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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深醫療資源盤點

深圳
■深圳市第三人民醫
院 近 1,300 名 員
工，重症醫學專家
團隊由全市市級醫
院和部分區級醫院
最富有經驗的主任
醫師、教授15人，
主治醫師 8 人組
成。深圳市衞健委
前後調派了122名
多學科專家和骨幹
支援市三醫院。

一、人手

香港

註冊醫生
醫管局： 6,072人

私人執業：7,753人

衞生署： 465人

總數： 14,290人

護士
註冊護士： 44,601

登記護士： 14,481

總數： 59,082

三、檢疫中心

香港

接收緊密接觸者
中心 單位總數 正在使用單位(人數)

少年警訊永久活動中心暨 205 84(109人)
青少年綜合訓練營

駿洋邨 (第一、二及三座) 1,575 1,093(1,814 人)

鯉魚門公園度假村 145 78(113人)

西貢戶外康樂中心 99 66(89人)

竹篙灣檢疫中心第一期 100 46(58人)

總數 2,124 1,367(2 183 人)

註：*截至昨晨九時資料

竹篙灣研究擴建，年底前提供3,500個單位

接收緊密接觸者
鯉魚門公園度假村#：300
亞博館：數千個
註：#最快明天啟用，初期只收接約百人

香港

負壓病房/床
病房：

650間

(使用率 75.4%)

病床：

1,207張

(使用率70.3%)

深圳
■國家感染性疾病臨床
研究中心、深圳市第
三人民醫院（深圳收
治新冠肺炎患者唯一
定點醫院）共有2,100
張床收治能力，其中
應急院區包含800張
負壓病房，並配有4
個氧氣罐可滿足整個
院區同時供氧

■南方醫科大學深圳醫
院 25 間應急隔離病
房，其中15間為重症
病房

二、接收確診者病床

深圳
■南方醫科大學深圳醫院禾正病區（主要
收治轉診有流行病學接觸史或臨床症
狀、但兩次核酸檢測為陰性的患者）床
位情況（疫情期間）：兩層樓共110張
病床

■深圳大學總醫院（指定接收市三院核酸
檢測陰性但仍需繼續觀察治療患者的
「第二病區」）床位情況（疫情期
間）：第二病區31張病床

■中山大學附屬第七醫院床位情況：100
張病床的臨時留觀病房

四、檢測能力

香港

政府：
每日

7,000至1萬

私營：
每日最多

3,000

深圳
共有58家機構開展新冠病毒核酸
檢測，包括35家醫院、16家公共
衞生機構和7家第三方檢測機構，
平均檢測費用為75元—175元

部分機構日均檢測數量
35家醫院
舉例：
港大深圳醫院日均2,500人份

16家公共衞生機構
舉例：
深圳市疾病預防控制中心1,200
人份
（只對初篩陽性進行覆核）

7家第三方檢測機構
舉例：
華大臨床檢驗中心
（深圳「火眼」）1.8萬人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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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高俊
威）香港新冠肺炎疫情仍未受
控，公立醫院負壓病床勢將加
無可加，醫管局必須物色「社
區隔離設施」，據悉鯉魚門公
園度假村已準備就緒，最快明
天接收首批約百名病情穩定的
患者。同時，亞洲博覽館改裝
成方艙醫院的工作如火如荼，
最多可容納數千名病人，有消
息指改裝工程需時數天，最快
月底前啟用。但硬件並不是最
棘手問題，人手不足才最惡
搞，消息說：「現有醫院都唔
夠人手，哪裏騰出人手到亞博
館照顧數千名病人？這才是最
大問題。」

鯉魚門度假村
最快明收病患

雖然鯉魚門公園度假村最快明
天可改作社區隔離設施，接收將
近康復的確診者，惟該處最多只
能提供300個床位，以近期每日
新增逾百名確診者的情況推
算，該度假村的床位也是杯水
車薪。專家認為政府及醫管局
需要未雨綢繆，籌備大型的方艙
醫院以應付急升的醫療需求。
消息人士指出，亞博館變方

艙醫院的計劃已如火如荼進
行，局方已派員到亞博館視
察，消息人士補充：「方艙醫
院需要有完善的通風系統、足
夠洗手間及完善排污設施，以
免病毒在方艙醫院內擴散。同
時，方艙醫院亦需制定嚴謹的
控制人流出入流程，避免出現
交叉感染，以及設有充足地方
供醫護人員更衣及休息等。」
由於方艙醫院內病人需接受

隔離，他表示，能成為方艙醫院
的地點必須有較大的空間，「因
為就算是輕症的病人也必須有充
足隔離環境畫地為牢，不可在醫

院範圍內四處走。」消息人士表示，暫時評估
認為亞博館具備以上兩項條件。
方艙醫院多屬臨時及快速搭建，難以設置

大型的手術室與醫療設備，故根據世界標
準，主要會用作接收病情較輕、病毒量較
低、又或是即將康復的患者，「最好附近有
大型急症醫院，萬一入住的病人情況突變，
也能馬上送院治療。」但消息人士指，亞博
館附近無大型急症醫院，「係輸蝕喺呢方
面，但都未算無可補救，因為始終入住方艙
醫院的確診者都係病情較輕，就算附近沒有
大型急症醫院也問題不大。」

