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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務院：促經濟回穩向上 保交通物流通暢

要聞

【大公報訊】據央視
新聞報道：中國國務院總
理李克強21日主持召開國
責任編輯：嚴允通
務院常務會議，聽取國務
美術編輯：邱斌玲
院第九次大督查情況匯
報，要求狠抓政策落實，
推動經濟回穩向上；確定
深入推進 「一件事一次辦」 改革，為企業和群眾增
便利；確定強化交通物流保通保暢和支持相關市場
主體紓困政策，支撐經濟平穩運行；通過《中華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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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共和國行政復議法（修訂草案）》。
會議指出，圍繞落實黨中央、國務院部署，近
期國務院對部分地區開展大督查。着力督導檢查穩
經濟保民生，推動解決一批地方實際困難。下一步
要將問題轉地方和部門整改。各穩住經濟大盤督導
和服務工作組要與督查整改銜接，協調解決問題，
重點推進支持基礎設施建設、設備更新改造等擴投
資促消費政策落實。各地要扛起穩經濟保民生責
任，經濟大省要挑大樑，共同鞏固經濟企穩基礎、
促進回穩向上。

會議指出，交通物流是市場經濟命脈，要保通
保暢並強化支持。一是保障港口、貨站等正常運轉
和主幹道、微循環暢通，防止 「層層加碼」 「一刀
切」 。二是在第四季度，將收費公路貨車通行費減
免10%，對收費公路經營主體給予定向金融政策支
持，適當降低融資成本。三是第四季度政府定價貨
物港務費降低20%。

李克強同日本經濟界代表對話
22日下午，國務院總理李克強在中南海紫光閣

同日本經濟界代表舉行高級別視頻對話會。日本經
團聯、日中經濟協會、日中投資促進機構負責人以
及日本經濟界代表出席。李克強同他們就中日關係
以及經貿合作、應對全球經濟金融挑戰、氣候變
化、老齡化等廣泛議題對話交流。李克強表示，再
過幾天將迎來中日邦交正常化50周年。中日互為重
要近鄰，分別是世界第二、第三大經濟體。保持兩
國關係健康穩定發展符合雙方利益，有利於兩國人
民的福祉，也有利於地區乃至世界的和平、穩定與
發展。



深圳首推國際版
醫院評審標準
將在灣區及全國推廣 方便患者刷國際醫保

制度創新

月 日，深圳市政府發布了獲得國際醫療質量協會外部評審會
（
） 權 威 認 證 的 《 醫 院 質 量 國 際 認 證 標 準 （ 2021
版）》
EEA
ISQua
（下稱 國際標準（ 2021
版） ），成為內地首個經國際認證的醫院
評審標準，將在粵港澳大灣區乃至整個內地推廣應用，方便國際保險
客戶在中國內地 刷醫保 。據透露，港澳醫療機構也將盡快啟動該
標準的認證評審工作，助推灣區醫療同質化和跨境醫療服務規則銜
接。
大公報記者 郭若溪深圳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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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發布的《醫院質
量國際認證標準（2021
版）》。
大公報記者郭若溪攝

港人
心聲

郭先生（深圳）：
提升質量
•「國際標準」會更注重醫患關
係的建立，而使用同一個國際
認證標準通過的醫院，它的醫
療質量應該是跟國際水平一
樣的，相信今後內地會有更多
醫院向着這個方向改進。

深圳市衞健醫院評審評價研究中心
理事長徐小平當天在發布會上介紹，
「國際標準（2021版）」 融貫中西，是
「三甲」 標準的升級以及與國際標準的
融合。標準分為3章（醫院功能與任
務、醫療服務與質量安全、醫院管理與
運營），共186款評價條目，每款評價
結果分為5個等級（優秀、良好、達
標、不達標和不適），每四年評審一
次，強調持續改進。

