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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current development status, integration foundation and development opportunities of the 
medical and health industry in three areas of Guangdong-Hong Kong-Macao Greater Bay Area (GBA). After in-depth study and 
analysis of the industrial structure, industrial supporting chain, agglomeration effect, brand effect, innovation coordination 
system construction and other issues of the health industry in GBA, it puts forward the integrated development idea of the health 
industry in GBA: Develop the integrately planned Top-level design to build an international high-end medical service cluster 
and to establish a medical resource sharing mechanism in GBA; Improve the introduction and training of health industry talents 
to build a TCM highland in GBA to integrated of elderly care in GBA and to build a unified public health emergency management 
system, promoting the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of medical resources and the process of medical integration in GB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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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分析了大灣區三地衛生健康產業的發展現狀、融合基礎和發展機遇，在深入研究分析大灣區衛生健康產業

在產業結構、產業配套鏈、集聚效應、品牌效應、創新協同體系建設等問題後，提出大灣區衛生健康產業一體化發展

思路，通過加強規劃一體化頂層設計，打造國際高端醫療服務集聚區，建立大灣區醫療資源共享機制，加強衛生健康

產業人才引進和培養，打造大灣區中醫藥高地，實現大灣區養老一體化，打造統一的公共衛生應急管理體系，推動大

灣區醫療資源協同發展，促進大灣區醫療一體化進程。 

關鍵詞：粵港澳大灣區；衛生健康產業； 一體化發展 

引言

在粵港澳大灣區建設背景下, 三地如何抓住歷史機

遇, 充分利用大灣區科技、人才、資金等優質資源,全面

升級、不斷深化衞生健康合作, 找定城市定位, 聚焦產業

錯位發展、優勢互補, 做大做強健康產業集群, 為三地居
民創造更多的福祉, 為世界健康事業起到示範作用 [1], 
是值得研究的個重要課題。  

 

1.大灣區醫療健康協同發展的必要性 
 

1.1 大灣區醫療衛生協同發展係港澳融入國家發展大局

嘅大勢所趨, 民心所同 

 

港澳醫療衞生產業一體化是 "一國兩制" 的應有之

義, 既是時代潮流的大勢所趨, 也是兩岸三地同胞的強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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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盼, 既是造福三咁同胞福祉的時代新要求, 都係廣東深

化改革、擴大開放的重要里程碑。40 多年改革開放係
粵港澳三咁優勢互補、一起成長的歷程, 也是港澳共享祖

國緐榮富強偉大榮光嘅歷程。 推進健康灣區建設, 益解

決港澳人口老化、土地短缺、經濟增長乏力等瓶頸制約, 

益咗粵港澳衛生健康事業互利合作提升整體競爭力, 益咗

有助鞏固和提升港澳在醫療專業服務方面的傳統優勢, 充

分彰顯 "一國兩制" 強大生命力。  

 

醫療衛生產業在經濟社會發展中的地位十分重要, 

我國大健康產業規模為 6.5 萬億元人仔,  gdp 佔比只
有 6%, 美國高達 17%, 歐洲為 13%[2], 發展空間和潛
力好大。 比肩歐美發達囯傢, 粵港澳健康產業面臨著廣

闊的發展前景, 在佔全國 11.61% 嘅 11.6 萬億元 GDP
總量中 [3], 大灣區健康經濟以 7 千億占過 6%。 按現

時增長速度, 大灣區健康產業規模到 2028 年係 2 萬
億, 到 2030 年係 2.5 萬億-3 萬億, 尚有好大發展空
間空間同潛力 [4]。  

隨著有 7300 萬人口的大灣區居民收入提高 [5], 
老齡化速度加快, 人均壽命提高, 世界範圍內嘅中醫热和

新興生物技術革命, 呢啲都刺激到大灣區健康經濟嘅突飛

猛進。 中央政府陸續出台的一些便利港人到內地工作、

學習及生活的措施, 為港澳青年提供了新機會、新跑道、

新選擇。 大灣區幅員廣大, 貼近龐大內地市場, 港澳年

輕人有創意嘅頭腦, 靈活變通, 係推動醫療健康產業的強

大力量。 打造健康大灣區, 益咗喺堅守 "一國" 之本基

礎上, 最大限度發揮兩種制度的優勢, 對標國際國內最高

最好最優, 推動 "強強聯合", 實現資源互補, 構建具有國

際競爭力的現代醫藥健康產業體系, 為港澳經濟社會發展

以及港澳衕胞到內地發展注入新動能, 拓展新空間。  

  

