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每當提及內地看病的情
況，大家總離不開看病難的
印象，這與內地病人傾向不
理大小病，總愛到醫院看病

有關，以致醫院不勝負荷，常見的場景是
，一號難求、通宵排隊，三甲醫院病人越
治越多、人滿為患，而分級診療則是解決
看病難的良方。李家聰接受大公報專訪時
表示，香港約七成門診是在民營機構解決
，但內地一年問診次數高達約78億次，當
中約34億次在醫院處理，這是十分恐怖的
事，亦解釋到為何內地醫院經常 「迫爆」
。 「我相信不是內地人特別愛去醫院迫，
只是當局過去太集中在專科，忽略了社區
醫療的培訓和發展。」

問診詳細貼心深受歡迎
李家聰指，香港市民一般身體不適，

通常會先到全科醫生作診治，有需要時才
轉介至專科，但內地情況則相反，內地居
民喜歡直接到醫院，根據醫院資料介紹，
尋找些專家或教授看病，但其實病人自己
亦不知道是否找對科目，這對病人也不是
理想的做法，也可能浪費了醫生的時間。

同時，中央亦發覺問題嚴重，故加快
培養大批合格的全科醫生，國辦印發《關
於改革完善全科醫生培養與使用激勵機制
的意見》，提出培養全科醫生隊伍的具體
目標——到2030年，全科醫生達到70萬人
，城鄉每萬居民擁有5名合格全科醫生。

李家聰認為，在國家力推分級診療下
，全科醫療業務大有可為，故集團去年起
與廣東的地方政府合作，在社區衛生服務
中心設立家庭醫生工作室，由參加聯合醫
務金牌家庭醫生培訓項目的醫生，為當地
居民提供港式家庭醫生服務，而這些服務

受到居民的肯定。 「香港醫生強調保障病
人私隱，問診詳細又貼心，故深受內地病
人歡迎。舉例說，集團有一位派駐上海的
醫生，每年門診量都一倍增長，證明對香
港醫生有信心，而經金牌家庭醫生培訓項
目的內地醫生，亦能提供相同水準的服務
，讓更多內地居民享受優質醫療服務。」

認同基層醫療 多地邀合作
談及未來在大灣區發展大計，他表示

，集團已在大灣區的內地城市之社區衛生
服務中心開立了6間家庭醫生工作室，未來
擴展速度，則要視乎內地政府的要求，並
透露每天都收到地方政府的邀請開診，但
肯定未來一年，在大灣區內地城市至少增
到12間。 「現時大灣區內地九城市，有
2200多個政府診所、社區衛生服務中心，
這是一個好大的市場，未來進度要視乎內
地政府要開多少及有多少我們認可的醫生
。」李家聰強調，內地政府認同聯合醫務
很懂得做基層醫療，故很多地方政府都邀
請到當地合作，加上集團看好大灣區前景
，料未來在大灣區肯定會有一番作為。

成功秘訣 須接地氣
被問在大灣區發展有何成功秘訣，李

家聰認為，要成功在大灣區佔一席位，必
須接地氣，了解當地人的想法， 「如果係
男仔，當然是第一時間去東莞識個女朋友
，可以知道東莞人的想法，或者聘請熟悉
當地情況的人代勞，在當地經營半年至一
年，讓當地人了解你公司做乜。林順潮任
主席的希瑪眼科（03309）做法就好接地氣
，在內地開眼科醫院，聘請當地醫生，又
打通醫保，最重要是教識下一代醫生如何
診症，真係做得好好。」

為解決看病難問題，國家推出分級診療制度，及加速培訓更多
全科醫生。有見及此，聯合醫務（00722）與廣東省地方政府合作
，在社區衛生服務中心設立家庭醫生工作室，由參加聯合醫務金牌
家庭醫生培訓項目者，提供港式家庭醫生服務。聯合醫務執行董事
李家聰表示，內地對港式醫療服務反應甚佳，加上看好粵港澳大灣
區，料未來一年集團在大灣區內地九城市社區衛生服務中心的家庭
醫生工作室數目，將由現時的6家增加至少一倍，而今年金牌家庭
醫生培訓項目將培訓百名內地醫生，明年更增至300名。

看好灣區 聯合醫務：家庭醫生工作室勢增倍
國策力推分級診療 全科醫療大有可為

【大公報訊】記者李永青報道：近
年中央力推分級診療，因而對全科醫生
的需求急速上升，截至2018年底，全國
經培訓合格的全科醫生達30.9萬人，但
國家的目標要在2030年達70萬人，有關
培訓刻不容緩。因此，聯合醫務看好這
個市場商機巨大，推出獲英國皇家家庭
醫學會認證的金牌家庭醫生培訓課程，
課程為期三年，借鑒香港及國際的家庭
醫學培訓課程體系及考核方式，力爭使
學員水準達至國際認可標準，並為國家
培訓更多出色的全科醫生。

