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２０１５中国卫生信息技术交流大会
在我省苏州召开 王咏红主任致辞

２０１５年８月６日至 ７日，由中国卫生信息学会、《中国卫生

信息管理杂志》社、世界卫生组织信息与信息学合作中心联合主

办，江苏省卫生计生委、苏州市人民政府共同协办的“２０１５中国

卫生信息技术交流大会暨两岸四地电子健康论坛”在苏州隆重

召开。本次会议主题是“融合、创新、发展 －移动互联时代的医

疗服务重构”。来自世界卫生组织，国家卫生计生委各司局，各

省、市及港、澳、台地区近 ４０００名代表齐聚苏州，围绕“互联网

＋”与卫生计生服务管理深度融合、医疗健康信息互联互通、“十

二五”医药卫生体制改革信息化重点工作落实与进展、“十三五”

国家医疗健康信息化规划思路，以及移动互联时代医疗卫生领

域新技术应用和服务创新等主题进行交流。国家卫生计生委金

小桃副主任在开幕式讲话，中国卫生信息学会会长、中国工程院

院士王陇德作大会主报告。

省卫生计生委王咏红主任参加大会并致辞。她介绍，江苏

作为经济社会发展大省，现阶段正在围绕实现“两个率先”目标，

推动经济社会发展转型，信息化正在成为发展的助推剂和创新

的驱动力。在我省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和健康服务业发展等

进程中，信息化也日益发挥着重要作用。近年来，我省卫生计生

系统借助“互联网 ＋”，加大信息化推进力度，取得了显著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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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市县三级平台基本形成，各类业务系统进一步完善，便民惠民

服务水平不断提高，信息化为优化医疗服务资源配置、缓解群众

看病就医等问题，起到了很好作用。下一步，全省将围绕实施

“江苏智慧健康服务工程”，开展“人口健康信息化三年行动计

划”，着力推动区域人口健康信息互联互通、务实应用，着力促进

服务均等化、便利化、规范化和管理精细化。力争到 ２０２０年，全

面建成功能较为完善的人口健康信息服务体系，为深化医改、构

建现代医疗卫生体系提供坚实保障。

省卫生计生委李少冬副巡视员在大会上作了题为“创新医

疗服务管理　促进互联网 ＋医疗健康发展”主题报告。本次大

会同时组织了“人口健康信息化主题成果与技术交流展示”。期

间，王咏红主任、李少冬副巡视员等陪同国家卫生计生委金小桃

副主任等，重点考察参观了“江苏展区”，金小桃副主任对江苏人

口健康信息化建设成绩给予充分肯定。省及苏州、连云港两地，

省人民医院、南京市儿童医院等单位在展区设置独立展位。会

上，我省常州市金坛区获得“国家医疗健康信息互联互通标准化

成熟度测评四级授牌”，江苏省卫生信息学会获大会优秀组

织奖。

省卫生计生委副巡视员李少冬一行
调研连云港市居民健康卡建设工作

８月２５日至２７日，省卫生计生委副巡视员李少冬携省经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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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信息化推进处副处长赵卫强、省卫生计生委规划与信息处、省

卫生统计信息中心，会同省农业银行、建设银行、工商银行、南京

市卫生信息中心、镇江市卫生信息中心、淮安农业银行相关人员

一行十三人，赴连云港市调研居民健康卡建设工作并主持召开

专题研讨会。连云港市卫生计生委主任周伟、党委书记周炜等

陪同调研。

研讨会上，李少冬副巡视员一行听取了连云港市人口健康

信息化、居民健康卡建设情况汇报。李少冬高度肯定了该市居

民健康卡建设工作，他表示，连云港市居民健康卡建设工作起步

早、推进快，积极主动克服困难，目前已取得了一定成绩。同时，

居民健康卡工作是一项系统、复杂的工作，需要多方配合、协力

推进。为更好地做好居民健康卡建设工作，李少冬强调：各方要

以互联互通为目标，坚定实现“一卡多能”的信心；统一人口健康

信息化各项标准规范，打牢居民健康卡建设基础；突出居民健康

卡医疗和金融功能应用，以应用促进居民健康卡建设；加强技术

创新，提高建设效益；强化便民服务功能，争取百姓对居民健康

卡建设的信任与信心；建设各方形成合力，完善相关政策，共同

做好居民健康卡建设工作。

调研期间，李少冬一行还赴灌云县参观了四队镇双闸村、中

心村的居民健康卡发卡现场，并亲临四队镇卫生院了解居民健

康卡应用及基层综合业务系统应用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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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卫生计生委印发《关于推进我省人口健康
信息平台建设的意见》和《关于进一步推进