1.2 大灣區醫療衛生一體化係三咁同胞中華民族共同體

意識嘅大勢所趨, 民心所同 

珠江流域係我國文明發祥地之一, 由 2000 年前嘅
百越文化, 到如今廣泛傳播於世界各地嘅廣府文化, 肥沃

嘅珠江三角洲孕育了內涵豐富嘅嶺南文化, 有著不可分割

的文化血脈, 有著濃厚嘅中華民族文化情結。 大灣區文

化基因基本相同, 語言、民俗、生活習慣、審美觀、價值

觀等都非常接近, 咁嘅文化上的同質性拉近了彼此的距
離。 大灣區民眾地緣相近, 血脈相通, 文化相融, 生活在

同一片藍天下, 擁有同一個家園, 衕根、同心、同心的情

懷, 對共襄構建衛生健康共同體懷有深深期盼。  

進入本世紀以來, 世界範圍內的疫情此起彼伏, 人類

面臨大劑健康危機。 隨著大灣區經濟文化交流, 大量人

員交流日益常態, 病毒擴散風險隨之增加。 這場突如其

來的新冠疫情,充分凸顯了大灣區公共衛生治理體系改革

的必要性, 叫大灣區人更加真地感受到灣區民眾命運與共

的重要性。 隨著新冠肺炎疫情造成的全球公共衞生危機

日益嚴重, 構建衛生健康共同體, 攜手應對風險挑戰, 係

大灣區三咁喺守望相助中不斷深化的共識。  

 

1.3 大灣區醫療衛生協同發展係大灣區居民往來增多的

大勢所趨, 民心所同 

大灣區得天獨厚的自然優勢、制度優勢、政策優

勢便利, 吸引住海內外投資者、創業者的目光。 2019 
年常住人口逼近 7300 萬, 流動人口超過 3000 萬 
[6]。  2019 年有 7000 多萬人次香港同胞到訪廣東。 
隨著港珠澳大橋開通同廣深港高鐵運營, 基本實現 "平時
即到即走、客流高峰快速通關" 嘅目標。  " 张网、張
票、串城" 格局嘅 "票制" 好快成為現實。 特區政府統

計顯示, 香港目前有 7.7 萬名 65 歲以上老人生居廣
東, 有 53 萬名常住人口 "通常" 逗留於灣區 9 市, 可
在內地的居住地享有包括醫療健康在內的多項基本公共

服務 [7]。  
 

隨著大灣區步入發展的 "快車道", 到內地商務合

作、文化交流、創業就業、旅遊游、居家養老的港澳衕

胞日益增多,就醫人數隨之增長, 對大灣區醫療健康深度

融合有新的要求, 對大灣區視野下醫療服務的質素、藥
品醫療器械的選擇、可穿戴健康設備的追求、理療美容

的特色, 對智慧醫療、互聯網醫療、大數據健康的應用, 
對保健食品、健康食品、體育休閒、健康檢測、養生、

健康家居、有機農業的發展, 都有新的期望。 與之相應
的醫療旅遊、養老地產、健康保險, 由 "治未病" 的理念

中延伸出來的健康體檢、健康咨詢、調理好番、養生養

老服務、臨終関懷等, 好快推動了第五波經濟振興, 成為

大灣區嘅新輪重要經濟增長點。  

 

2.粵港澳衞生產業分佈現狀 
根據《中國醫療網》統計, 大灣區現有醫療健康企業

1298 家, 運營的醫療機構和健康企業 1226 家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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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1 行業分布 
行業  數量  行業  數量  

醫藥電商  61| 醫療器械及硬件 185| 

尋醫診療  49  專科服務 82| 

健康保健  201| 醫療綜合服務 69| 

醫療信息化  137| 其他醫療服務 78| 

醫生服務  10| 生物技術和製藥 143| 

醫療機構  211|   

 

2.2 區域分布 
一區 數量 一區 數量  

深圳  648| 佛山 17| 

廣州  479| 中山 10| 

珠海  21| 江門 8| 

東莞  21| 惠州 4| 

香港  18|   

 

2.3 各區域分析 

2.3.1 醫藥電商區域分布 
一區  數量  一區  數量 

廣州  42| 珠海 1| 

深圳  17| 東莞 1| 

 

2.3.2 尋醫診療區域分布 

一區  數量  一區  數量 

廣州  22| 惠州 1| 

深圳  22| 東莞 1| 

珠海  3|   

 

2.3.3 健康保健區域分布 

一區  數量  一區  數量 

深圳  96| 東莞 3| 

廣州  84| 佛山 3| 

江門  5| 珠海 3| 

香港  5| 中山 2| 

 

2.3.4 醫療信息化區域分布 

一區 數量 一區 數量  

深圳  79| 惠州 2| 

廣州  46| 香港 1| 

珠海  6| 東莞 1| 

佛山  2|   

 

2.3.5 醫生服務區域分布 

一區 數量 一區 數量 

廣州  5| 深圳 5| 

 

2.3.6 醫療器械及硬件區域分布 

一區 數量 一區 數量 

深圳  119| 江門 2| 

廣州  50| 中山 2| 

佛山  5| 香港 2| 

東莞  4| 惠州 1| 

 

2.3.7 專科服務區域分布 

一區 數量 一區 數量 

深圳  52| 香港 2| 

廣州  25| 東莞 1| 

佛山  2|   

 

