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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11措吸港醫港藥落地
港大深院：促進兩地醫療服務同質化接軌國際水平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郭若溪 深圳報道）粵港澳醫療服務跨境融合再有新進

展。近日，深圳審議通過《關於加快推動醫療服務跨境銜接的若干措施》，圍

繞促進醫療資源便捷流動、推動衞生健康規則銜接貫通、擴大優質醫療衞生資

源供給等3個方面，提出11項具體舉措。明確到2022年，要加快形成一批具有

較強服務競爭力的港資、澳資醫療機構；到2025年，依託港澳深度接軌國際先進通行規則，

成為全國衞生健康事業創新發展新高地、全國重要的區域醫療中心城市。

深港澳醫療協同發展是粵港澳大灣區和深圳先行示
範區「雙區」建設的重要內容，《若干措施》密

切銜接國家工作部署，着力解決限制港澳優質醫療衞生
資源的跨境流通對接，包括灣區三地醫療人才定級考試
和資質認可對接，港澳居民在就醫轉診、急救轉運、醫
保結算等服務協同機制需進一步完善，境外藥品、醫療
器械准入滯後等問題，在協同發展上探索更開放、更全
面、更系統的創新路徑。

推動內地醫院評審標準走向國際
《若干措施》的11項具體舉措中，提出將在包括港
澳醫師在內地職稱認證、先行先試國際前沿醫療技術、
港澳醫療保障在深跨境使用及直接結算、深港醫學專科
中心建設等方面，以綜合改革試點為牽引，依託香港大
學深圳醫院等13家深港醫療合作平台，總結港大深圳
醫院「長者醫療券」和「在粵患者覆診特別支援計劃」
工作經驗，用足用好經濟特區立法權，進一步優化港澳
來深辦醫行醫就醫環境，推動跨境醫療服務銜接。
深圳市衞健委體改和基層處處長李創表示，《若干措
施》的目的是突破目前港澳地區與內地醫療行業規則銜
接和資源要素流動方面仍存在的一些體制機制、政策法
規制約。在先行示範區政策裏已經明確要建立與國際接
軌的醫院評審評價制度，這方面就是為了給商業健康保
險認可的深圳醫療機構，提供一個評審評價的依據。另
外，通過這項工作推動內地的醫院評審評價標準走向國
際，內地醫院要制定與國際接軌的醫療人才培養和評價
制度。目前，深圳也在考慮進一步破除對香港的醫務人
員來深圳辦醫行醫的限制。

居灣區港人冀速為患者帶來福利
粵港澳大灣區內地的港澳居民人口眾多，便捷就醫呼

聲強烈。疫情期間，曾參與「在粵患者覆診特別支援計
劃」的港人梁先生，一共到港大深圳醫院就診了3次，
極大的解決了他取藥不便的燃眉之急。梁先生直言，要
想讓港澳居民更方便地在大灣區就醫，能用上香港上市
的藥品非常重要，「我現在能開的還是內地的同類藥，
個別藥品的藥效其實沒有香港的好，所以希望相關政策
能盡快地為我們患者帶來福利。」
作為首家「國際新藥准入」指定試點機構，港大深圳

醫院院長盧寵茂表示，授權深圳可以使用香港已經上市

的藥品，這就是「港藥通」。目前，醫院正積極配合省
市藥監部門，推進在港已上市藥品器械臨床應用准入申
請，制定使用後不良反應報告及管理制度，加快綜合改
革授權政策落地見效，促進深圳與香港醫療服務同質
化，與國際水平接軌。「在未來，更可以使用這些數
據，加快國際新藥設備在內地的審批和使用。」

科研成果可以先行先試再臨床
港大深圳醫院科研副院長關新元進一步解釋稱，譬如

一個在美國已經獲批可以臨床使用的藥物，在國內還不
能上市，那就可以先在港大深圳醫院臨床與轉化醫學研
究中心裏進行臨床試驗，通過分析得到的一些數據，可
以為日後審批這個藥物提供一些依據。同樣，香港的一
些科研成果，也可以在深圳河套的深港科技新合作區裏
進行先行先試，再在內地的臨床上使用，這將給很多患
者帶來好消息。
據深圳市衞健委體改和基層處處長李創透露，深圳已

在加快通過特區醫療條例的立法，突破技術方面准入方
面限制。同時，根據《京港合作推動北京市健康醫療及
養老產業的開放和升級》報告，北京也計劃爭取放寬國
際新藥准入，允許在北京市開業的港澳醫療衞生服務提
供主體設置的醫療機構使用臨床急需、已在港澳上市的
藥品，減少限制進口醫療藥械的條框。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郭若溪深圳報道）在探
索完善醫療服務跨境銜接的同時，近年來，深
圳也一直在加強深港醫療合作平台方面的建
設。作為深港合作的首家公立醫院，香港大學
深圳醫院成立八年多以來，全面推行綠色醫療
改革，打造國際化的現代醫院管理模式，共計
引入11個國際和國內頂尖團隊。
去年，醫院已啟動二期建設，計劃新建住院

