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十屆澳珠合作發展論壇
新時代背景下澳珠合作

大家好!
合作 共盈 求變 創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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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S

合則兩利
鬥則俱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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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健鋒

讀過中山大學藥學本科，做過藥劑師；
讀過暨南大學臨床醫學本科,做過醫生；
讀過中國政法大學法學本科，想成為一名律師，警惡懲奸，但
革命未成功，還須繼續努力；
現就讀於清華大學EMBA ，開發一下未發育的經濟管理頭腦。

正職: 「雜工」「修理工」「搬運工」

愛勤集團有限公司和尚正集團有限公司創辦人，公司最大
的「雜工」；
疫情期間亦做過口罩廠的「修理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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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alth Check-ups

Dental

Plastic Surgery

CHINA
Health Check-ups

Cancer screening

Cancer treatment

Health Check-ups

Aesthetic and Corrective

Anti-aging

Cancer Treatment

Liver Transplant

做過「搬運工」
跨境電商

貿易零售批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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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珠醫療大健康產業合作發展探索

澳珠醫療健康合作
1)中國醫療健康(出境)市場
2)醫療+ 旅遊

澳珠中醫中藥合作，攜手走向全球
1)建立中西匯診國際交流基地；
2)讓全球認識中醫中藥；

支持建立社團及專家智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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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珠醫療健康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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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醫療健康(出境)市場

根據調查顯示，中國每年至少有超過50萬的出境醫療健康旅客，治療
及旅行花費超過100億美元，健康已經成為中國富裕家庭的優先關注
點，另外還有40億美元用於相關的旅行和住宿，使中國醫療旅遊出境
業務達到140多億美元。

中國的醫療旅客往往是現金豐富，收入大大高於全國平均水平，財富
集中，大多數來自一線城市，如上海，杭州，北京和廣州。然而，中
國的南部省份，因為地點接近並且沒有醫療語言障礙，所以他們會比
較喜歡選擇去香港和澳門。

預計到了2024年，40 - 64歲的中國城市人口將增加1億800萬，65歲以
上的中國城市人口將增加5,700萬。

據資料顯示，大部分醫療旅遊對以下項目需求較大: 
整容手術、健康檢查和康復治療計劃，特別是心臟病、腫瘤和神經學
項目，以及生育治療、婦產科、關節置換、眼科和各種其他手術。其
中富裕家庭將會尋求海外治療，這是有史以來醫療旅遊領域最大的機
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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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因

中國醫療系統

中國醫生比例為1.8名醫生對1,000名患者，看專科醫生等待時間很長，中國醫療體系有所

不足。

健康意識提高

出境打疫苗、癌症篩查、試管嬰兒、兒童免疫、生殖遺傳和老人慢性疾病患者希望獲得

更高質量的治療。

收入，個人財富水平

醫療旅遊的客群主要特徵為年收入50萬元以上、較高教育程度的人群，並以高管女仕為

主，願意投資於自己更好的健康狀況。

低成本治療

醫療旅遊患者希望尋找更便宜的治療價格。
4

3

2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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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

South Korea

Health Check-ups

Dental

Plastic Surgery

CHINA

Japan

Health Check-ups

Cancer screening

Cancer treatment

Taiwan

Health Check-ups

Aesthetic and Corrective

Hong Kong

Ob & Gyn

Pediatrics

Oncology

Singapore

Health check-ups

Cancer treatment

Switzerland

Anti-aging

Germany

Cancer Treatment

UK

Liver Transplant

美國和德國 : 頂級和最具創新性的治療或手術如心臟

手術癌症計劃或代孕等治療

英國 : 肝移植

瑞士 : 抗衰老幹細胞療法

韓國 : 簡單的整容手術，如瞼成形術和乳房植入物

日本 : 以癌症篩查和腫瘤相關治療

新加坡 : 腫瘤治療

台灣 : 腎臟移植和簡單的整容手術

香港 : 牙科治療和腫瘤治療

Surgical

Procedures

Radiotherapy

New drug Clinical trials

中國醫療健康(出境)患者主要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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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檢

27%

美容

25%

重大疾病治療

28%

輔助生殖

9%

其他

11%

我國海外醫療需求格局（按需求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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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醫療+旅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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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療旅遊市場概述

把握醫療旅遊發展的國際趨勢

近年來，環球旅遊市場都在不斷調整，旅遊從傳統的觀光旅遊逐漸向健康旅遊轉變，“醫療旅
遊”亦逐漸為社會所關注。前中國國家旅遊局局長邵琪偉稱，中國發展醫療旅遊已到時候。