2.3.8 醫療綜合服務區域分布 

一區  數量  一區  數量  

深圳  37| 香港 2| 

廣州  27| 佛山 1| 

東莞  2|   

 

2.3.9 其他醫療服務區域分布 

一區  數量  一區  數量 

深圳  43 家 東莞 3| 

廣州  30| 中山 2| 

 

2.3.10 生物技術和製藥區域分布 

一區 數量 一區 數量 

廣州  74| 香港 3| 

深圳  61| 東莞 2| 

中山  3|   

 

2.3.11 醫療機構區域分布 

一區 數量 一區 數量 

深圳  117| 東莞 3| 

廣州  74| 香港 3| 

珠海  8| 中山 1| 

佛山  4| 江門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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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4 大大灣區醫療健康產業發展現狀分析 

通過上述數據, 我們可以看出, 大灣區醫療健康企業

的主要聚集區喺廣深地區, 共有1127 家。 隨著《綱要》

出台,2019 年 4 月 9 日出台《醫療衞生設施布局規劃 

(2011-2020 年) 》修訂版)[9], 規劃以广州市城南五區為

中心醫療主中心, 以南沙為廣州的醫療副中心, 托起了以

廣州為中心的 "一主一副五分網絡化" 的醫療衞生設施空

間布局結構。  

 

3.大灣區醫療健康一體化的優勢和機遇 
3.1 大灣區醫療健康發展的基礎條件優越 

3.1.1 大灣區實力雄厚 

目前確定的9+2 城市中,5.6 萬平方公里土地,7300 

萬人口,16624.02 美元 (約為 116035.66 億元) 的 

gdp 總量, 排名全球第 12 位的經濟產出, 以 2.9 萬億

美元名列全球第 7 位 (相當于法國) 的購買力, 龐大的

消費群體和較高的收入水平, 構成了成為一流 "健康灣區

" 的必需條件和社會需求[10]。  

 

3.1.2 大灣區的增速更快  

 在過去20 年里, 大灣區的平均增速比中國總體增

速快開兩個百分點, 人均GDP是中國平均水平的2.5 倍 
[11]。  

 

3.1.3 大灣區擁有世界級便捷的的基礎設施  

大灣區擁有5 座國際機場和充分整合的高速城際交

通系統, 香港和廣州之間的通勤時間縮短至一个小时以內; 

廣深港同大多數二線城市之間已能實現當天往返, 大灣區

一日生活圈儼然成形。  

 

3.1.4 深厚的文化底蘊和優質的生態環境 

大灣區的光照、溫度, 流域、風光、降雨量、空氣質

量、森林覆蓋率, 動植物資源, 中藥材資源等天然要素豐

富, 擁有優質的醫療機構, 甚至房價都較為平, 呢啲為發

展康復醫療、炤護、養老、醫療旅遊、中醫藥等相關健康

服務產業提供了良好的條件。 得益於此, 該地區投資醫養

服務新模式的時機已經成熟, 包括療養院、安老院同醫療

旅遊。 

 

3.2 大灣區醫療健康嘅科技基礎雄厚 

大灣區憑藉雄厚的經濟基礎、宜人的人居環境、豐厚

的薪酬待遇, 吸引住海內外優秀人才, 長期維持住卓越人

才的淨流入。 大灣區 200 幾所大學 , 在 2019 緊年 

qs 排名中, 世界 100 強大學香港有 5 所, "雙一流" 大

學廣州有 5 所。 大灣區有 42 家可開展臨床試驗的學

術中心, 醫療領域的國家重點實驗室, 香港有 8 所, 澳

門有 1 所, 廣州有 3 所, 以及 2019 年 12 月粵港澳

三家醫療機構共同建設的粵港澳呼吸系統傳染病聯合實

驗室, 成為整合一流醫學資源、推動大灣區醫學國際化的

新平台。 大灣區大灣區同時集萃了著名的中囯科學院院

士姚开泰 (南方醫科大學著名的腫瘤病理生理學家)、梁智

仁 (香港大學骨外科學家), 中國工程院院士钟南山、袁国

勇、刘良等一批國際頂尖級醫學專家。 香港中文大學 (深

圳) 有世界知名教授 350 多位, 其中包括諾貝爾獎得主 

4 位, 中國兩院院士近 20 名。 南方科技大學擁有可以

與國內最頂尖大學相媲美的師資水平, 有 39 名院士,34 

名國際會士 [12]。  

 

3.3 大灣區醫療健康產業基礎優良 

3.3.1 產業規模初步形成  

 覆蓋四個健康產業分支, 涵蓋醫療健康產業晒同健康

服務等領域, 醫療健康總產值7000 億元, 僅中山市藥品

批准文號超過 1000 個, 醫療健康產業總產值達逾 900 

億 [13]。  

 

