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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 1 月通過撥款逾 143 億元，為河套區進行平
整、道路、渠務、消防等基建。2 月初，財委會再
通過 181 億元撥款，作為創科園首批樓宇建設及早
期營運資金，預計 2024 至 2027 年分批落成。
河套港深科創區曾經蹉跎歲月的事實已經無法
改變，唯有痛定思痛，想盡辦法追回失去的時
間。其中一個重要的方面，是特區政府要改變工
作作風和精簡規劃建設程序。一要先定立河套區
發展的明確目標，才能檢視相關建設的進度；二
要制定時間表和路線圖，將總體目標分解後嚴格
抓落實，不能總是流於一些「加快速度」、「全
力推進」的虛話、套話；三是在規劃和建設上需
要跨部門協調，不能讓不同部門各自為政、給互
相推諉留下空間。
事實上，在港深兩地政府 2017 年簽署的備忘錄
中，十分強調雙方「共同開發、共享成果」，但
觀乎幾年下來的發展，仍是「你做你的、我做我
的」，談不上共同開發和推動。特區政府要改變
固有思維，勇於打破、彌合雙方在制度上、文化
上的差異。一方面善用深圳的資源優勢加快建設
速度，有一些項目可外包給深圳方面建設；另一
方面要學習深圳的創新機制和「大幹快上」的做
事作風，例如福田區是如何舉全區之力加快建設
河套深圳園區，如何組建百人專班，建立「每日
一匯總、每周一調度」的工作機制，才能不斷取
得進展和成效。
特首林鄭月娥在新一份施政報告中再「加
碼」，將河套地區的港深創科園和落馬洲/新田一
帶地方整合為「新田科技城」，施政報告形容為
「勢必成為推動大灣區國際科技創新中心建設的
重要引擎」。遠大的目標令人振奮，接下來就看
能否坐言起行、快跑猛進，以創新工作的「組合
拳」切實追上「深圳速度」。

WEN WEI EDITORIAL

河套深港科技創新合作區科創園區昨日正式開
園，現場 18 個重大科研項目平台集中簽約、啟動
入駐。港深兩地共同推進的河套創新及科技園，
深圳方面的園區已開園，但香港方面的園區卻仍
是一片荒蕪，兩相對比，令人歎息香港發展速度
為何如此緩慢。面對時不我待的發展大勢，特區
政府要查找問題癥結，積極轉變觀念和作風，找
出破解辦法，包括加強跨部門統籌，馬上盡一切
努力壓縮規劃發展程序，形成創新工作的「組合
拳」，才能追上「深圳速度」的步伐，讓「雙城
三圈」逐步成為現實。
河套港深科創合作區共有三個園區，分別是最
早提出的佔地 0.87 平方公里的港方園區，以及佔
地 1.67 和 1.35 平方公里的深圳方兩個園區。河套
發展可追溯至十多年前，前特首曾蔭權 2007 年施
政報告中已將河套區發展列入十大建設計劃。翌
年展開策略研究，一研究就是 6 年，到 2014 年完
成，特區政府隨後於 2015 年成立創科局，定調發
展創新科技園。2017 年 1 月 3 日，港深兩地政府
簽署了合作備忘錄，確定共同發展創科合作園
區。備忘錄簽署後幾年，深方園區建設已頗具規
模，但港方園區卻仍是爛地一塊，令人唏噓。不
少有識之士分析，箇中原因是多方面的。
首先是香港方面多年未扭轉對邊境發展的過時
觀念。改革開放以來，深圳一直將緊鄰香港的地區
視為港深合作的戰略性區域；而回歸前港英當局將
邊境視作「禁區」，香港雖在十多年前將禁區範圍
縮減至 400 公頃，但仍有 13 條村落市民進出還要申
請「禁區紙」。其次，香港長期受攬炒派「去內地
化」和泛政治化操弄的拖累，政府開發包括河套在
內的邊境地區的努力，難免舉步維艱、難有寸進。
只有在香港社會重回發展正軌、行政立法關係正常
之後，河套區發展的速度才見加快，立法會財委會