全省远程医疗系统建设的意见》

为适应综合医改新形势，落实我省医改信息化建设任务，全

面构建人口健康信息化服务体系，提高卫生计生服务管理水平，

近期省卫生计生委印发了《关于推进我省人口健康信息平台建

设的意见》和《关于进一步推进全省远程医疗系统建设的意见》

两个规范性文件。

《关于推进我省人口健康信息平台建设的意见》中明确了我

省人口健康信息平台建设的基本原则、目标和功能框架。《意

见》部署了人口健康信息平台建设的四项主要任务。一是开展

网络基础设施建设。全省统一规划，综合利用卫生计生信息传

输主干网、电子政务外网、国际互联网，构建横向到边、纵向到

底、安全、稳定、高效的人口健康信息网络基础设施。二是开展

资源数据库建设。基于人口健康信息平台，统筹建设全员人口

信息数据库、卫生计生服务资源数据库、居民电子健康档案数据

库、电子病历数据库和决策支持数据库（“五大数据库”），支撑

“六大”重点业务应用。三是开展专题务实应用。提供面向医务

人员、面向服务对象（患者、居民）以及面向管理人员的应用服

务。开展基于平台的远程医疗服务和基于平台的居民健康卡建

设应用。四是开展信息标准与安全建设。根据国家和我省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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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平台建设相关标准、规范，实施平台升级、改造、完善，开展标

准符合性测试、评价，满足互联互通、数据共享交换要求，完成平

台数据接收、上传。《意见》明确了实施步骤与时序进度，出台了

保障措施，确保我省人口健康信息化建设有序推进。

《关于进一步推进全省远程医疗系统建设的意见》中提出了

我省远程医疗系统建设总体要求和基本原则。明确了八项主要

任务：一是加快建设信息标准规范和信息传输主干网；二是加快

建设基于省、市级平台的远程医疗系统；三是加快建设县域内远

程医疗系统；四是加快建设远程医疗服务机构基础配套设施；五

是加快建设区域性远程医疗系统辅助设施；六是加快建设远程

医疗系统制度支撑体系；七是加快建设省、市远程医疗管理中

心；八是加快制定远程医疗服务配套政策。

江苏省卫生信息化网站与微信公众号正式上线

为宣传我省卫生计生信息化建设成果，进一步加强工作的

交流和沟通，提高我省卫生计生信息化整体建设水平，我省于

２０１５年１月开通了“江苏省卫生信息化”网站，经过半年试运行，

现网站正式上线，访问网址为：ｈｔｔｐ：／／ｗｗｗｊｓｗｓｘｘｈｃｏｍ。

网站设有新闻中心、通知公告、政策法规、信息化建设、信息

化简报、学术交流、下载专区等多个栏目。网站也为各卫生信息

学会分支机构增设了专栏，各学会分支机构可以发布相关新闻

和培训信息等。该网站既是对外宣传我省卫生计生信息化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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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窗口，也是我省各级卫生计生部门、医疗卫生机构及卫生信息

化工作者交流沟通、传递信息的纽带。通过该网站可以及时传

递我省卫生信息化建设方面的最新动态，交流区域、医院、公共

卫生等各领域的信息化建设经验，共同推动工作开展。通过网

站也可以了解相关政策和法律法规，下载相关信息标准规范等

资料。

同时，“江苏省卫生信息化”微信公众号也正式上线，网站相

关内容将在微信公众号同步发布。关注“江苏省卫生信息化”即

可获悉我省卫生信息化建设最新动态。

南通智慧生活体验馆开馆，智慧卫生展区首次亮相

６月２９日上午，南通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丁大卫和

台湾区电机电子工业同业公会理事长郭台强共同启动“开启智

慧生活”按钮，南通、台北智慧生活体验馆成功进行连线互动，由

南通市与台湾电电公会合作共建的南通智慧生活体验馆正式开

馆。启动仪式结束后，丁大卫一行参观了南通智慧生活体验馆，

展示馆内４６家企业的１００多个产品，展示了通、台两地在智慧卫

生、智慧交通、智慧旅游、智慧教育等各领域的最新集成应用，展

示了一幅幅智慧生活的画面和场景。这也是智慧卫生展区首次

亮相，南通 １２３２０卫生服务热线、医院自助挂号机、手机掌上医

院、医院移动查房系统等数十套展品集中展示了南通卫生计生

在预约挂号、便民就医、智慧医疗等方面的建设成果。王晓敏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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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介绍了南通市卫生计生系统通过信息化手段着力解决看病