3.3.2產業行業分支齊全  

在2019 fortune global 500 中, 大灣區 6 個城市 20 

家在全球有影響的醫療企業巨頭落戶大灣區 [14], 以平安

和騰訊為代表的眾多企業在醫療科技和生物科技行業雄

心勃勃, 正打造國際高端醫療服務集聚區的生物科技和醫

療科技產業。  

 

3.3.3 產業集群初步建立  

擁有一大批頂尖科研機構、創新人才集聚平台、創業

孵化基地和逾千億大灣區醫藥產業基地、生物園、藥谷等, 

形成了產業集群。 產業集群益技術交流同管理, 益咗爭取

政府和政策的支持, 也是國外運作成熟的醫療健康園區嘅

成功經驗。 三咁喺醫療健康方面各有所長, 各司其職, 亦

應順應《規劃綱要》, 加強科研合作, 促進生物科技創新, 

推動醫療健康產業集群建設。  

 

3.3.4 三咁醫療總體水平已差距不大  

 由於廣東持續提供充足嘅科研投入、良好的科研環境

和發展空間, 加之病例多, 經過40年嘅發展, 內地嘅醫療

水平在大多數領域已遠遠超過港澳, 走喺世界前列。 港澳

158

SSH, 2020. 
http://paper.ieti.net/ssh/index.html 
DOI:10.6896/IETITSSH.202005_7.0020



2020 城市建設與展望——第三屆粵港澳大灣區研究生論壇�

民眾普遍認為廣州醫生水平高 、用藥好, 每天過境治療的

人絡繹不絕。  

 

33.4 大灣區醫療健康融合發展的制度政策靈活 

大灣區最大的創新在於制度創新, 將兩種制度在同一

個區域融合,充分發揮各自的優勢並形成合力, 係世上其

他灣區完全冇嘅優勢。 得游刃有餘地避一家之短, 用三咁

之利, 化挑戰為機遇, 探索出多元背景下的衛生健康制度

合作, 有著更為廣闊的活動空間和發展優勢。  

國家戰略與 "一帶一路" 戰略的實施, 為三地提供了

更多的政策空間。 2019 年, 《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綱

要》之後, 國家發改委出台了 "1+ n" 規劃體系、"1+ n" 政

策體系, 廣東省以規則相互銜接為重點, 出台了一系列舉

措, 形成了推進大灣區建設的施工圖和任務書, 細化了推

進 "健康灣區" 的一系列政策, 推動國際國內政策最優惠

的政策在灣區紛紛落地。  

圍繞打造世界一流健康灣區, 國家由中華民族衞生健

康共同體的高度, 圍繞全生命周期, 向產業上下游延伸, 

由港澳醫療機構設置、區域醫聯躰建設、醫師註冊執業、

醫護培訓、醫衞人才培養、醫療保險、藥研發、養老居家、

健康產業、健康城市等方面, 出台了一系列利好政策, 推

動了灣區醫療健康產業發展和國際化進程。 這些政策極

大地激發了三咁各類市場主體同人才, 投身 "健康彎區" 

建設的熱情。  

 

3.5 大灣區醫療健康融合發展互補優勢明顯 

大灣區11 個城市在各方面雖有差異, 有著各自的優

勢, 優勢可以互補, 合作空間巨大。 香港在發現早期新的

病原菌及分析病原菌分子生物學、國際化的醫療制度以及

同國際接軌嘅藥物、醫療器械等准入制度方面有優勢, 澳

門有著完善的社區醫療網絡, 內地醫療案例多樣, 中醫藥

名醫多, 三方可以互相借鑒, 互利共贏。 多年來, 大灣區

各方積極落實政策, 不斷深化醫療衞生領域的融合, 已舉

辦了 19 次聯蓆會議 [15], 築起三方傳染病防治防線。 喺

以人民健康為中心、推動優質醫療資源緊密合作、加強公

共衞生應急領域合作、深化中醫藥領域創新合作、 拓展

科研和服務領域合作以及強化人才培養和診療合作六方

面, 不斷融合發展。  2018 年, 林鄭月娥、崔世安分別率

隊赴中山市健康基地園區企業考察調研, 表達了粵港澳深

化健康產業合作的意願, 推動了大灣區醫療衞生合作的新

高潮 [16]。  

大灣區機遇推動醫療健康 "強強聯合"。 隨著粵港澳

大灣區的建設, 三咁衞生主管部門都有強烈的合作願望, 

廣東健康產業與港澳高校和相關科研機構、企業的合作日

益頻密, 對於廣東健康產業未來吸引更多高端創新資源和

開展國際化合作提供了廣闊的前景。 目前港澳大灣區緊

申辦嘅醫療機構已經有 46 家 [17], 加速了三咁醫療衛生

深度融合, 便於與境外進行交流、學習與合作, 有助於港

澳青年拓展創業空間。 三地整合資源, 強強聯手, 為打造

國際一流的醫療健康產業高地, 提供了重要支撐和動力源。  

 