Q&A

Q
A

「國際版」內容只增不減
「國際標準（2021版）」 的優勢體
現在質量安全精益化、風險管理全局
化、職業安全體系化、人文關懷細緻
化、醫患關係坦誠化。以風險管理全局
化為例， 「國際標準（2021版）」 不僅
強調醫療風險，還關注非醫療的設施、
財務等風險管理。 「我們將 『三甲』 標
準與國際標準融合，且更廣泛、更深
入、更細緻，標準只增不減，內容更加
提高。」 徐小平說。
隨着國際交流日益頻繁，越來越多
中國居民或境外人士需要使用其購買的
國際商業保險在內地就醫，很多醫療機
構為得到國際商業保險機構認可，往往
需要逐家與國際保險公司談判、簽約。
為加強醫療質量管理，不少醫院會參加
美國JCI、澳洲ACHS（澳洲醫療服務標
準委員會）等國際認證。目前，內地共
有100家醫院通過美國JCI認證，其中公
立醫院49家。
徐小平受訪時表示，過去香港、澳
門是通過ACHS國際認證，現在 「國際
標準（2021版）」 發布後，不僅將有利
於高水平醫療機構使用 「國產標準」 融
入國際，尤其是直接獲得國際商業保險
機構的認可，使購買了國際保險的客戶
可直接使用商業醫保看病。
同時，隨着粵港澳大灣區的融合發
展，港澳和醫療跨境銜接已成為一個緊

▲9月22日，深圳發布內地首個 「國際版」 醫院評審標準，方便國際保險客戶 「刷醫
保」 。圖為港大深圳醫院香港醫管局在粵患者候診專區。
大公報記者郭若溪攝

四公立醫院計劃「嘗頭啖湯」

▲香港特別行政區醫務衞生局局長盧寵
茂線上致辭。
大公報記者郭若溪攝

迫的需求， 「國際標準（2021版）」 可
在包括港澳醫院在內的大灣區醫療機構
推廣應用，推進大灣區醫療同質化和跨
境醫療服務規則銜接。 「港澳醫療機構
也可以通過這個標準進一步沿着 『一帶
一路』 沿線國家走向國際，讓我們整個
中國的標準得到國際認可。」 徐小平
說。

目前，深圳已有南方醫科大學深圳
醫院、香港大學深圳醫院、華中科技大
學協和深圳醫院、深圳市龍華區人民醫
院4家公立醫院計劃 「嘗頭啖湯」 ，在
近期率先參加評審。徐小平受訪時表
示，香港、澳門也已計劃推動港澳兩地
公立及私立醫院通過該認證評審，屆時
粵港澳大灣區九個城市的醫療質量將有
望實現同質化、一體化。
香港醫務衞生局局長盧寵茂在發布
會線上致辭，他表示， 「醫院評審認證
對醫療質量及安全標準至為重要，亦是
國際醫療保險認可支付依據。香港特區
政府醫務衞生局支持香港醫院管理局與
各私家醫院積極參與新建立的醫院質量
國際認證標準，加快融入健康灣區，更
要以香港作為窗口向國際示範新標
準。」

有這標準 看病更方便更有信心

「希望北上廣等內
地城市，有更多的 『三
特 稿 甲』 醫院能取得這個國
際認證，我們港人就診
也就更加方便了。」 長期在深圳工作
生活的港人孫先生，患有高血壓等慢
性病，需要長期服藥，一直以來他看
病都首選港大深圳醫院。因持有國際
高端醫療保險卡，他可以在港大深圳
醫院IMC（國際診療中心）就診時使
用，無需再繳費，醫院會直接與保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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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結算。
孫先生告訴記者，早年在港大深圳
醫院看病時，都是自費，因此時常要回
香港治療。自從該醫院取得ACHS的國
際認證後，就能使用國際商業保險了，
免去了不少奔波之苦。 「如今，深圳的
這個 『國產標準』 獲得了國際商業保險
機構的認可，以後在有該標準認證的醫
院看病就能直接使用了，這對購買了國
際商業保險的患者來說是個好消息。」
經常往返深穗兩地工作的港人魏先
生在廣州購買了內地醫療保險，平時
看病主要刷內地醫保，不能報銷

