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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一站式服務點」促醫療合作
「大灣區人口流動是比較高的，未來有更多香港長

者到灣區養老。」即將召開的廣東省兩會上，省政協
港區委員陳丹丹帶來了 「關於推動醫療資源跨境流動
加快建設粵港澳健康大灣區的建議」。陳丹丹告訴記
者，在香港面對人口老齡化、醫療資源供給不足的現
實背景下，粵港澳大灣區如能進一步便利港人跨境就
醫，將有助香港緩解本地的醫療服務壓力。陳丹丹建
議粵港澳政府層面積極攜手爭取在國家統籌支持下，
推動完善香港居民跨境支付醫療開支的安排，由三地
政府共同推動大灣區建立醫療服務機構認證制度，為
香港財政資源跨境支付提供制度基礎。同時，為免除
重複的身體檢查提高效率，需要完善病人電子健康記
錄的跨境使用。 「目前，香港法律對本地個人隱私數
據的跨境轉移具有嚴格的要求，需要高標準保安技術
的配合。」陳丹丹建議粵港政府合作建立大灣區內部
的健康記錄系統，做好法律、隱私、保安、網絡安全
等工作，在病人授權的前提下，內地醫院可以通過互
聯網讀取病人的健康記錄。

「由於廣東、香港、澳門在政策法規、醫療環境、
醫療技術水平、管理制度等方面存在差異，醫療資源
跨境流動合作仍然面臨諸多掣肘。」陳丹丹建議加強
三地醫療衞生服務機制協同，三地醫療規則銜接先行
先試，形成優勢互補、資源互通、機制協同的合作模
式。

陳丹丹建議，大灣區內地城市在人員資格認定方面
與香港進行進一步的規則對接，完善香港醫療人才和
醫療機構在大灣區內地城市的職業准入規則。 「建議
在優化社會辦醫行政審批程序方面，統籌各地方部
門，在大灣區內開放同等利好條件予港資獨資或合資

的基層醫療機構，有助促進香港醫療產業參與者進入
大灣區。」陳丹丹告訴記者，為解決省市程序不一的
問題，大灣區可統一區內各地方對香港醫療人才和機
構的准入規定，設立 「大灣區一站式服務點」，一次
審批以粵港澳大灣區為整體的區域性執業許可證。

倡取消跨境保險差異化壁壘
「香港人在灣區內地居住，能否與內地人一樣購買

內地醫保以享受同等的優惠？購買社保需要工作單
位，但有些長者要退休了，能否買內地醫保？」陳
丹丹告訴記者，香港政府推出的長者醫療券只能在
指定的醫院使用，很多居住在中山的長者需要跑大
老遠才能用上。陳丹丹在 「關於應對人口老化加速
發展粵港澳大灣區跨境保險業合作的建議」中就此
進行探討。

陳丹丹提議，大力支持商業保險成為灣區居民養老
體系的主要支柱之一的保險體系。目前已有9家保險
公司的16款粵港澳大灣區專屬重疾險及跨境醫療險上
市，累計為超過2萬名客戶提供保險保障500億元。
跨境車險方面，廣東深化跨境車險制度創新，實現
「三地保單、一地購買」。深圳不斷優化跨境車險服

務，平穩有序推動 「跨境理財通」落地。毋庸置疑的
是，大灣區保險業會通過跨境產品和服務創新加速融
合互通。

不過，陳丹丹指出，現在有些保險在指定的灣區城
市指定的醫院才可以使用，在理賠方面也存在差異
化，如何取消差異化壁壘、實現一體化是值得探討的
話題。陳丹丹建議，盡快在大灣區設立香港保險業售
後服務中心，向持有香港保單的港澳和內地居民提供
諮詢、理賠及續保等全方位支援。 「根據香港保險業
界的統計，過去數十年已有逾百萬內地客戶曾購買香
港的醫療、儲蓄產品，現在兩地通關未能恢復正常，
對服務內地客戶的業務造成挑戰，在內地設立保險業
售後服務中心也是重要的解決辦法。」陳丹丹說。

「目前大灣區覆蓋約7000萬人口，集聚企業總量超
640萬家，但內地9個城市的保險滲透率僅為6%，龐大
的保險市場需求亟待開發。」陳丹丹說，大力促進粵
港澳大灣區保險業一體化發展，在服務居民參保的差
異化需求的同時，也能更好地服務灣區實體經濟。

