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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謝中央關懷 定當用好支持

港府諾負起抗疫主體責任
【香港商報訊】記者馮仁樂報道：政
府發言人昨晚強調，特區政府將堅定負
起抗疫主體責任，在行政長官林鄭月娥
領導的抗疫機制下，各司局長無分彼
此，會繼續肩負起不同抗疫任務，盡快穩控疫情。林鄭月娥說： 「面對新一波疫
情爆發，確診個案不斷上升，特區政府所採取的每一項措施都以保障市民生命安
全為出發點，但執行上是遠超特區政府的自身能力。我們衷心感謝中央的親切關
懷，定當用好中央支持，全政府上下同心，不斷完善落實抗疫措施，盡快打贏抗
疫戰，穩定香港大局。」

13 位局長領軍抗疫任務
發言人表示，特區政府早於 2020 年 1 月 4 日因應新
冠病毒出現，頒布 「對公共衛生有重要性的新型傳染
病預備及應變計劃」和啟動計劃下第二級的 「嚴重應
變級別」；並在首宗感染個案確診後，隨即在 1 月 25
日提升至最高的 「緊急應變級別」，由行政長官領導
跨部門督導委員會暨指揮中心，按照疫情發展制訂應
對策略和措施。
因應第五波疫情來勢洶洶和確保中央支援香港抗疫
措施有效落實，經跨部門督導委員會暨指揮中心研判
後，行政長官分派特別任務予個別局長，要求他們親
自領導相關抗疫工作，動員其屬下部門支援，向行政
長官負責。現時 13 位局長負責 「領軍」抗疫任務，食

衛局局長負責制訂公共衛生的防疫抗疫政策及醫院管
理局的治療措施，另負責流行病學專家工作小組，聯
同衛生署和醫院管理局及本地專家與內地專家對接有
關協助香港進行病理排查和分析工作；發展局局長負
責內地援建社區隔離及治療設施工作小組，包括在香
港物色地點及聯繫並配合承建商加速興建相關設施；
政制局局長負責提升核酸檢測能力工作小組，包括制
訂全民強制檢測方案和統籌落實。
商經局局長負責醫療物資保障工作小組，包括協調
由內地供應大量快速抗原測試包、中成藥、隔離及治
療設施家具、口罩、保護裝備等抗疫物資有序到港，
並分配至相關部門、機構及居民使用；運房局局長負
責其他內地供港物資保障工作小組，包括開通水路及
鐵路以補足跨境陸路運輸，確保鮮活食物、蔬菜和生

活必需品供港。
環境局局長領導環境保護署和渠務署與香港大學合作
推行全港污水監測計劃，精準地支持抗疫工作；保安局
局長管理個案追蹤辦公室和包括竹篙灣、社區隔離酒店
和內地援建的設施，包括協調運送確診人士到有關設
施；公務員事務局局長領導社區疫苗接種計劃；勞福局
局長支援安老院和殘疾人士院舍抗疫和管理專為長者而
設的社區檢疫、隔離、治療及暫託中心。
民政局局長統籌地區參與，包括動員地區組織及義
工團隊向地區人士派發防疫抗疫物資；創科局局長以
不同科技方案支援政府的防疫抗疫工作；教育局局長
統籌疫情下對學校和學生的支援；財庫局局長確保疫
情下香港金融市場有序運作，在公共財政、採購方面
支援各政府部門的防疫抗疫工作 。

消防處籲輕症勿召救護車
另外，由於近日有大量與疫情相關個案召喚救護服
務，消防處昨日在社交平台發文表示，前日緊急救護
召喚目標，跌至新低的 21.4%，但仍有超過 230 宗個案
等待救護車送院，等候時間超過 13 小時。消防處呼籲
輕傷、輕症、確診而無病徵或者病徵輕微的市民，不
要召喚救護車，將有限的救護服務、急症室及病床資
源留給真正有急切需要的重症或重傷人士。
香港郵政宣布，因應新冠病毒疫情發展，3 月 7 日
起暫停本地郵政速遞及本地包裹服務，會集中資源提
供必要的基本郵政服務，直至另行通知，希望市民諒
解。

梁 萬 年 左( 二 率) 領 的 中 央 援 港 防 控 專 家
組昨到訪土瓜灣體育館社區檢測中心。左
一為食衛局局長陳肇始。
中新社

梁萬年考察檢測及隔離設施
【香港商報訊】由國家衛健委新
冠疫情應對處置工作領導小組專家
組組長梁萬年率領的內地專家團昨
日繼續其訪港考察行程。他們分成
兩組，參觀本港的社區檢測中心、
社區隔離設施和社區治療設施，了
解香港在識別確診者、隔離和治療
新冠病毒病患者方面的流程和實際
操作。
梁萬年和部分專家團成員在食衛
局局長陳肇始陪同下，先到訪位於
土瓜灣體育館的社區檢測中心，親
身視察其運作、服務安排及採樣流