“醫療旅遊”，旅遊者可以根據自己的病情、醫生的建議，選擇合適的遊覽區，在旅遊的同時
進行治療。中國健康產業在未來五年將擴大10倍，中國保健養生市場每年蘊含高達15,000億元
的市場份額。養生、健康、旅遊、休閒也成為二十一世紀具有前景的未來市場。而健康與旅遊
業相融合的健康旅遊前景之廣闊更是非同一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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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淺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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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位與優勢： 遊客數量龐大
澳珠每年有超過柒千萬人次遊客，絶大數來自中國內地，
很多內地居民對澳珠有著良好的信心，在這方面盡享
“近水樓台”的優勢。

國際醫療服務
結合澳珠合作的優勢，為全球醫療健康服務；澳門的制度與
國際較為接軌等的優勢，珠海有著接通內地及人力人材資源
等的優勢；提供國際接軌的「物美價廉」優質服務；

價錢優勢
費用會較憐近地區及國家便宜，對鄰近國家或地區（如
香港、內地等），乃至全球有一定的吸引力。

供應鏈保障
世界各大藥廠、儀器設備、各類型產品等，已進入澳門
巿場或能快速進入澳門巿場，提供供應保障。

內地與全球客戶溝通均無障礙……….

澳珠共同合作定位
發揮各自優勢，優勢互補，優勢共建，合力發展，
把握澳珠時代機遇；

旅遊環境
澳門與珠海有著最著名的國際度假酒店，歷史文
化，名勝等，有著持續發展的旅遊前景，不斷完
成的旅遊資源及服務；酒店客流及優質旅遊客戶
巨大基石客群；

高端 私密環境
可打造成高端且私密度高的體系；打造適中，頂
級環境；同時，通過結合各旅遊合作優勢，拓展
出更多的服務。

灣區發展
粵港澳融合，澳門及珠海旅遊客流持續增加；各
行各業亦伴隨著灣區各持續快速發展。

政治稳定 法律架构及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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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外在弱點：

大型醫療機構相對較少，尤其是私立醫院。由於體量不大，在醫療數據及資源整合上形
成有所不足，醫療質素和服務水平没能被有效發揮，短期内可引入隣近地區及國際的專
業醫生及相關的專業技術人材來互補不足。

對外交通

現時來澳珠觀光和消費的旅客(尤其國際旅客)是以陸、海、空三種途徑進入，但很多時
都需要途經內地其他地區和香港才可到達，原因是澳門國際機場主要為短途航線，機場
缺乏遠程的國際航線，國際旅客來澳門旅遊，在交通上的費時和多重過關造成不便，缺
乏便利性。隨著港珠澳大橋的開通令交通更為便利，相信有助提升旅客的流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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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國
平均節省50％至75％
JCI認可的醫院醫療保健設施 =  42
優質的熱情好客，僅在2017年，泰國就有超過200萬的醫療遊
客入境。

馬來西亞
平均節省65％至80％
JCI認可的醫院醫療保健設施 = 11
沒有語言障礙，從2011年的643,000名醫療遊客到2018年的120
多萬人，到2020年，將有超過200萬國際醫療患者到訪馬來西
亞，其收入增加一倍，達到約6.8億美元。

新加坡
平均節省僅30％至45％
JCI認可的醫院醫療保健設施 = 10
強大的醫療基礎設施

威脅：強大的亞洲競爭對手

韓國
鼻整形術和眼瞼手術的專家也是全面體檢的目的地，其醫療費用為美國
的十分之一。

台灣
由體檢至內外科手術都有，它在亞洲腎臟移植中起著重要作用。與美國
或加拿大的類似服務費用相比，可節省40％至55％的醫療費用。

日本
亞洲的旅遊熱點，全球公認的領域是微創醫學，癌症治療領域在質子/
重離子放射治療方面的副作用最小。

香港
香港的的內、外、婦、產、兒各科水平都很高，病人來自世界各地，某
些奇難雜症往往因為當地醫院感到棘手才轉介到香港，行業操守和監管
體系非常健全和嚴格，吸引著世界各地人士到香港求醫，香港的醫療市
場是與國際水平接軌的，由於實行美國藥品FDA標準，因此只要國際上
有新型特效藥出現，香港都可以立即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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顧客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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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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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中西匯診國際交流基地