的部分唯有自費，他希望廣州早日能有
「三甲」 公立醫院獲得這一認證， 「有
了這個標準，我們在內地看病就更方便
更有信心了。」

Q
A

Q
A

粵港澳醫院
評審評價標準銜接
為什麼需要銜接？

港澳居民若購買國際商業保
險，無法在內地醫院報銷費用。原
因是很多境外保險公司未認可內地
「三甲」 等醫院的評審標準。

主流認證有哪些？
目前被國際保險公司認可的國
際主流醫院認證體系主要有美國的
JCI、澳洲的ACHS。

推進情況如何？
2020年12月，深圳市衞健委委
託香港大學深圳醫院註冊成立獨立
非營利性第三方評審機構 「深圳市
衞健醫院評審評價研究中心」 ，在
國家衞健委《三級醫院評審標準
（2020 年 版 ） 》 基 礎 上 ， 參 考 世
衞、美國JCI、澳洲ACHS等國際標
準， 「標準只升不降，內容只增不
減」 ，編製出《醫院質量國際認證
標準（2021版）》。

評審過程怎樣走？
有關標準會提交給國際醫療質
量 協 會 （ISQua） 申 請 認 證 ， 與
JCI、ACHS一樣獲得國際認可後，
再逐步在深圳的公立醫院先行先試
開展評審，並進一步推廣至粵港澳
大灣區的公立醫院。

採循環認證 4年一周期
「今天是個里程碑，我們都很興奮
能成功推動這個國際標準正式實施。」
香港大學深圳醫院副院長李詠梅表示，
「國際標準（2021版）」 將採用循環認
證，以每4年為一個周期，持續進行評
估，以確保醫療機構的質量和安全不斷
得到改進。
大公報記者 郭若溪
資料來源：深圳市衞生健康委員會

孫先生（深圳）：
便利報銷

魏先生（廣州）：
支持認證

大公報記者郭若溪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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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入選亞洲

•希望廣州早日能有「三甲」公
立醫院獲得「國際標準」認證，
有了這個標準，我們在內地看
病就更方便更有信心了。

《大公報》連續16年入選亞洲品牌500強
《
▲大 公 報 》 連 續
品牌 500
強。

•深圳的「國產標準」獲得國際
商業保險機構的認可，以後在
有該標準認證的醫院看病就
能直接使用了，這對購買了國
際商業保險的患者來說是個
好消息。

【大公報訊】記者倪夢璟上海報道：
2022年《亞洲品牌500強》排行榜22日在
滬發布，今年共有214個中國（包括港澳
台）品牌入選榜單，中國依舊是上榜品牌
數量最多的國家。

專家：拓展融媒 品牌價值看漲
值得注意的是，《大公報》憑藉着優
秀的品牌影響力再度上榜，這已是《大公
報》連續16年登上該榜單，且排名以及影

響力不斷提升。
在接受記者採訪時，世界經理人集團
行政總裁、世界品牌實驗室專家組成員袁
浩東表示，《大公報》具有全媒體的優勢
和品牌影響， 「《大公報》的歷史性和權
威性使得大公報本身就是一個金字招牌，
隨着大灣區不斷融合，以及《大公報》進
一步拓展融媒體平台，我們相信《大公
報》的品牌價值還會有很大的成長空
間。」

據介紹，今年的榜單囊括了來自20個
國家和地區的品牌，中國內地憑藉170個
品牌領先於其他國家和地區，中國香港則
有19個品牌上榜，佔比為3.8%。上榜的
香港品牌中，傳媒行業的品牌數量最多，
有5家入選，其他行業入選數量分布較為
平均。袁浩東表示，隨着粵港澳大灣區建
設等利好因素推動，香港品牌有望迎來新
的發展機遇，他建議香港品牌未來在創新
方面進行更多舉措，促進品牌持續發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