难、看病烦的问题，以及在优化医院就诊流程、改善患者就诊体

验方面所取得的成果。

郭台强表示，展馆的内容非常充实，南通的智慧卫生和智慧

交通也发展的非常成熟，希望未来台北和南通进一步增强联络，

更好地展示两岸最新成果。

扬州市加快推进远程医疗项目建设

日前，扬州市启动远程医疗项目建设工作，现已完成项目招

标，正在加快推进远程医疗项目实施建设。该项目建成上线后，

全市将实现基层卫生机构与中大型医疗机构之间远程会诊，居

民健康档案、医学影像、检验检查结果等远程共享，进一步提高

基层卫生机构的医疗服务水平，让人民群众在基层卫生机构就

可以便捷享受到大中型医疗机构的优质医疗资源，有效缓解医

疗资源分布不平衡的矛盾，进一步降低医疗费用。

为贯彻落实“全省远程医疗系统建设工作推进会”精神，根

据省卫生计生委的总体部署，按照顶层设计、全局规划、分期实

施、强化基层、方便实用的原则，扬州市将进一步加大人口健康

信息化建设的力度，充分利用信息化手段，促进优质医疗资源下

沉，让老百姓切身感受到深化医改所带来的实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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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丰市推广区域内远程视频会诊服务项目

大丰市启动乡村医生签约服务试点工作以来，设计了适应

不同需求的健康服务包，为吸引群众在基层就诊，特别针对签约

率比较高的慢性病人推出区域内远程视频会诊服务。截止２０１５

年７月份，远程视频会诊范围已覆盖７１个行政村，累计会诊数达

３５７人次。

自２０１４年 ７月开始，大丰市卫生局通过区域卫生专网建立

视频会诊客户端，以市人民医院、中医院为会诊中心，建立市

（县）、镇、村三级会诊平台，统一采购安装视频会诊摄像头、音箱

等设备。在每周的周二和周四下午分别进行心血管科和内分泌

科的远程视频会诊。在会诊系统中，专家利用共享桌面或共享

程序可以调阅患者的健康档案，在村医的协助下患者与专家面

对面沟通，获得在大医院一样的就诊感受。会诊费用初步定价

为３０元，新农合报销１５元。会诊日各镇卫生院健康服务团队实

时在线，帮助解决村医在会诊过程中碰到的一些问题。

大丰市远程视频会诊的实施，充分利用了卫生资源，使得上

级医院专家能更方便地为基层老百姓服务，老百姓在家门口就

能得到专家的咨询和指导，节省了就医开支，免除交通劳顿；同

时，会诊过程中通过专家的案例解析也提高了乡村医生知识水

平和业务能力，有效改善了基层医疗机构服务能力不足、服务质

量不高的现状，为促进分级诊疗的落实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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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坛区卫生信息化工作获殊荣

８月６日，２０１５年中国卫生信息技术交流大会暨两岸四地电

子健康论坛在苏州国际博览中心隆重召开。会上举行了２０１５国

家医疗健康信息互联互通标准化成熟度测评授牌仪式。常州市

金坛区作为江苏省的首个区县级单位参加测评并获得奖牌，成

为国家四星级医疗健康信息互联互通城市。

深化医改以来，金坛区区域卫生信息化建设取得了快速发

展，尤其在区域卫生信息平台的建设和区域三大中心（影像、检

验、病理）的建设上取得了较大的成绩，业务系统建设全面，应用

广覆盖到村站，平台运行平稳，健康档案数据有效整合，区域共

享协同服务于基层和百姓，尤其是三大中心建设，形成了全区结

果互认、同质化服务、资源整合，让老百姓在基层享受二级医院

的服务，方便了患者就医，降低了就医费用，提高了患者满意度。

互联互通测评不但是对区域信息平台标准化和互联互通程

度的检测，更是以测促改、提升区域卫生信息化水平的手段。金

坛区卫计局将以此为激励，在人口健康信息化的建设道路上不

断进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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扬中市区域影像系统建设显成效