課程創辦人龔敬樂醫生指出，中國
在開展家庭醫學培訓方面已經走了很遠

的道路，許多城市已開展了為期3年的職
業培訓計劃，當中包括理論、醫院培訓
和社區培訓。例如：學員在職業培訓期
間獨立實踐和作出重要臨床決策的機會
有限，令他們在完成培訓後即使遇到一
些稍難的臨床問題也不太懂得處理，而
後期深造的培訓課程主要是以理論為基
礎，通常由醫院專家領導，難以避免缺
乏基於社區的相關性和實用性。

龔敬樂表示，金牌培訓內容為在內
地工作的醫護人員量身定製，其中包括
國際性循證醫學的基層醫療知識，並由
具有家庭醫學經驗和實踐經驗的醫護人
員提供培訓，相信只有通過互動教學、

根據需求制訂工作坊，及定期評估學習
進度，才能不斷激勵醫護人員持續學習
，使得培訓課程更有效、實用。同時，
金牌培訓課程的教學材料有機融合了
UpToDate，及BMJ Learning兩大醫療資
訊平台，通過將知識本地化，持續為臨
床醫生提供國際前沿且適合本地的循證
醫學知識。

再者，課程導師陣容強勁，包括：
世界家庭醫生組織主席李國棟、香港大
學家庭醫學榮譽臨床助理教授、聯合醫
務首席培訓官兼首席醫療總監龔敬樂；
聯合醫務（上海）首席醫療總監唐德彰
等星級導師負責，令質素有保證。

推金牌培訓 為內地醫護者量身定製

無懼貿戰 資助房單日四破頂
【大公報訊】記者梁穎賢報道：中美貿易戰火

重燃無阻私樓二手屢創新高，資助房屋單日四破
頂，青衣公屋長安邨安潮樓一伙爆上4球青衣稱王
，呎價撲8300元料貴絕新界；屯門富健花園自由
市場價每呎近1.23萬元創屋苑新高等。另信置（
00083）旗下大埔白石角逸瓏灣8一伙特色戶剛沽
逾1783萬元，呎價近2.2萬元，創項目同類新高。

安潮樓爆上4球 青衣稱王
資助房屋單日四破頂。利嘉閣首席聯席市務

董事彭錦添指，青衣長安邨安潮樓高層16室，剛
沽400萬元，為屋苑綠表首度爆上4字頭，實用面
積485方呎，3房間隔，呎價8247元。資料顯示，
是次成交價僅次沙田顯徑邨顯運樓中層3室，去年
綠表價405萬元，呎價7155元。而呎價則打破同由
顯徑邨保持的7873元，料貴絕新界。長安邨安泊
樓高層24室，早前以自由市場價550萬元易手，為

青衣公屋樓價首次升穿五球，實用呎價12415元，
屋苑無論白表或綠表也稱霸青衣。

祥益地產分行經理林英傑表示，富健花園屬
屯門樓齡較年輕的居屋屋苑之一，受上車客捧場
，新近9座高層K室，實用面積431方呎，兩房間隔
，原開價550萬，獲同屋苑分支家庭客議價20萬，
以530萬（自由市場價）購入，呎價12297元，破
盡屋苑呎價新高紀錄。買家肯高價追入，純希望
與同住的家人方便照應。資料顯示，屋苑對上呎
價新高紀錄為去年8月的11137元，意味屋苑9個月
賣貴1成。

廣明苑一室590萬沽見新高
世紀21物業將軍澳廣場分行經理魏仕良指，

將軍澳廣明苑廣盈閣E座中層1室，實用646方呎，
向西南望內園景，有企理裝修。業主去年11月放
盤叫價610萬，獲區外綠表客以590萬承接，創屋

苑居二市場成交新高價。原業主1998年4月以約
122.4萬元購入，帳面賺467.6萬或近4.2倍。

祥益地產分行經理黃文樂表示，屯門公屋建
生邨樂生樓高層15室，實用面積598方呎，3房間
隔，由綠表客議價44萬元以356萬元（未補地價）
購入，減價後仍創屋苑新高，呎價5953元。成交
價較去年紀錄價323萬元升1成。

逸瓏灣8特色戶賣1783萬
月初三盤激戰過後無盤為繼，成交量回復平

淡，惟造價屢見新高。信置旗下大埔白石角逸瓏
灣8，第1座地下D室連花園特色戶，實用面積823
方呎，花園面積403方呎，剛以1783.23萬元沽出，
呎價21667元，創項目同類單位新高紀錄。呎價僅
次於項目的3B座頂層B室，實用面積1038方呎連
平台特色戶，早前以2325萬元售出，創呎價22399
元的新高紀錄。