【香港商報訊】記者蔡易成報道：深圳市疫情防控
新聞發布會昨日通報，截至當天17時，深圳市沒有發
現新增病例。經國家疾控中心和廣東省疾控中心比
對，16日發布的病例17與天津、上海、珠海和北京
等多起本土奧密克戎疫情報告病例均不在一個傳播鏈
上，與深圳以往境外輸入病例也不同源，與全球數據
庫中北美地區上傳較多序列的基因組100%同源，目前
正結合流行病學調查進行病毒溯源。

追蹤到密接次密接562人
深圳市衞生健康委二級巡視員林漢城介紹，16日報

告的首例感染奧密克戎變異株的病例17，從事境外冷
凍試劑收發貨工作，1月12日接觸和分拆了來自北美
的快遞，未做個人防護，14日出現咽痛症狀，15日核
酸初篩陽性，不排除本起疫情由暴露於境外輸入的新

冠病毒污染物品引起感染的可能性。目前，已全面核
查其前14天內的活動軌跡、人員接觸情況，已追蹤到
密接者284人、次密接者278人，均已按要求管控。

龍崗區副區長張玉慶說，寶龍、龍崗街道16日完成
新一輪核酸檢測，目前採樣檢測結果均為陰性。龍崗
區選取轄區人群密集、流動性大的交通站點、地鐵
口、大型商超等區域，設置了61個核酸檢測哨點以及
60個藥店核酸檢測點，及時發現潛在風險。

坪山區委常委、副區長袁虎勇介紹，坪山區將管控
區分成8個片區，分別由8個工作組做好精準服務。

深圳市交通運輸局副局長徐煒提醒市民，國外疫情
高發期間購買境外商品，要加強預防措施。

珠海個案有境外物品接觸史
【又訊】記者陸紹龍、陳彥潔報道：珠海市疫情防

控新聞發布會昨日通報，1月16日15時至24時，珠海
新增3例本土確診病例，截至16日24時，珠海本輪疫
情累計確診新冠肺炎病例12例、無症狀感染者1例，
目前所有病例均在同一傳播鏈上。

通報稱，自16日起珠海全市連續3天開展三輪全員
核酸檢測，16 日核酸檢測完成核酸採樣 274.73 萬人
次，檢測結果均為陰性。截至記者發稿，17日的核酸
檢測工作仍在進行中，至當天12時已採樣119.91萬人
次。累計排查出密切接觸者 2921 人，次密接者 4536
人，均已落實管控。

流調溯源發現，目前所有病例均在同一傳播鏈上。
基因測序與外省的境外輸入關聯病例100%同源。早期
發病的個案從事某企業客服工作，經常接觸境外入境
物品。根據目前現場流行病學調查和實驗室檢測，專
家研判本次疫情不排除由暴露於污染入境物品導致。

【香港商報訊】記者姚志東報道：記者日前獲悉，
深圳西部港區年吞吐量繼2020年創新高達1111萬標箱
後，2021年再次刷新集裝箱吞吐量歷史紀錄，全年完
成進出口集裝箱1202萬標箱，同比增長8.2%。

招商局港口（華南）營運中心國內事務部口岸事務
經理周偉表示， 「吞吐量增長得益於口岸營商環境的
持續改善」 。

西部港區是華南地區重要的遠洋船舶進港航道，近
年來，深圳海關所屬蛇口海關以服務雙循環為着力
點，從暢通物流、提升服務、優化監管等方面全向發
力，助推西部港區轉型升級。

蛇口海關着力促進粵港澳大灣區要素便捷高效流
通，推動東西部港區一體化、同船運輸、整船換裝等
改革試點，不斷推進粵港澳大灣區組合港拓點延線成
網，年內開通12條組合港航線，實現西部港區與粵港
澳大灣區港口的緊密聯動，促進深圳港口資源集約化
發展。創新MCC前海新物流模式、對接中歐班列、
打造國際快郵件海上郵路、落地駁船跨港區調撥，逐
步形成內暢外聯、港區互濟、陸海空鐵統籌的高效物
流網絡。

