地探討「閉環式管
理」。 受訪者供圖

■林恆一(右)與公司董事。 香港文匯報記者李望賢攝

■香港食物及衛生局
發出的《豁免書》。

香港文匯報記者郭若溪攝

■深圳市人民政府口岸辦出具
的《深圳市經批准免於集中及
居家隔離醫學觀察通知》。

■7日內《2019新冠病毒基因
檢查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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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效率+港質量 造福兩地患者北上創業港青：業務辦理受限 望信息更暢通

防疫影響跨境生活 「交通搞好」遠遠不夠
聚 焦
灣區公衛政策

一體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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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0
從位於港島
的家中出門

10：00
抵達深圳灣
排隊過關

10：10
香港方出境
查驗結束

10：50
深圳方入境查
驗結束，其間
等候身份核驗
時間約30分鐘

促進灣區公衛政策一體化建議
機制建設：加強建設更通暢通報及溝通機制

■對於兩地疫情相關信息、跨境病案和救治
情況，雙方應建立實時共享機制，包含跨
境人員的線上申報及追蹤數據、檢驗檢疫
信息等。

科研合作：深化粵港澳地區內機構科研合作

■在科研試驗、研究及成果轉換等各方面優
勢互補，將達到事半功倍的突出效果。

跨境醫療：打通壁壘促進區內醫療深度融合

■跨境患者在醫療救治方面，深港患者轉介
流程、國際醫保直付、跨境醫療費用結
算、患者醫療病歷和檢驗檢查信息共享等
方面亟須建立合作機制。

應急物資：利用雙方優勢建立長效合作機制

■深港兩地在醫療物資方面，互相借力，形
成研發、生產、儲備、供應各環節有機銜
接、科學調控的運行機制。對於防疫物資
的運輸，可考慮建立「綠色通道」。

11：30
抵達港大深
圳醫院

盧
寵
盧
寵
茂茂
：：

盧寵茂赴深上班盧寵茂赴深上班
時間表時間表

疫情下盧寵茂過關3文件

跨
境
爸

跨
境
爸
爸爸
：：

時隔17年後，新冠肺炎的肆虐再次為公共衛生應急管理體

制帶來挑戰。在深港兩地聯防聯控的抗疫過程中，雖有成效但亦暴

露出一些公共衛生方面的不足。香港大學深圳醫院院長盧寵茂接受

香港文匯報記者專訪時提到，希望疫情的發生能成為大灣區公共衛生政策一體化的催

化劑，促進灣區健康共建共享。盧寵茂認為，「一國兩制」在公共衛生領域的標準不

應因社會制度不同而造成很大差別，反而更要強調有一個一體化的政策。

■香港文匯報記者郭若溪深圳報道

雙向隔離逾百日 一家支柱最難為
「110多天，從大年初四到香港上班，我就再沒見到兒子，沒回過深圳的家了。」在港

工作、家在深圳的裴先生無奈地說。2020年春節以來，新冠肺炎疫情席捲全球，為防控

疫情，原本繁忙的多個深港口岸關閉，人員往返均需隔離14日。雙向隔離之下，兩地往

來猶如按下暫停鍵，讓跨境一族們手足無措，跨境家庭有的只能暫別一方，商務人士也不

得不暫緩部分業務。對於他們來說，防控疫情可以理解，但也希望往來無間的兩個城市，

能夠在公共衛生政策方面有更多的溝通協調，「起碼能以一個綠碼，盡快回家看孩子，恢

復正常工作生活。」這是他們最樸素的心聲。 ■香港文匯報記者李望賢深圳報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