綜合樓、科教綜合樓，設置手術室、ICU、內
鏡中心等共享型醫技科室，並設置兒童中心、
腫瘤中心等，建成後床位總數將達到3,000張，
計劃於2025年初投入使用。
據港大深圳醫院科研副院長關新元介紹，醫院

「臨床-轉化-基礎-科研實驗室」改造工程即將完
成，佔地約1,115平方米，建成後將成為深港一
體化醫學研究平台，滿足院內基本科研需求。同
時，在規劃建設中的深港科技創新特別合作區，
建設「香港大學深圳醫院轉化醫學研究中心」，
首期主要研究方向為腫瘤、生殖健康、器官移
植、3D打印，後期逐步在神經醫學疾病和疫苗

研發、外科轉化等關鍵領域發展，打造五位一體
的國際化臨床試驗中心。

推港科研成果內地轉化
關新元透露，從瑞典引進的劉奎教授凍卵技術

團隊、美國放射腫瘤專家孔鳳鳴教授的腫瘤治療
團隊等，均將進駐該中心。「香港科研體制健
全，深圳科研成果轉化快，兩者非常互補，我們
通過搭建平台，吸引一些香港的科研人員，回到
內地來發展，不僅能增進融合，也能幫助他們在
內地得到更多成果轉化的支持。把香港的一些科
研成果很好地推到市場上去，也是能夠真正地服
務到病人。」
此外，深圳還支持香港提供醫療服務的企業機

構來深辦醫行醫。比如位於南山西麗的深圳禾正
醫院，就是一家由香港來負責管理和運營的民辦
醫院，醫院佔地面積5萬平方米，規劃床位1,200
張，已於去年底正式運營，未來將構建脊柱微創
中心、結節中心、婦產中心等六大重點專科中
心。

港大深院建創新合作區「築巢引鳳」

1、推進港澳醫師在內地職稱認證。

2、先行先試國際前沿醫療技術。

3、港澳醫療保障在深跨境使用及直接結算。

4、深港醫學專科中心建設。

5、健全港澳患者轉介服務制度，擴大跨境醫療服
務轉介醫療機構服務範圍。

6、優化港澳來深辦醫行醫就醫環境，破除對香港
的醫務人員來深圳辦醫行醫的限制。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王
玨 北京報道）國藥集團中
國生物武漢生物製品研究所
新冠滅活疫苗正式上市，該
疫苗保護效力達72.51%，
是國內第三個、中國生物第
二個獲批附條件上市的新冠
疫苗。目前，中國生物武漢
所已建成新冠滅活疫苗生物
安全車間，經國家有關部門
檢查和認證後，已投入規模
化生產，年產量可達1億劑
次。
2月28日上午，中國生物
武漢所新冠滅活疫苗上市暨
中國生物中部產業基地揭牌
活動在武漢舉行，首批疫苗
已經下線發出。

保護效力72.51%
2020年 4月 12日，中國
生物武漢所獲得全球首個新
冠病毒滅活疫苗臨床批件並
同步開展了Ⅰ/Ⅱ臨床試
驗，統計結果顯示，疫苗接
種後安全性良好；不同程
序、不同劑量接種後，疫苗
組接種者均產生高滴度抗
體。6月23日，阿聯酋衞生
部長向中國生物頒發臨床試
驗批准文件，標誌着全球首
個新冠滅活疫苗國際臨床試
驗（Ⅲ期）正式啟動。6月
30日，該疫苗第一批納入緊
急使用，並陸續在國內針對
特定人群開展緊急接種。
2021年 2月25日，國家藥
品監督管理局批准了該款疫
苗附條件上市。根據中國生
物武漢所官網發布消息，在
阿聯酋等多個國家開展的Ⅲ
期臨床試驗結果顯示，該疫
苗接種後安全性良好，兩針

免疫程序接種後，疫苗接種
者均產生高滴度抗體，中和
抗體陽轉率為99.06%，疫
苗針對由新冠病毒感染引起
的 疾 病 保 護 效 力 為
72.51%。
截至目前，中國國內已有

4款獲批上市的新冠疫苗產
品，除了前述中國生物武漢
所研發的新冠病毒滅活疫
苗，還包括中國生物北京所
的新冠病毒滅活疫苗、北京
科興中維生物技術有限公司
的新冠病毒滅活疫苗，以及
康希諾生物股份公司的重組
新型冠狀病毒疫苗。其中前
三款疫苗均為滅活疫苗，須
接種兩劑；康希諾公司疫苗
由康希諾生物與軍事科學院
陳薇院士團隊共同開發，採
用的是腺病毒載體疫苗技術
路線，一針即可完成接種。