社評

以創新工作「組合拳」追上「深圳速度」

發揮香港優勢服務外貿新格局新業態
第 130 屆中國進出口商品交易會暨珠
江國際貿易論壇昨日開幕。今年適逢中
國加入世貿組織 20 周年，中國成功舉
辦疫情下全球規模最大的實體展會，呈
現中國經濟強勁韌性和巨大活力，向世
界傳遞中國將帶領世界經濟穩定增長的
堅強信心，表明中國堅定推進改革開放
的決心。本屆廣交會，首次以國內國際
雙循環為主題，首次實行線上線下融合
辦展新模式，凸顯國際外貿發展新趨
勢、新格局、新業態，香港作為國際貿
易中心，要因應國際外貿格局和外貿模
式的變化，發揮香港貿易融資、信用體
系和法治完善等優勢，服務「雙循環」
貿易格局，在全球貿易數字化大潮中創
造香港新優勢。
中國進出口商品交易會，是國家歷史
最長、規模最大、商品種類最齊全、到
會採購商最多的綜合性國際貿易盛會，
被譽為中國外貿的「晴雨表」和「風向
標」。國務院總理李克強昨日發表的主
旨演講，傳遞了中國發展在改革中推
進、在開放中前行、中國將繼續攀登改
革開放新高地的強烈信號。
中國的發展為世界各國帶來發展機
遇。中國切實履行入世承諾，目前關稅
總水平已降至 7.4%，低於絕大多數發
展中國家。中國進一步壓縮外資准入負
面清單，實現自貿試驗區負面清單製造
業條目清零，持續放寬服務業准入，通
過持續打造市場化、法治化、國際化營
商環境，讓中國成為外商投資「沃
土」。中國去年進口佔全球份額提高到

11.5%，今年前三個季度，內地外貿進
出口總額 28.33 萬億元人民幣，同比增
長 22.7%。本屆廣交會在疫情下成功舉
辦，顯示中國作為世界經濟增長發動機
的動力強勁，為世界經濟復甦傳遞信
心。
此次廣交會集中展現世界外貿新格
局、新業態的最新發展變化，成為服務
構建國內國際雙循環發展格局的重要平
台，服務外貿企業既開拓國際市場，也
開拓內地市場；同時，線上線下融合辦
展成為廣交會未來的新常態、大場景，
令廣交會成為服務外貿創新發展的重要
高地。國家將加快推動外貿創新發展，
年底前增設一批跨境電商綜合試驗區，
在廣東等地實現全省覆蓋，並將加快發
展海外倉等新業態，推動建設海外智能
物流平台，加強貿易數字化國際合作，
在粵港澳大灣區等區域打造一批全球貿
易數據化領航區。
香港作為國際貿易中心，如何因應國
際貿易格局的新變化、因應全球貿易數
字化的新業態，發揮優勢強化競爭力，
是挑戰也是機遇。香港一方面要發揮貿
易融資、信用體系及法治完善等優勢，
全面對接國家雙循環新發展格局，服務
國家開拓「一帶一路」市場，並服務內
地內需發展；另一方面要把握國家發展
跨境電商、海外倉、海外智能物流平台
等機遇，融入粵港澳大灣區貿易格局，
加快貿易數字化轉型步伐，在服務國家
所需中，創造香港國際貿易中心的新輝
煌。

醫生杳蹤半日 江迅疑失救離世
家屬質疑對病患掉以輕心 病人組織促紓「醫生荒」
資深傳媒人、《亞洲週刊》副總編輯江迅前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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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日）在仁濟醫院離世，享年 74 歲。江迅遺孀
昨日向香港文匯報出示丈夫臨終前 24 小時的對話
紀錄，顯示江迅入院後承受「痛不欲生」的苦楚，
向醫護求助不果，遂透過通訊程式向家人求救，但