程，了解本港如何透過廣泛設置方
便的檢測點，盡早識別新冠病毒感
染人士。他們隨後前往青衣社區隔
離設施，保安局局長鄧炳強、民眾
安全服務隊和醫管局人員亦有同
行。
專家團其餘成員則先往北大嶼山
醫院香港感染控制中心參觀，隨後
在醫管局和社署人員陪同下，到訪
設於亞洲國際博覽館的社區治療設
施和為服務來自院舍長者及殘疾人
士的社區隔離設施，了解分別由醫
管局和社署管理的部分如何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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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商報訊】記者李銘欣報道：本港
昨日新增 37529 宗新冠肺炎確診個案，再
有 150 名患者離世。第五波疫情已累計超
過 42 萬人確診。離世患者年齡由 32 至 105
歲，其中 109 人無接種新冠疫苗，137 人是
65 歲或以上長者，82 人來自院舍。新增死
亡個案中有 70 宗是之前 3 日的遲報個案。

增 37529 宗確診 150 患者離世

衛生防護中心傳染病處首席醫生歐家榮表
示，目前有72145名患者留醫，當中61人危
殆，109 人情況嚴重，當中七成人無接種疫
苗。第五波疫情累計有 1561 名患者離世，
死亡率 0.36%，介乎 11 個月大至 108 歲，
94.7%為長者，當中91.3%長者無打疫苗。
來港援疫的國家衛生健康委員會新冠疫
情應對處置工作領導小組專家組組長梁萬
年日前接受新華社訪問時表示，香港必須
減少感染、發病、重症，尤其是死亡個
案，並介紹了內地的 「四集中模式」，建
立定點醫院收治重症和危重症患者，集中
最優質的醫療資源進行治療。
醫管局總行政經理（綜合臨床服務）李
立業表示，現時北大嶼山醫院及天水圍醫
院是定點醫院，分別提供 460 張病床接收
新冠病人，會繼續研究增設其他定點醫院
處理病人。
當局在九龍城德朗德珊樓、德琦樓、德璋樓，
沙田瀝源祿泉樓，將軍澳嘉悅第 1 和 2 座的強制
檢測行動中，共發現 971 宗初步陽性檢測個案，衛
署衛生防護中心會跟進。另外，因應港九新界多區
住宅的污水檢測結果呈陽性和病毒量相對較高，當
區的民政事務處將會由今日起陸續向各地點約 18 萬
名居民、在地工作清潔員工和物業管理員工派發合
共超過 18 萬個快速測試套裝，供他們自行檢測，以
輔助識別感染者。

iMeddy 線上平台
供疫患遠程問診
【香港商報訊】香港深圳青年總會攜手香港菁英
會，安排私家醫生通過線上醫療平台，免費為疫患
者進行遠程視頻問診。iMeddy 聯合創辦人及市場總
監蔡國俊表示，iMeddy 線上醫療平台是香港深圳青
年總會舉辦的 「2021 年香港大專生創業比賽」獲獎
項目之一，通過人工智能和大數據技術，與醫療專
家深度合作，為香港本地患者提供線上預約、視頻
問診、智能醫生配對等服務。

港深青總攜手港菁英會提供
自從免費線上問診服務於 2 月下旬推出以來，該醫
療平台平均每天處理 300 至 400 個病例，受惠人數已
超過 1300 人。當醫生完成線上問診後，會按患者的
病情開立退燒止痛藥、消炎藥、抗生素等 3 天基本藥
物處方，由香港深圳青年總會的義工團隊將藥物送
到患者家。

深耕跨境金融 打造創新標杆
農行廣東分行國際業務飛躍發展紀實（
農行廣東分行國際業務飛躍發展紀實
（下）
當前複雜嚴峻的國際形勢引發國內
銀行業界對跨境金融、人民幣國際化
的未來有更多、更深入的思考，如何
在全球化視角下不斷發掘和滿足企業
與個人的真實需求，使得跨境業務
「剪不斷」 ，逆勢飛揚，農行廣東分行國際業務部總經理何一鈺在解讀該
行國際業務，特別是 FT 賬戶業務飛躍發展的點點滴滴之餘，也與記者分
享了農行廣東分行在這方面的思考和展望。
鄧建樂 趙言

上下同心
跨境業務終騰飛
始於上海自貿區的 FT 賬戶，是一種適用於境外及
自由貿易試驗區內企業的本外幣一體化自由貿易賬
戶。廣東外向型經濟活躍，FT 賬戶在廣東落地推廣
意義巨大。
FT 賬戶業務在粵港澳大灣區大放異彩，得益於農
行廣東分行的大力推動。這種局面是業內外很多人都
沒有想到的，何一鈺說當初並非全無糾結： 「國際部
原本沒有直接管理客戶，當這個機會出現時，要不要
上，搶不搶得來，決心有多大？如何成功借力公司
部、投行部、普惠部等一線前台部門拓戶是關鍵，另
外，前、中、後台系統搭建，都需要成本投入。朱正