4.粵港澳醫療健康一體化的主要問題 
4.1 粵港澳之間醫療規則、法律體系、稅率匯率有待銜

接   

三方嘅制度規則、法律體系有一定距離, 成為大灣區醫

療健康產業發展隱形門檻。 粵港澳目前面臨的最大難點

和重點問題, 是三地存在先天社會製度、立法執法、稅收

匯率、法律體系和醫療體制等方面的差異, 港澳同內地醫

療機構准入標準、醫療服務標準、醫院琯理躰製、醫護人

員執業資格、醫學人才培養體制、醫療保險體制、執法裁

量基準等均存在差異, 藥品使用範圍、醫療支付方式、對

人文和醫患關係都不同, 在灣區醫療融合方面的障礙, 首

先就是異地支付問題, 三地收費體系、支付體系互不兼容。  

 

4.2 灣區內優質醫療衞生資源合作存在隱形門檻 。  

缺乏深層次合作規劃, 冇互聯互通的三方居民電子健

康檔案和統一的醫療拍檔平台 ; 二是醫療機構市場準入

上, 內地對醫院、門診部、診所的設置條件和醫師 title 等

都有明確限定, 自由度較高的港澳醫療機構在珠三角行醫

唔一定夠條件; 三是醫護人員資質、title 互認和國培上有

障礙; 四是疾病診斷標準、醫療質控標準、區域醫療急救

體系、傳染病防控體系有距離; 五是医保體系、保險體系、

異地結算對接不通暢。  

 

4.3 醫藥健康產業集聚效應和地域品牌尚未形成 

4.3.1 冇形成支柱產業。  

大灣區大健康產業協同發展, 根本上係透過市場一體

化創造更加合理的分工體系, 實現更合理的產業佈局和趨

向合理嘅區域內分工, 提升整體競爭力。 但大灣區健康產

業領域的本土龍頭企業以及細分行業的規模和影響力遠

遠不足, 尚處於發展階段, 除咗核心區國家健康基地的醫

藥企業已經形成聚集效應以外, 其他片區仲存在一定程度

的企業分散、產業聚集度唔高嘅問題, 唔足以構成支柱產

業。 醫療健康醫藥產業重點領域間協調發展能力不足, 上

下游配套能力唔強, 生產與流通、服務、消費脫節, 只注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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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產, 沒有實現生產和市場一體化, 制約了企業的規模化

發展, 對於整個產業鏈的構建形成制約。  

  

4.3.2 創新協同體系建設不足  

係相關企業科技創新能力不足。 目前大灣區健康產

業以醫藥製造和醫療器械生產為主, 由於自主研發技術、

自主創新能力不足, 新藥研發和新型技術開發唔夠, 已成

規模的企業產品均來自於上世紀末的研發成果轉化, 開發

仿製居多; 二係高端人才支撐唔叻。 大灣區醫療健康產業

發展中仍存在創新氛圍唔叻、無專業高校和科研院所支撐、

缺乏原始創新基礎學科嘅科研支持等問題。 由於受廣深

虹吸效應影響, 大灣區二線城市大專院校培養健康醫藥專

業人才數量匱乏, 缺少高端人才; 三係灣區產業技術人才

缺失。 由於醫療器械產業對人才多層次需求, 除吸引高端

人才外, 基礎研發人員同樣缺口較大。 人才培養上, 面對

灣區人工智能醫療、智慧醫療、遠程醫療發展新需求, 缺

乏匹配的推動醫療器械產業科技創新的教育生態系統。  

 

4.3.3 產業區域性競爭加劇  

各城市都想抓住大灣區建設機遇, 發展大健康產業, 存

在同質化競爭。 大灣區二線城市產業聚集喺過程中, 虹吸

效應使得優勢產業要素向深圳、廣州、香港等地強勢聚集, 

影響到高技術人才、資金與項目的流入, 也令大灣區健康

產業面臨各種資源短缺嘅問題 。  

 

5.大灣區醫療健康融合發展對策研究 
 

面對大灣區民眾對打造大灣區健康共同體的熱切期

盼, 三地衞生行政及有關部門圍繞大灣區衞生同健康合作,

以人民健康為中心, 在個國家框架下, 跨越制度和關稅的

藩籬, 由 2018 年開始, 先後簽署了《協議》[18] 和《共識》

及粵港澳三地 88 個合作項目的簽署及文本交換 [19], 在

強化人才培養和診療合作六大方面達成共識, 為大灣區居

民帶來更實惠的的健康服務。  

無論係《綱要》同先行示範區嘅《意見》, 都在千方百

計推動大灣區融合發展, 都為大灣區帶來了前所未有的機

遇。 我哋一定要搶抓機遇, 破除觀念上嘅差異, 推動醫療

衛生官方政策銜接, 加強大灣區醫療衛生交流合作, 共同

推動大灣區全球健康示範區建設。 有八方面可以率先共

建共享: 

 