港區委員籲建健康灣區
陳丹丹：推動醫療資源跨境流動

【香港商報訊】記者林麗青、實習生張靖祥報道：《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
綱要》提出，塑造健康灣區，推動優質醫療衞生資源緊密合作。隨着人口老齡
化的加速發展，越來越多的香港居民到大灣區內地城市養老。如何加速灣區醫
療資源跨境流動，推動灣區跨境保險業合作，惠及更多在灣區居住發展的香港
人，成為此次廣東兩會上，廣東省政協委員、廣東省工商聯常委、香港中國商
會常務副會長、創會會長陳丹丹女士關注的重點。

深圳染奧病例曾無防護接觸北美快遞

【香港商報訊】記者黃裕勇報道：廣東省交通運輸
廳總規劃師李靜昨日在廣東交通運輸工作新聞發布會
上表示，目前，粵港澳大灣區鐵路運營里程超過2300
公里，灣區內主要城市間基本實現一小時通達。

2021年，廣東推進穗（廣州）（東）莞深（圳）城
際、廣佛環城際等 15 個灣區續建鐵路項目建設。珠
（海）肇（慶）高鐵、廣（廣州東）花（花都天貴）
城際等6個項目也如期開工。

2022年，廣珠（澳）高鐵鶴州至橫琴段等7個項目
約400公里將開工建設。新白廣（新塘經廣州白雲國
際機場至廣州北站）城際、廣東南海一汽大眾鐵路專
用線計劃完工。屆時，灣區內將新增鐵路總里程139
公里，灣區鐵路網絡得到進一步完善。預計至 2025
年，珠三角各城市將實現高鐵 「一小時通達」。

根據《關於粵港澳大灣區城際鐵路建設規劃的批
覆》，近期到2025年，大灣區鐵路網絡運營及在建里

程將達到4700公里，全面覆蓋大灣區中心城市、節點
城市和廣州、深圳等重點都市圈；遠期到2035年，大
灣區鐵路網絡運營及在建里程將達到 5700 公里，
100%覆蓋縣級以上城市。

打造28.2萬公里綜合立體交通網
李靜介紹說，廣東省交通領域的《規劃綱要》提出

構建綜合立體的交通發展新格局，打造28.2萬公里完
善的綜合立體交通網；建成高效便捷的綜合交通樞紐
系統，建設開放引領的世界一流港口群、功能協同的
全球卓越機場群、面向港澳的互聯互通口岸群和鐵路
主導的綜合交通樞紐群。

李靜表示，廣東將初步建成多層級一體化的綜合交
通樞紐體系，廣州、深圳國際性綜合交通樞紐全球影
響力顯著增強。

粵高速公路里程破1.1萬公里
廣東省交通運輸廳副廳長楊俊波

表示，2021年，廣東省續建高速公
路項目 50 項約 1911 公里；深中通
道完成20個管節沉放，東人工島主
線堰築段隧道實現封頂；廣州至湛
江、汕尾到汕頭高鐵大直徑穿海隧

道順利推進，廣東省自主投資建設管理的第一條時速
350公里珠（海）肇（慶）高鐵江機段（即江門—珠
三角機場段）全線開工建設，廣（州）清（遠）城際
南延、北延等粵港澳大灣區城際鐵路加快推進。

2021年，廣東省新增高速公路通車里程548公里，
高速公路通車總里程突破1.1萬公里，連續8年居全國
第一；廣東省高速公路出口車流總量超22億輛次，居
全國第一。此外，隨着贛深高鐵開通運營，全省實現
「市市通高鐵」。

粵春運客流總量中低位運行
【又訊】記者黃裕勇、盧偉報道：廣東省交通運輸

廳副廳長楊俊波預計，今年春運廣東將呈現 「客流總
量中低位運行」特點。

同時，人員大規模集中出行增大了春運疫情防控工
作難度。為此，廣東改進完善交通運輸領域 「健康
碼」查驗服務工作，鼓勵非接觸方式進站，擴大 「無
接觸」出行服務應用範圍。

昨日是春運首日，廣東省返鄉的人流、車流開始增
長。據統計，1月15日，全省道路、鐵路、水路、民
航發送旅客近289萬人次，環比增長超過2%。其中，
道路運輸發送旅客超過199萬人次，省際發送環比增
加將近 27%；鐵路發送旅客近 72 萬人次，環比增長