內地共接種逾四千萬劑次
目前，中國內地已累計

開展新冠病毒疫苗接種
4,000多萬劑次，在知情自
願的前提下，民眾接種新
冠病毒疫苗所產生的疫苗
費用和接種服務費用，將
由醫保基金和財政共同負
擔，個人不負擔。從產能
來看，中國生物武漢所年
產量可達1億劑次。此前中
國生物北京所公布，2021
年新冠病毒滅活疫苗產能
可達10億劑以上，科興中
維二期生產線建設投入使
用後將使年產能提升至6億
劑以上。而陳薇院士也透
露，腺病毒載體新冠疫苗
年產能在今年或能達到5億
人的接種。

香港文匯報訊 綜合新華社、中新社及中
通社報道，繼匈牙利總統阿戴爾和總理歐
爾班於布達佩斯時間2月26日和28日分別
接種了中國國藥集團生產的新冠疫苗後，
泰國2月28日亦開始為醫護等高風險人群
接種中國科興新冠疫苗，包括副總理兼公
共衞生部長阿努廷率先接種疫苗。此外，
應菲律賓軍隊請求，經中央軍委批准，中
國人民解放軍向菲律賓軍隊援助的一批新
冠疫苗於2月28日交付菲方。

匈牙利總理：最信任中國疫苗
匈牙利總理歐爾班於布達佩斯時間2月
28日通過社交媒體宣布，他當天在首都布
達佩斯接種了中國國藥集團生產的新冠疫
苗。「接種啦！」歐爾班在其社交媒體賬
號上說。這行文字下面配有3張照片，一張
是他接種的畫面，第二張是醫生展示中國
國藥集團新冠疫苗，另一張顯示完成此次
接種的注射室。歐爾班此前對媒體說，他
對中國新冠疫苗很有信心，最信任中國疫
苗。
匈牙利總統阿戴爾已於布達佩斯時間2月
26日在布達佩斯接種了中國國藥集團生產
的新冠疫苗。

第二批科興疫苗運抵墨西哥

第二批中國科興新冠疫苗墨西哥時間2月
27日運抵墨西哥首都墨西哥城國際機場。
中國駐墨西哥大使祝青橋和墨西哥外交部
長埃布拉德前往機場迎接。
埃布拉德在致辭中表示，在兩國元首親

自關心和指導下，中方一個月內分兩批次
向墨西哥馳援科興疫苗成品，有力保障墨
西哥國家疫苗接種計劃實施，充分體現中
方對墨中關係的高度重視和兩國人民間的
深厚情誼。
首批中國科興新冠疫苗20日運抵墨西哥
城，22日在墨西哥州埃卡特佩克市開始接
種。

泰國5內閣成員接種科興疫苗
泰國總理巴育當地時間2月28日前往曼

谷一家傳染病研究所主持首批新冠疫苗接
種儀式。泰國副總理兼公共衞生部長阿努
廷等5名內閣成員率先接種中國科興疫苗。
阿努廷在接種後表示，泰國接收的疫苗
都經過驗證和測試，且疫苗屬於醫療管控
品，民眾可以放心接種。他同時感謝中國
政府對泰國採購中國科興疫苗的支持。
按照安排，從3月1日開始，包括龍仔厝

府、曼谷市在內的泰國13個疫情較嚴重地
區的醫護人員等高危人群將接種中國疫

苗。

菲律賓總統赴機場迎科興疫苗
當地時間2月28日下午，菲律賓總統杜

特爾特親自率內閣成員，前往首都馬尼拉
維拉莫爾軍用機場，迎接中國援助菲律賓
的首批科興新冠疫苗。這也是菲律賓自疫
情暴發以來接收的首批新冠疫苗。
在疫苗交接儀式上，杜特爾特致辭表

示：今天我們收到了來自中國的新冠疫
苗，抗擊新冠病毒的鬥爭又向前邁進了一
步。我向中國人民和中國政府表示誠摯的
感謝，感謝他們的友好和團結——這是菲
中夥伴關係的標誌。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新社報道，記者28
日從吉林市相關部門獲悉，吉林化纖公司
發生一起安全生產事故，5人經搶救無效死
亡，8人受傷。
2月27日21時30分，吉林化纖公司生產

過程中高壓電纜短路停電，造成一生產車

間部分排風設備停止運行。23時10分恢復
供電，相關崗位工人在準備恢復生產過程
中，吸入有毒氣體，被迅速送往專業醫院
進行救治，5人經搶救無效死亡，8名傷者
目前生命體徵平穩，沒有生命危險。
事故發生後，當地立即成立現場事故處

置組、事故調查組、環境監測組、醫療救
治組、善後工作組，全力做好各項應急處
置工作，並到醫院組織專業力量全力救治
傷者。
目前，事故現場已處理完畢，通風系統

全面恢復，次生災害因素全部排除。經生
態環境部門對廠區及周邊環境進行監測，
未檢出有害氣體。事故原因調查正在進
行。

匈牙利等多國政要接種中國疫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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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快推動醫療服務跨境銜接措施要點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郭若溪

●2月28日，歐爾班（左）在首都布達佩斯
接種中國國藥集團新冠疫苗。 新華社

●●港人梁先生在港大深圳醫院覆診港人梁先生在港大深圳醫院覆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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