在新冠肺炎疫情下家屬探訪被拒諸門外，江迅受痛楚折騰逾 24 小時後撒
手人寰。江太質疑，主診醫生在颱風前「失蹤」12 小時，院方對病人病
情急轉直下置若罔聞。香港機構醫生協會主席黃耀明表示，前線人手不
足，醫護忙得「一頭煙」，有可能對病人病情惡化掉以輕心；關注病人權
益的社區組織協會幹事彭鴻昌指出，近年年資深的醫生流失嚴重，颱風下

▲江迅前日於仁濟醫院離
世。

的駐院醫生多數經驗不足，易出現失誤，引入非本地培訓醫生刻不容緩。
●香港文匯報記者 文森

日）晚 10 時 30 分因發燒
江迅本周日（10
及身體抽搐，到仁濟醫院急症室求診，

家屬多次按門鐘不獲正視

彭鴻昌：長遠培訓更多本地醫生

由於新冠疫情關係，江太未能進入病房探
望，只趕到病房外心急如焚地守候。江迅曾
透過文字向妻子求助，表示劇痛超過 24 小
時沒有得到緩解，家屬遂多次在門外按門
鐘，提醒醫護施救，但不獲正視。
江迅的病情其後急轉直下。根據江迅與妻子
最後的通訊記錄顯示，江迅已未能再打字溝
通，改以程式的語音功能聯繫，收到的語音盡
是他在病榻上痛苦的叫聲。前日（13日）凌
晨1時許，更因呼吸困難需要插喉，直至當日
早上 8 時許病情進一步惡化被送入深切治療
部，但同日下午2時07分不治。
江太質疑丈夫離世前承受痛楚逾 24 個小
時，惟無人理會，她說：「聽同房病人說，
病人提出的訴求，醫生根本不予理睬。」她
質疑，醫院延誤丈夫診治，主診醫生也一直
未有現身交代丈夫的死因。

彭鴻昌亦對香港文匯報表示，公立醫院一
直人手不足，而高級醫生及顧問醫生流失嚴
重，駐院的多為缺乏經驗的初級醫生，「醫
生雖已接受培訓，本身有一定能力，但經驗
或者不夠，在臨床診治時，判斷病情或有不
足，又未有向上級醫生查詢，具經驗的高級
醫生應該指引初級醫生，惟人手不足下，督
導的時間減少，便有機會出事。」
他贊成要引入非本地培訓醫生，除要有專科
資格的醫生外，亦要引入正接受專科培訓的醫
生，以及通過考核的海外醫學院畢業生，補充
各級人手，長遠要培訓更多本地醫生。
仁濟醫院發言人回覆香港文匯報查詢表
示，院方對今次事件感到十分難過，有關個
案已轉介死因裁判官跟進，醫院謹向病人家
屬致以深切慰問，將安排醫護團隊向家屬詳
細講解救治病人情況及提供所需協助，並已
安排今日與病人家屬會面，詳細解釋事件，
但未有家屬同意，難公開事件詳情。

黃耀明：疑病房護士警覺不足

江迅離世經過
10月 10日
●晚上 10 時 30 分：因發燒及顫抖等病
徵，到仁濟醫院急症室求醫

10月 11日
●下午 2 時 30 分：醫院通知家屬江迅可出
院
●晚上 11 時許：江迅再發病，有發燒、顫
抖、疼痛症狀，第二次送入仁濟醫院

10月 12日
●凌晨 2 時許：江迅以手機程式與妻子溝
通，表示極為難受兼感到痛不欲生
●上午約 11 時 30 分：江迅承受全身痛楚
12 個小時後，主診醫生才到病房了解，
其間未有作出治療
●下午約 1 時：主診醫生致電江迅妻子，
只表示江迅呼吸有問題及尿血，有待檢
查，未回應病人疼痛原因

10月 13日
●早上 8 時許：江迅病情急轉直下，被送
往深切治療部
●下午2時07分：救治無效去世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文森