12%；水路旅客運輸量超過6萬人
次，環比增長 5%。瓊州海峽環比
增長超過18%；民航發送旅客近12
萬人次，環比有所下降。全省高速
公路車流量將近654萬車次，其中
出省車流量近 26 萬車次，環比增
長將近37%。

根據目前的疫情防控形勢，楊俊
波認為今年廣東自駕出行的人員會
有所增長。此外，由於受疫情影
響，廣東航空客流預計會有所下
降。據來自廣州白雲機場的初步預
測數據，今年春運白雲機場預計接
送旅客331.8萬人次，與2021年春
運同比下降10%左右。

灣區軌道建設加速 城市間一小時通達

深圳百年老站開出
首趟春運高鐵列車

【香港商報訊】記者姚志東報道：昨日6時40分，
春運首趟列車 G2790 次列車從深圳站駛向上海虹橋
站，這是2022年春運從百年老站深圳站駛出的第一趟
高鐵列車，也是百年老站加入高鐵 「朋友圈」後迎接
的首個春運。

據悉，春節前深圳站每日計劃開行列車120.5對，其
中贛深高鐵 18 對，春節後深圳站每日計劃開行列車
132.5隊。今年春運，旅客可以在深圳站乘坐復興號、
和諧號直達武漢、南昌、徐州、婺源、河源、上海等
多個城市。

2022年春運首日，深圳市除羅湖區、龍崗區、坪山
區所屬汽車站和蛇口、機場客運碼頭部分航線暫停營
業外，機場、火車站及其餘汽車站均嚴格按照疫情防
控要求正常有序營運。

總體來看，今年春運呈現 「三高」特點：一是疫情
防控要求高，當前疫情形勢嚴峻複雜，對 「兩站一場
一港口一服務區」落實 「3 個 100%」（100%測溫、
100%戴口罩、100%亮健康碼通行）、入境人員閉環管
理等疫情防控要求高。二是安全生產要求高，歲末年
初客流高位運行，自駕車及網約車出行增加，生產安
全事故易發。三是冷空氣影響概率高，春運期間全市
將受到5次左右冷空氣影響，天氣對春運交通的影響
比去年偏重。

南沙發布《試點措施》
對標RCEP CPTPP

【香港商報訊】記者賴小青、李苑立 通訊員李莉報
道：廣州南沙昨日召開《南沙自貿片區對標 RCEP
CPTPP進一步深化改革擴大開放試點措施》宣講會。

南沙開發區黨工委副書記謝偉介紹，《試點措施》
聚焦國家高度關切的貿易自由便利、投資自由便利、
要素流動便利、金融服務、競爭政策和綠色發展6大
領域，精準對標 RCEP CPTPP條款，提出 17 條先行
先試措施。

在貿易自由便利化領域，RCEP、CPTPP協定除約
定成員國之間的關稅減讓政策外，對各國貨物貿易口
岸效能也提出了更高要求，並制定了新的原產地規
則。對此，南沙採取 4 項措施： 「探索簡化海關程
序，提升港口、口岸信息化、自動化水平」 「深化綜
保區監管方式創新，試點更加開放的一線監管政
策」 「加強與各國港口、海關對接合作，加快信息互
認、互聯進程」 「依託全球溯源中心，用活用好原產
地累積原則，探索企業原產地自主聲明新模式」。

在投資自由便利領域，對標協定在跨境服務貿易負
面清單、知識產權保護、商事爭端等方面約定的更高
標準，南沙將 「探索放寬服務業外資市場准入限
制」 「進一步完善商事制度，深化外商投資准入負面
清單的配套改革」 「創新貿易知識產權保護方式，打
造知識產權侵權預警機制」 「引領全球互聯網仲裁領
域國際技術標準制定，打造國際商事爭端機制灣區品
牌」，推動打造更加公平、透明、穩定的國際化營商
環境。

深圳西部港區
吞吐量創新高

廣州海關所屬南沙海關關員在南沙保稅港區的跨境
電商倉庫巡倉監管。 葉兆權 攝

發車現場。

廣東省政協委員、廣東省工商聯常委、香港中國
商會常務副會長、創會會長陳丹丹女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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