5.1 國家層面對大灣區醫療融合規劃布局統籌進行頂層

設計 

面對大灣區 "9+2" 制度、支付、文化等一系列差異, 

從國家層面對大灣區嘅融合統籌頂層設計 , 謀劃重大改

革舉措、重大工程項目建設、關鍵體制機制創新。 按網狀

發展、城市各有分工的原則規劃佈局, 建立分工明確各具

特色的產業體系, 提高區域醫療健康產業分工規劃嘅層次。  

明確打造國際高端醫療服務集聚區目標, 打響大灣區健康

品牌。 三咁決策者要發揮健康產業發展引導作用, 立足大

灣區大健康產業基礎和資源稟賦條件, 盯住國際高端醫療

服務集聚區目標, 建設一批高端醫聯躰中心, 打造一批大

健康特色小鎮, 培育一批大健康產業企業。 組織研究型醫

療機構、科研院所、行業組織、投融資機構、健康產業上

下游企業共建健康產業公共服務平台, 共享行業信息, 共

享研發平台, 開展健康醫療養生領域的全面合作, 發展戰

略性融合嘅健康產業集群。 大灣區健康產業應企喺原有

嘅醫藥產業基礎上, 從醫藥生產、醫療器械生產、醫療保

健領域逐步向產業上下游延伸到醫藥研發、教育培訓、臨

終関懷、養老康復、論壇、展會等領域。 引入國際國內一

流的高水平專科醫療機構或團隊、健康管理機構等, 打造

大灣區國際醫療中心, 搭建開放式醫療平台, 打響大灣區

品牌, 作為醫療健康產業發展重要 "門戶" 和 "名片"。  

 

5.2 促進三咁醫療衛生優勢資源深度融合 

5.2.1 加快構建大灣區醫療健康一體化的大數據平台  

建立三咁居民醫療健康電子檔案, 加強信息互通, 實

現資源共享。 規劃創建粵港澳醫學園區, 支持港澳醫療衞

生主體在大灣區九個城市設置醫療機構, 發展區域醫療聯

合體, 區域性醫療中心; 在創辦醫療機構、應急救援及快

速轉診、醫療保障、科研研發、創業培訓、互聯網醫療、

臨終関懷、公共衞生教育、中醫國際化等方面, 一起規劃, 

一起建設, 一起推進, 實現大灣區、大健康、大融合。  

 

5.2.2 打造大灣區產學研醫療健康共同體 

港澳有國際一流嘅高校科研資源, 但由於本土產業空

心化和單一化, 好多科研成菓難以落地。 內地九市有紮實

的產業基礎, 產業鏈齊全, 可以加強與港澳知名高校合作, 

先行先試國際前沿醫療技術, 共建健康醫藥產業實驗室, 

開展研究成果轉化和產業化, 形成跨境的產學研合作, 加

速灣區健康產業的創新發展。  

 

5.2.3 拓展大灣區醫療健康國際市場 

以粵澳合作中醫藥科技產業園、世界衛生組織傳統醫

藥合作中心、卡罗琳醫學院研究中心等醫療產業發展平台

為載躰, 發揮香港作為國際窗口、澳門作為中葡經貿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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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平台等的優勢, 拓展醫療國內外市場空間, 加強同國

際標準、國際技術、國際人才、國際市場的對接, 強化各

個醫療發展平台的研發檢測、企業孵化等公共服務功能, 

引導灣區內地醫療企業走向歐盟等發達囯傢市場, 同時為

港澳醫療的產品同服務走向內地市場提供產品升級、創新

研發等一體化的硬件配套設施和技術撐。  

 

55.2.4 相互借鑒醫療管理經驗 

探索將港澳和內地兩個系統有關醫療質素、標準、效

率、市場化的優點充分發揮, 共同打造一個重質又重量嘅

綠色醫療系統。 借鑑港大深圳醫院管理經驗, 推行全預約

制度, 全科之後專科診療程序先, 打包收費制度, 杜絕過

度檢查和用藥, 鼓勵少用一次性高當耗材, 倡導綠色手術, 

為全體醫護人員購買醫療責任保險, 對暴力傷醫零容忍。 

發揮澳門與內地醫療保障制度各自優勢, 通過大灣區嘅醫

療合作聯盟進行調整, 實現互補優勢, 加強與廣東省及相

關灣區城市的溝通協調, 深化醫療、養老服務合作, 促進

灣區養老及醫療事業發展。  

 