２０１２年 ５月，扬中市区域影像系统基本建成并正式投入使

用，经过几年来不断的完善和优化，大大提高了基层的诊断水

平，让百姓享受到基层的收费，大医院的服务，缓解了群众看病

就医矛盾。

为了均衡医疗卫生资源配置，缩小城乡医疗服务质量的差

距，扬中市根据“整岛一体化”卫生服务体系建设思路，依托区域

卫生信息平台，充分发挥扬中市人民医院的技术实力和资源优

势，整合全市影像资源，成立扬中市医学影像中心，建设区域影

像系统（ＰＡＣＳ），推进医疗业务的区域协作。实力较弱的基层医

院通过区域影像系统，将影像资料和初步报告实时传送到市影

像中心，市影像中心安排专人对基层摄片质量和报告质量进行

审核，对疑难病例及时组织读片会诊，纠正并指导基层卫生院医

生诊断。基层卫生院的医生可以通过诊断报告，全面准确的把

握患者病情，且基层群众无需上下奔波。远程质控和远程会诊

实施以来，基层医院的诊断水平有了很大提高。

截至２０１５年上半年，扬中市影像中心共为基层远程审核 ＤＲ

拍片质量、诊断报告 ６２１５６人次，纠正诊断并驳回报告 ２１５０人

次；为基层开展 ＣＴ检查审核拍片质量、诊断报告 １７８７人次，纠

正诊断并驳回报告 ２３人次。报告驳回率逐年下降，从起初的

４４％到现在的 １２％，标志着基层医疗机构影像诊断误诊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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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降低，缓解了乡镇卫生院专业影像诊断人员不足、诊断水平偏

低的困境。

江苏省人民医院信息化建设取得丰硕成果

２０１５年中国卫生信息技术交流大会暨两岸四地电子健康论

坛于２０１５年８月 ６日至 ７日在苏州盛大召开！开幕式前，国家

卫计委金小桃副主任在江苏省卫生计生委王咏红主任、李少冬

副巡视员、国家卫生计生委统计信息中心孟群主任陪同下参观

了江苏省人民医院信息化建设成果展，对该院的标准化建设、数

据平台建设、安全体系及学科建设给予了肯定和高度评价。

在医院信息化与医院发展战略分论坛上，该院信息处刘云

处长就“信息化对医院发展的支撑与引领”作了主题汇报，她提

出了以人为核心，技术与流程为支撑保障的信息化建设三要素，

建设以病人为中心的医疗管理系统、满足临床医疗要求的临床

信息系统、满足经营管理要求的管理信息系统；认为未来随着信

息技术的发展，利用现代化的信息通讯手段和互联网平台，通过

整合各种医疗卫生资源，可以为市民提供多元的卫生保健服务

的信息化平台，从而在预防、诊断、治疗、随诊、康复等医疗卫生

领域全方位提高公众的健康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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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　　讯

● 我省智慧健康信息传输主干网络建设工作有序推进　近期，我

省智慧健康信息传输主干网络建设工作取得了阶段性进展。截至目前，

委直属各单位及１３个省辖市主干网已全部联通并调试成功，部分业务

数据已通过专网传输，市县级及三级医疗单位主干网建设工作也已经启

动。下一步，省卫生统计信息中心将严格按照与省广电的项目建设协议

要求，以每日小结，每周例会等多种形式做好项目督查和推进工作。

● 省卫生计生委召开直属单位信息网络安全培训会　为进一步增

强网络安全意识，健全网络安全管理制度，切实保障我省卫生计生行业

网络与信息安全稳定运行。９月１０日下午，信息网络安全专题培训会在

省卫生统计信息中心召开，省直属各单位信息网络安全负责人参加培

训。本次培训邀请了省电子质检研究院的吴兰主任就新形势下如何做

好网络与信息安全工作做专题讲座，吴主任对网络安全管理、技术防护、

商用密码、网络安全检查注意事项及安全问题整改等进行了详细讲解，

对未来基于云计算和互联网的网络安全问题和技术发展进行了探讨和

展望。省卫生统计信息中心刘晓强副主任出席本次会议并讲话。

● 镇江市中医院健康管理云平台上线　９月１０日上午，镇江市中

医院健康管理云平台正式上线，改变了传统医患面对面的线下服务模

式，通过移动互联、可穿戴设备，延伸到线上，建立起自主、方便、及时的

健康管理模式，为实现“互联网＋医疗”奠定了基础。市中医院以治未病

为切入口借助云计算、互联网、移动通信技术及远程医疗在线建立了“小

云健康”健康管理服务平台，将体检软件、健康档案等原来相对独立的

“信息孤岛”，通过平台一体化解决方案实现资源整合，为用户提供健康

跟踪、健康教育、慢病管理、专家互动、就医导航等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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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宿迁市卫生监督所动态电子监管信息平台正式上线运行　近