柏傲灣售36車位套現8740萬

北上置業趨增 時代中國攜V+拓灣區商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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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想在內地發展有所成，必須跟着
政策走，懂得順勢而行。聯合醫務（
00722）便是一個好例子，看準國家力推
分級診療，對全科醫療需求大增及急需
培訓大量全科醫生，便與地方政府合作
，在社區衛生服務中心設立家庭醫生工
作室，提供優質的港式家庭醫生服務，
又推出獲英國皇家家庭醫學會認證的金

牌家庭醫生培訓課程，令集團藉着政策
東風在內地市場迅速發展。

國家推動分級診療，將令全科醫療
工作更受重視，亦極具發展潛力，但內
地病患一般對基層診所信心不足，相反
對香港醫療信心較大，聯合醫務便看準
這個機遇，在社區衛生服務中心設立家
庭醫生工作室，由受過金牌家庭醫生培
訓課程者主診，由於診症較貼心及私隱
度高，在當地獲得好評，吸引更多地方
政府主動邀請集團到當地開診，亦快速
增加了聯合醫務在內地的知名度。

從聯合醫務的例子來看，開拓內地

市場必須做到知己知彼，要了解內地政
策走向，明白內地市場需求何在，並知
道自己能如何協助當地盡快達到政策目
標。

再以聯合醫務的金牌家庭醫生培訓
課程為例，正好是朝着解決內地全科醫
生不足的方向而走，故各地政府都樂意
推薦醫生參加課程。

另一方面，進軍內地市場，必須做
到接地氣，不要凡事堅持香港慣用的一
套做法，否則一定自討苦吃，而最好還
是請信得過的內地友人幫忙，協助了解
市場。

藉政策東風之餘還要懂市場

新 聞 分 析
大公報記者 李永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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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合醫務首席培訓官兼首席醫療總監龔敬樂醫生（左三）、聯合醫務執行董事李家
聰（左五）、世界家庭醫生組織CEO Dr. Garth Manning（左六）、世界家庭醫生
組織前任主席Prof. Richard G Roberts（右五）、聯合醫務醫療事務主管（深圳）
陳慶奇醫生（右四），在番禺區橋南街社區衛生服務中心前合照

受訪者提供

▲聯合醫務執行董事李家聰指出，
集團看好大灣區前景，料未來在大
灣區肯定會有一番作為

▲屯門富健花園以自由市場價每呎近1.23萬元
創屋苑新高

【大公報訊】記者趙建強
報道：港人北上置業越來越多
，加上內地政府推出大灣區綱
要，吸引港人在大灣區發展，
因此香港V+物業聯展中心與時
代中國（01233）簽署合作協議
，V+將在港推售時代中國旗下
大灣區項目。時代中國集團行
銷管理中心總經理何彬表示，
今年2月大灣區綱要公布前後，
港人對灣區置業關注度明顯上
升，相信此次合作可以吸引更
多港人在區內置業。

何彬表示，目前時代中國
在大灣區有過百個發展項目，
在港人有興趣在大灣區置業下
，與 「V+」合作，相信可以滿
足港人的需求。而目前公司在
售項目逾40個，何彬稱會尋找
一些較受市場關注、追捧的城
市來港推售，如一直都較多港
人置業的佛山、受惠港珠澳大
橋通車的珠海等。何彬強調，
在港推售的項目售價會與內地
訂價一樣，而部分新盤也會與
內地同步推售，而公司也會透
過 「V+」安排買樓團到項目參
觀，相信可方便港人買家買到
最新推出的項目。

何彬表示，近期集團旗下
新盤中，香港買家有上升趨勢

，其中集團南沙項目，港人佔
比超過5%，而隨着港珠澳大橋
通車，拉近了香港與珠海之間
的距離，使珠海港人買家比例
也在上升，他估計，去年年底
至今，港人買家增幅達20%，其
中大灣區綱要公布前後的查詢
更特別多。他料港人在灣區置
業佔比穩步上升。對於限購政
策，何彬相信大灣區對港人的
政策會逐步開放，並會逐步降
低門檻，以便利兩地居民。

【大公報訊】記者梁穎賢報道：昨日缺乏焦
點新盤，只有新地（00016）貨尾盤的元朗Napoli
推售144伙屬較大規模銷售，該盤周初新增6%現
金回贈變相減價，據市場消息指沽約20伙。

此外，新世界（00017）旗下荃灣柏傲灣昨
日發售36個住客車位，據悉售價介乎230萬元至
270萬元。消息指，36個車位已全部獲認購，單

日套現8740萬元。項目由開售至今，累售110個
住客車位，共套現2.7億元。全盤尚餘4車位及4個
住宅單位。另同系北角柏蔚山昨日沽出一伙一房
戶單位，單位為3座20樓D室，實用面積548方呎
，成交價1576.2萬元，呎價28763元。項目由開售
至今，累售535伙，佔可售單位近9成，套現近
126億元。

▲時代中國集團行銷管理中心
總經理何彬（右），與V+物
業聯展展覽中心香港區總經理
梁曉文（左）簽署合作協議

大公報記者趙建強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