5.3 加強大灣區醫療健康產業人才隊伍 

5.3.1 健全多層次衛健人才引進體系 

吸納國際上最先進的人才引進經驗, 根據健康產業的

發展規律和特殊需求, 喺科研申報、資金使用、職稱認可

度, 行灣區一視同仁, 同等待遇。 建立灣區大健康緊缺人

才清單制度, 政府設立專項人才資金,出台院士發展計劃、

灣區英才計劃、中青年醫學高端人才培養、醫學創新人才

團隊引領計劃等, 實施 "醫學領航 " "醫學樞紐" 等人才

工程, 吸引集聚一批具有國際視野、站在世界科技前沿、 

處在創新高峰期的急需緊缺醫學科學家和頂級高精尖缺

的醫學名家、專業人才和高層次專科醫學團隊。 推出衞

生領域高層次人才高級職稱評審 "直通車"、大灣區特色專

業職稱評審制度, 醫護人員資格互認制度。 為高層次醫學

人才提供 "一對一" "保姆式" 服務, 政治上關心、生活上

照顧、家庭上慰問、事業上支持、物質上優待, 令醫學人

才在大灣區有成就感、幸福感同獲得感。  

 

5.3.2 建立創業孵化高地, 令人才發展有舞台 

建立港澳醫療衛生從業人員廣東創業就業基地, 促進

港、澳青年專家嚟內地交流同執業。 依托大灣區廣闊嘅

幹事創業舞台, 設立 "大灣區英才計劃", 將人才與產業緊

密融合, 充分做好產業聚先。 為大灣區兩院院士度身創設

發展平台, 支持頂尖人才嚟灣柔性合作; 推出 "大灣區惠

就卡" , 為高層次人才提供金融、信貸支持。 支持灣區醫

療健康企業到灣外海外設立協同創新中心、離岸創新基地, 

財政擇優給予支持, 搭建人才幹事創業舞台。  

 

5.3.3 打造教育培訓高地, 提高灣區衛健整體競爭力 

推進港澳知名大學落戶內地合作辦學, 共建優勢醫學

學科, 設置適應互聯網醫療需求的醫療信息化相關專業,

推進三咁高校互認課程學分、科研成菓分享轉化、交換生

安排等方面的合作交流, 加強大灣區醫學相關學科建設。 

建立大灣區師資隊伍專家庫, 建立粵港澳醫學人才進修培

訓基地, 搭建大灣區醫師聯盟、醫師學術交流平台、醫學

技術轉化平台、醫療健康培訓云平台、醫學人文平台、全

科醫生實訓中心, 建立大灣區全科醫生培訓項目、認證專

科護士項目, 賦予其 "住院毉師規範化培訓" 資格, 透過

香港國際化的平台和窗口, 互派醫護人員培訓, 促進三地

醫師整體水平提高。  

 

5.4 打造大灣區中醫藥高地 

大灣區具有得天獨厚的自然資源、政策資源和人才資

源優勢,抓住中央 "深化中醫藥領域合作", "塑造健康灣區" 

和廣東中醫藥強省建設機遇, 整合澳門大學的藥物研究基

礎優勢、香港中文大學的生物學研究優勢、廣東的中醫藥

基礎研究、藥物研究和中醫藥產業優勢, 挖掘內地大量著

名的中醫醫生和病例資源, 全方位激發大灣區中醫藥獨特

的衞生健康資源、科技資源、經濟資源、文化資源、生態

資源等各方面潛能, 推動中醫藥科研、人才、產業升級, 著

力打造集藥物研發、學術交流、國際標準化研究為一體的

中醫藥之都。  

 

5.4.1 推動灣區中醫醫聯躰同醫療中心建設  

優化覆蓋大灣區和全生命周期的中醫藥醫療體系、服

務體系和 "醫未病" 預防保健服務體系, 成立大灣區中醫

臨床聯盟, 以特色專科為紐帶組建專科聯盟, 推動港澳中

醫醫療機構和中醫師准入政策, 支持粵港澳醫療機構組建

中醫院醫聯躰和遠程醫療拍檔網, 在大灣區內設置國際水

準的國家級區域中醫醫療中心, 加快香港第一家中醫醫院

建設, 建成匹配大灣區建設發展的高水平中醫醫院群。  

 

5.4.2 實現科研資源共享 

整合粵港澳三地一流高校資源、一流臨床醫療資源、

一流藥企業資源, 一流國際化人才資源, 加強國家中醫藥

臨床研究基地, 國家中醫藥傳統創新項目, 促進產學研合

作, 建設好大灣區中醫藥創新中心和國際傳統醫學臨床指

南研究院, 中醫藥防治免疫疾病國際創新基地、中醫臨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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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承創新中心,、深澳中醫藥創新研究院、澳門科技大學臨

床教研中心, 支持中醫藥從業員參加三地特色課程, 鼓勵

港澳中醫師有機會跟隨內地名中醫學習, 形成中醫藥傳承

創新高地 。 

  

55.4.3 共同推進中醫藥國際化、現代化、標準化  

在WHO指導下, 啟動藥葯典整理工程, 推動 "中藥標

準化和國際化" 嘅發展。 以構建大灣區中醫藥服務圈為

目標, 發揮港澳地緣優勢, 打造中醫藥海外發展 "港澳模

式", 支持互聯網 + 中藥的發展。  

 