中醫及西醫同時應診
以「中西匯診」概念，同時應診，結合兩方醫學智
慧，全面分析各種問題。西醫以檢測，專業數據作
診斷；而中醫則以望聞問切，在適當階段切入診療。
糅合中西醫療概念，使之相輔相成，提供高效專業
的治療方案。

針對各類疑難病例進行集中討論或會診，並邀請國內
外知名專家共同探討，不斷提升國際交流合作，建
設為重要的中西匯診交流基地，推廣及促進中醫中
藥國際化。

澳珠中醫中藥合作，攜手走向全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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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保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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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療方式 ： 中藥、針灸、推拿、坐藥、灌腸、敷藥等，中藥

劑型有湯、丸、散等。

情志療法 ： 針對患者長期的精神壓力和焦慮情緒，採用疏肝

解鬱、養心安神、健脾理氣、交通心腎等療法，

讓患者解除焦慮抑鬱，改善緊張情緒。

體質辨識 ： 結合患者具體體質情況選用不同的方法。

食療 ： 根據每個人的不同體質，運用生活當中的食材，

對機體的體質進行潛移默化的調整，使機體逐漸

恢復健康的狀態，對於產後的恢復有重要作用。

中醫古法運動： 八段錦、五禽戲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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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醫藥在醫療理念有別於西醫，把其長處展示出來，拓展全球
認知是關鍵。中醫藥的優勢體現在防小病治大病、長期養生調
理等方面，這些不僅有別於西醫，還是中醫藥的獨特優勢。
「養生是中醫的核心價值，調節身體機能」中醫藥產品和服務
應與時俱進，適應當代國外消費者的需求，並融入國際競爭；
讓全球認識中醫中藥。

讓全球認識中醫中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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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建立社團及專家智庫

多支持及推動專家智庫非牟利性的社團組織會成立及發展，
為發展儲蓄良好人才及網絡。

人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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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 日本、韓國、臺灣、馬來西亞、泰國、歐美、拉美等地高等院校

促進內地及國際頂級的各國家院士、科學家、專家、著名醫生等來澳珠合作。

華北

北京大學 清華大學

華東

浙江大學復旦大學 上海交通大學

華南

中山大學 南方醫科大學暨南大學

華西

四川大學華
西醫學中心

澳門大學澳門科技大
學

http://www.ccug.net/xuexiao/10001.htm
http://www.ccug.net/xuexiao/10003.htm
http://www.ccug.net/xuexiao/10335.htm
http://www.ccug.net/xuexiao/10246.htm
http://www.ccug.net/xuexiao/10248.htm
http://www.ccug.net/xuexiao/10558.htm
http://www.ccug.net/xuexiao/10559.htm
http://www.ccug.net/xuexiao/12121.htm
http://www.ccug.net/xuexiao/10610.htm
http://www.ccug.net/xuexiao/19831.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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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交流

促進中拉醫療大健康交流合作推動中醫中藥國際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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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門與西語葡語國家交流互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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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珠醫療大健康合作，你出雞我出豉油，發揮各自
優勢，互補性強，1+1 〉2 ，合作能共盈，能寫好
灣區新翻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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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門國際大健康智庫

宗旨

為澳門提供國際高水準的專業智力支持，通過發展大健康產業，逐步實
現澳門經濟適度多元化目標，推動澳門更好實施粵港澳大灣區規劃綱要，
在新時代下豐富「一國兩制」發展新實踐；以精准醫療、康養醫美、快
樂社區及和諧社會相結合，推動疾病預防、提高醫療與康復水準，維護
生命、保障健康，促進身心健康、促進社區融洽，追求實現人類「大健
康」的崇高理念；努力打造成為中國國家重點創新科研合作中心、面向
西語葡語系國家及地區著名的大健康產業國際交流平臺；彙聚全球醫療
大健康界別源領域官、產、研精英、政府部門、國際組織、大健康產業、
旅遊產業及其他相關行業的持份者，構建國際交流與合作工作網路，為
會員之間的大健康事業發展提供交流與合作機會。為政府、企業及專家
學者等提供一個共商大健康產業發展相關問題的高層對話平臺。

在澳門致力於研究大健康有關的科研和產業政策、支持大健康科技研發、
推動大健康投資、普及大健康服務市場；推動本智庫成員的科研成果和
經驗政策走出國門，服務全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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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健鋒

電話: (853)-66699094

E-mail: scottraphael01@hotmail.com



THANK YOU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