駐院醫生未為意 病人膽管手術後亡

留院不足12小時後，院方於周一下午要求他
出院。同日晚上11時30分，江迅再次高燒及
抽搐，更全身出現疼痛，遂召救護車再送往
仁濟醫院治理，但入院後全身劇痛未減。
江太昨日在接受香港文匯報訪問時表示，丈
夫有心臟病史，第二次入院後，病情不但未有
改善，承受12小時疼痛煎熬後，主診醫生才
「現身」，但以未能確定病因為由拒絕開藥，
任由江迅病情惡化。江太向香港文匯報提供與
丈夫的手機對話記錄顯示，江迅早於周二（12
日）凌晨2時許已向妻子表示從未感到如此難
受，直言其疼痛令他「痛不欲生」，後來在上
午10時左右投訴道：「已過了10小時，但醫
生仍未出現」，其間他一直滴水未沾。

本身是公立醫院醫生的黃耀明接受香港文匯
報訪問時直言，主診醫生要半日後才出現的情
況十分罕見，懷疑事件或與病房的護士警覺性
不足有關，「疫情下家人不能在病房內陪伴，
醫護工作情況透明度降低，可能是護士見他
（江迅）之前的維生指數理想而掉以輕心，或
醫生已經處方過止痛藥，護士估計情況隨藥效
發作有改善，沒有及時找醫生處理。」
他直言，公立醫院前線醫護人手不足，是
令他們警覺性降低的原因之一，批評醫管局
管理層一直未有正視問題，「他們投放很多
資源在一些可以吸引眼球的項目上，但就吝
嗇於增加人手在病房這個熱廚房，在病房放
多兩個人照顧病人一定有好處，即使沒有醫
療工作，也可以多跟病人傾偈，及早發現他
們的需要。」

▶江迅入院後通過手機向妻
子表示身體疼痛令其痛不欲
生。
受訪者供圖

駐院醫生
經驗不足令
病人失救死
亡事件以往
也有發生，
周先生兩年前也是在仁濟醫
院進行膽管手術後感不適疼
痛，但駐院醫生檢查後認為
並無大礙，未有進一步查找
痛症的原因，周先生承受十
餘小時的疼痛兼病情惡化，
最終搶救無效死亡，令家屬
極為悲痛。解剖遺體發現他
手術後嚴重內出血，駐院醫
生卻未有為意，結果周先生
不幸失救離世，其死亡事件
正待進行死因研訊。
關注病人權益的社區組織協
會幹事彭鴻昌一直協助周先生
家屬跟進事件，他表示當時60
歲的周先生因膽管閉塞到仁濟
醫院進行內窺鏡手術，把支架
放入膽管內，惟第一次手術後
支架甩脫，要再做一次手術，
「有關內窺鏡手術多數只用一
兩個小時便完成，但周先生的
手術用了三四個小時，要放 3
個支架到閉塞的膽管內作支
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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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生無詳檢 未通知上級跟進
手術完成後，周先生被送回病

房一兩小時後開始感疼痛，家屬
探望時，他向妻子表示腹部痛
楚，其妻子向護士查詢，對方回
答表示駐院醫生曾查看周先生的
情況，認為並沒有大礙。彭鴻昌
說：「由於醫生認為手術後一般
會有輕微出血，只為其輸血小
板，但未有再詳細檢查他感到痛
楚的成因，亦未有尋求上級的高
級醫生指引。」
家屬離開醫院後，至深夜
相 隔 近 12 小 時 接 獲 醫 院 通
知，周先生病情危殆正在搶
救，但最後宣告不治。周先
生離世後剖驗遺體，發現其
腹腔有大量積血，而膽管附
近有傷痕，可能是手術時拉
扯受傷引致嚴重內出血，
「周先生承受了十餘個小時
的痛楚，但駐院的初級醫生
可能經驗不足未有判斷其嚴
重性，亦沒有通知上級跟
進，結果一直出血不止。」
彭鴻昌說。
他更表示，家屬探病時希
望了解周先生的問題，但駐
院醫生未有現身向家屬講
解，而負責手術的醫生在周
先生手術後感不適時，亦未
有到病房了解。彭鴻昌表示
事件將進行死因研訊。
●香港文匯報記者 文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