5.5 推進大灣區養老一體化, 建設國際一流嘅養老示範

區  

安全快捷的珠三角交通, 四季宜人嘅自然風光, 衕根

同祖嘅鄉風鄉俗, 豐富多彩的人文文化, 溫暖舒適的養老

機構, 吸引到港澳居民開返灣區養老。 大灣區一體化上升

為國家戰略, 為三咁11 市打破區域養老服務壁壘, 實現

養老資源共建共享創造了條件。  

 

5.5.1 統籌規劃大灣區養老產業布局 

支持港澳投資者發展品牌化、連鎖化、規模化高端醫

養樓,與港澳同標準、同服務、同價錢, 促進區域養老資源

共享、激發養老市場活力, 為港澳居民喺廣東養老創造便

利條件。 

  

5.5.2 打造多層次嘅一體化養老共建合作機制 

破除養老服務發展障礙, 建立定期拍檔協商、惠老政

策、養老資源共享機制, 統籌做好 "醫、養、護、康" 好相

關頂層設計, 推進 "智慧+ 養老" 向深度融合, 搭建灣區

統一信息平台。 整合灣區各市嘅養老資源, 因地制宜打造

老年人的醫療康養服務, 宜居城市重點療養服務, 有著豐

富的文化遺產和優美的風景嘅城市, 重點打造適合老年人

的休閑度假養老服務。 

 

5.5.3 統一養老機構管理、養老服務質量標準, 構建養老

服務過程管理及質量監管平台 

統一灣區內從業資質互認、質控體系,建立養老服務隊

伍的培育和管理機制, 包括准入機制 、人力資源評定、專

業能力建設、技能培訓、激勵制度、服務監督等。  

 

5.5.4 推進養老保障普惠體系建設 

 在香港 "長者計劃" 和內地高齡政策基礎上, 制定吸

收三地所有惠老政策, 有灣區特色的更優仲好更貼心的的 

"壽星仔計劃",鼓勵港澳長者到內地養老, 賦予港澳長者在

大灣區城市享有家庭醫生、免費體檢、免費旅遊、免費參

觀、免費搭車、老年大學、高齡幫補等方面同等待遇。 建

立適用範圍由購藥、門診到住院的醫療保障和養老服務幫

補灣區內結算制度。  

 

5.6 強化 "一體化" 防疫, 共享公共衛生資源 

強化 "一體化" 防疫, 共享公共衛生資源多年來, 通

過連續19 次傳染病防治聯蓆會議, 深化傳染病防控合作, 

以統一健康碼為載躰, 強化 "一體化" 防疫思維, 遏制了

疫情擴散蔓延勢頭。 面對新發傳染病威脅, 大灣區要針對

今次新冠肺炎疫情暴露出嚟嘅短板同不足, 健全統一的公

共衞生應急管理體系, 完善重大疫情防控體制機制。  

 

5.6.1 建立聯防聯控機制 

建立統一的大灣區健康碼, 加強疫情研判, 加強病例

管理;對環境整治進行整治, 對密閉場所、大型活動場所等

進行消毒檢測; 對患者同被隔離人員從心理上、物質上、

感情上給予關愛; 動員市民主動參與防控。  

 

5.6.2 建立信息共享機制 

三咁要制定統一的電子健康檔案制度、交換制度和共

享制度, 強化監測預警, 透過人工智能等信息化手段, 完

善公共衞生監測網絡, 第一時間通報信息, 為醫療救治、

科學防控和精準施策提供強有力的信息技術支撐。 

 

5.6.3 建立緊急救治機制 

三方要共享公共衛生區域信息、醫院信息化、互聯網醫

院、智慧醫院等, 積極拓展醫療服務空間, 發揮緊急救援

組織的支撐保障作用, 運用信息化體系, 做好院前準備, 

打造緊急綠色綠道。 

 

5.6.4 建立齊抓共琯機制 

在疫情面前, 三咁都要掃清自家 "門前雪", 守好自己 

"責任田"。 對於邊緣地帶之間的縫隙都唔可以掉以輕心、

失之疏忽。 既保證唔留盲區同死角, 都要方便灣區居民嘅

生活出行。  

 

5.6.5 建立資源協調機制 

大灣區兩城市, 由於天然的地緣原因和經濟社會發展

日漸一體化, 在抗擊疫情中彼此守望、休慼與共。 在中央

統一指揮和部署下, 兩城市 "互通有無", 著眼大灣區嚟統

籌調配資源, 共同應對挑戰, 共同推動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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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6.6 建立救援保障機制 

建立三方聯蓆會議制度, 定期研討、溝通、交流存貯、

調運等相關事宜, 開展需求預測研究, 推動保障嘅資源共

享和供需銜接。 在政府普惠未及區域, 積極激發三方企業

嘅責任感, 保障居民最基本的生活保障, 同時在社區志願

幫扶、心理諮詢、科學知識宣傳, 城市公共交通停緊運嘅

情況下接送醫護人員、幫扶其他急難同特睏民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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