缺醫護最棘手遠水難救近火
但最令局方頭痛的事是人手問題，據悉

方艙醫院的人手都是由其他醫院抽調，消
息人士說：「最近公立醫院出現不少群組
感染，有病人也有醫護中招，接觸過這些
確診者的醫護也可能要隔離觀察，本已捉
襟見肘的人手更見緊絀。」消息人士表
示，亞博館變方艙醫院工程只需數天，有
消息指最快本月底前已可啟用，「但有醫
院無人手，講乜都無用，例如英國都有例
子，雖然設置了方艙醫院，也因人手不足
無法全面啟用。」
消息人士認為，硬件仍能話起就起，但人

手培訓非一朝一夕能解決的問題，不排除會
招募退休醫護、在私營醫療系統工作的醫護
「救亡」，但始終是遠水救不了近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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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報道，李希在深圳調研期間，深
入口岸、備用集中隔離觀察點。

他強調，要認真落實好口岸疫情防控
措施，加強入境人員篩查II 檢查和健
康管理，守好第一道關口，築牢口岸
防疫防線，同時要以高度的責任感，
服務好香港疫情防控和粵港聯防聯控
需要。要進一步完善好落實好有關制
度機制，緊張有序、有條不紊、有章
有法推進防控工作，按照中央部署不
斷完善粵港澳聯防聯控機制，全力支
持港澳疫情防控工作。

陳肇始：兩地抗疫密切溝通協調
特區政府食物及衞生局局長陳肇始
昨日回應指，內地非常關心香港的疫
情，審視有沒有一些地方內地能夠提
供協助。被問及會否向中央尋求協
助，陳肇始表示該局一直與內地就疫
情有密切聯繫，近日本港疫情急變，
轉趨嚴峻，內地非常關心，有向特區
政府溝通了解最新情況，跟進如何提
供協助，強調疫情下兩地有緊密溝通
是正常。
被問及有傳大灣區的醫療人員及設
施可以幫助，陳肇始重申，特區政府
與內地有密切溝通，審視有沒有一些
地方內地能夠協助香港，強調香港一
直盡最大努力增加病毒檢測量，但礙
於人手及機器，檢測量有限，目前有
私營檢測實驗室加入協助，其中兩間
來自內地，對本港了解整體疫情有很
大幫助。

香港文匯報盤點港深醫療資源，
發現香港的醫療資源已幾近「頂
磅」，即使漏夜趕工興建方艙醫院
也是遠水救近火，而且最棘手是人
手不足，不敷應用。而深圳唯一接
收新冠患者的定點醫院國家感染性
疾病臨床研究中心、深圳市第三人
民醫院共有2,100張床收治能力，其
中應急院區包含800張負壓病房，並
配有4個氧氣罐可滿足整個院區同時
供氧，都再無新冠患者入住。深圳
市第三人民醫院更有近1,300名員工
隨時能成為「外援」。

梁子超倡內地醫護負責方艙醫院
目前，內地疫情已經受控，深圳醫

療資源較香港寬裕。不少醫務工作者
接受香港文匯報記者採訪時均表示，

願意像馳援湖北那樣支援香港，將累
積的抗疫經驗分享給香港醫務工作
者，更有「識聽識講」粵語的醫護表
示如果收到馳援通知，會義無反顧報
名參加，與香港同胞們「零距離」溝
通，一起抗擊疫情。
醫學會傳染病顧問委員會主席梁

子超接受香港文匯報訪問時也認
為，除了協助檢測外，內地還可以
「幫到香港好多」，包括提供人手
及地方，例如內地可輸入工程人才
協助興建方艙醫院。「最好係一隊
醫護來港負責方艙醫院，甚至喺一
啲公立醫院外設立流動深切治療室
醫治病人，本港醫護就集中喺公院
內。」他甚至認為必要時，香港應
向內地求救，將部分病人送往深圳
隔離、治療。

李希促深全力支持 陳肇始指中央非常關心

深港醫療互補
跨境抗疫解困

■亞博館計劃改裝成「方艙醫院」。 資料圖片 ■早前武漢體育中心改裝的「方艙醫院」。 資料圖片

■過去半年來，亞博館被用作為抵港
人士進行病毒檢測。圖為高危人士接
受深喉唾液檢測。 資料圖片

香港新冠肺炎疫情持續惡

化，昨日再創單日新高錄得

113宗確診個案，衞生防護中

心坦言疫情仍未見頂。香港醫

療系統瀕臨崩潰之際，廣東省

委書記李希本周二(21日)專程

到深圳調研，指示當地政府以

高度的責任感服務好香港疫情

防控和粵港聯防聯控需要，全

力支持港澳疫情防控工作。特

區政府食物及衞生局局長陳肇

始回應指，內地非常關心香港

的疫情，審視有沒有一些地方

內地能夠提供協助。香港文匯

報記者盤點港深兩地醫療資

源，發現兩地有取長補短作

用。有香港醫學專家更認為，

防疫刻不容緩，不應受兩地制

度限制而作繭自縛，「好多地

方爆災難時，都會畀境外應急

部隊入去幫手。」

■香港文匯報記者

文森 郭若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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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字第25688 今日出紙2疊7大張 港售1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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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晴酷熱 局部驟雨
氣溫28-33℃ 濕度60-85%

庚子年六月初三 十八立秋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文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