2019 年 11 月 26 日，廣東農行成功為南沙自貿區
一家企業開立廣東首個 FT 賬戶。

罡行長決心很大、親自督辦，農行廣東分行多個團隊
充分準備，才能獲得監管認可，拿下廣東地區的國有
大行首家 FT 賬戶資格，並取得傲人的業績。截至
2021 年末，農行廣東分行共發放低成本融資累計超
過 440 億元，辦理結售匯 120 億美元，跨境結算近
500 億美元，開戶數量和各項業務均居同業首位，成
為了廣東市場上發展最快、規模最大、品牌效應最廣
的 FT 賬戶服務行。2021 年，農行廣東分行大灣區跨
境金融創新項目榮獲廣東省政府頒發的 「金融創新
獎」。

搶抓先機
粵港澳 3500 家企業受益 FT
該行引以為傲的是，FT 賬戶讓實體經濟在降低資
金成本、提高資金效率、打通業務難關上都受惠良
多。
僅兩年時間，該行利用 FT 離岸結售匯優勢以及境
外的資金優勢共為客戶節約了 3 億元的匯兌成本和貸
款成本。其中一家主營高性能塑料的研發和生產高科
技上市公司，通過在農行開立 FT 賬戶，相較於境內
普通結算賬戶辦理該業務，就節省利息支出近 500 萬
元。
一家香港某能源貿易公司，在他國供應商要求其開
立付款保函時，因為在香港註冊時間過短，被境外銀
行拒絕。農行廣東分行通過幫助該公司開立 FTN 賬
戶，在其內地母公司的擔保下順利為其開出 1500 萬
美元的付款保函，解決了燃眉之急。
廣州淘通是一家跨境電商領域被稱為未來獨角獸

農行廣東分行跨境金融業務 95
95%
%集中於粵港澳大灣區
集中於粵港澳大灣區。
。
的創新企業，其境外業務增長產生的資金需求只能
通過追加註冊資本的形式來補充流動資金。農行利
用淘通在香港成立的負責境外商品的採購訂單與支
付的子公司香港孚駿，為其開立了本外幣合一的
FTN 賬戶作為資金池調撥主賬戶，管理全球全幣種
資金。旺季時，廣州淘通將盈餘資金調撥至香港孚
駿，供採購備貨；淡季時，香港孚駿將資金匯回母
公司或其它有用款需求的子公司，提升了集團整體
資金利用率。資金池啟用後，該公司業務規模已從
3000 萬增加到 1 個億，跨境業務的國際品牌也新增
了好幾個。
FT 全功能資金池沒有設立營收門檻，額度卻比
門檻最高的全國版資金池高出一倍，非常適合各
類實體貿易企業、跨境電商企業、高新技術企
業、輕資產企業、以及仍處在成長期但有巨大發
展潛力的跨國企業集團，於是農行廣東分行不斷
推動政策紅利破圈，惠及更多企業。該行牽頭推
動 FT 賬戶境內適用主體由廣東自貿區註冊企業拓
展至廣州、珠海的科創型企業。目前，已為超
3500 家企業，近百家跨國企業集團搭建 FT 全功能
資金池，為企業緩解境內外資金壓力、疫情下的
復工復產提供了有力支持。

居安思危
琴澳跨境 「電子圍網」 在路上
前不久，人民銀行和國家外匯管理局按照 「橫琴澳
門一體化」戰略定位，設計橫琴開放型金融制度安
排，探索構建電子圍網系統，提升澳門對葡語國家的
金融輻射能力，農行廣東分行作為核心銀行，積極參
與調研和方案論證。
何一鈺說： 「今後在彌補傳統跨境業務短板方面，
我們尚需努力，但在跨境金融創新領域，農行廣東分
行一直致力於打造行業標杆品牌。」
農行廣東分行轄內已有近 50 家一級支行單獨設立
國際金融部，部分地區單設國際金融團隊，形成了遍
布全省的客戶服務 「觸角」和響應團隊。2021 年，
農行廣東分行跨境金融業務在銀行同業中勇奪四行領
先，其中跨境人民幣年結算量突破 6000 億元，年增
長率超 35%。
何一鈺告訴記者，農行廣東分行跨境金融業務 95%
集中在粵港澳大灣區，並表示將繼續深耕這片熱土，
腳踏實地，服務實體，在跨境金融新業態、新發展中
扮演越來越重要的角色，助力中國企業在全球化的浪
潮中揚帆遠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