日，宿迁市卫生监督所开发建设的动态电子监管信息平台正式上线运

行，该平台通过图标形式将被监督单位的基本信息在电子地图上逐一进

行标注，点击图标即显示相应被监督单位的基本信息及相关图片资料，

并通过不同颜色的标注分类显示年度内日常监督合格、待整改及行政处

罚等情况，直观明了地展现市辖区各类被监督对象的实时监管状态，对

卫生监督管理查找不足、监督信息统计及强化重点区域监督工作有着重

要意义。

● 常州市武进区区域卫生信息化建设项目顺利通过验收　８月２９

日，常州市武进区政府组织召开区域卫生信息化建设项目验收会议。验

收专家组听取了建设单位、承建单位关于项目建设情况的汇报，审阅了

项目文档资料和监理报告。专家组认为：武进区区域卫生信息化项目总

体设计科学合理，完成了项目的建设内容；软件功能满足用户需求，实现

了区域卫生信息的互联互通和信息共享；项目验收文档规范、齐全。经

过专家质询和讨论，专家组一致同意该项目通过验收。

● 南通六院自行研发的行政查房管理系统荣获“全国微小化医疗

软件创新大赛”三等奖　从中国医院协会组织的全国信息网络大会上传

来喜讯，南通六院自行研发的行政查房管理系统在四十多家参赛单位作

品中脱颖而出，获得专家一致肯定，荣获“全国微小化医疗软件创新大

赛”三等奖。南通六院自行研发并使用的行政查房管理系统，凭借其独

特的创意与先进性、实用性赢得了专业评委的青睐，斩获一席，展现了南

通六院在信息化医疗领域的专业度与影响力。

● 中大医院信息先行保障江北首家三甲医院顺利开张　８月２６日

东南大学附属中大医院江北院区顺利启动试运行，填补了江北地区长期

以来缺少三甲医院的空白。江北院区信息系统同步上线，本部和江北采

用光纤直连的模式，江北院区核心信息系统使用本部同一套系统，并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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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同一套字典库，实现中大优质医疗资源的全面下沉，确保了本部对

江北院区的垂直同质化管理模式。医学信息技术的发展在天堑之间架

起了一座新的“长江大桥”，让中大医院如臂使指，优质的医疗资源跨江

共享，跨区域辐射周边群众；同时也使得耄耋之年的中大医院重新焕发

青春，实现了跨越式的发展。

● 扬州市邗江区“三比对”清查出生人口信息　扬州市邗江区卫生

计生委注重挖掘部门业务数据，进一步共享区域卫生信息平台、公安户

籍管理信息系统出生人口信息资源，“三比对”清查全区出生人口信息。

通过“比对出生人口性别比”、“比对部门出生人口不同信息”、“比对医

疗机构出生人口信息”，分析各业务系统以及医院的出生人口数据，查漏

补缺，同时避免重复输入，保证出生人口个案信息的惟一性和准确性。

● 宿迁市二院微信预约挂号正式上线　为加强和完善医院信息化

建设，更好的为市民提供优质的医疗服务。日前，宿迁市二院微信预约

挂号系统成功接入“宿迁卫生１２３２０”微信预约挂号系统，正式上线运行。

在线预约挂号系统中，市二院整合优势医疗资源，预约专家均为市二院

业务骨干，其中妇产科、内科为市二院重点特色科室。微信预约挂号的

运行，有利于提高市二院就诊效率，优化就医流程，改善了市民看病难，

排队时间长的现状。

● 建湖县诊间结算就医模式跻身全国医院擂台赛“双十”榜　日

前，从国家卫生计生委联合健康界传媒组织的“发现最佳医疗实践———

改善医疗服务行动计划全国医院擂台赛”上传来好消息：建湖县人民医

院实施的“诊间结算”就医模式，在网友和专家的投票中，成功挤进“十大

人气排行榜”和“十大最有价值案例”榜单，并被收入健康界 －医享库 －

案例库！建湖县人民医院“诊间结算”就医模式自实施以来，平均减少每

位患者两次缴费排队，缩短就诊时间２０分钟以上，有效改善了患者就医

感受，深受广大就诊者的欢迎和好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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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市区域健康信息平台数据上传省平台情况（７月２０日－９月２０日）

接入单位
患者基本

信息数（人）

门诊信息

（人次）

住院信息

数据（人次）

健康档案注册

信息（人数）

基本公卫

信息档案数
合计

宿迁市 ０ ３８９２２４２ ２４２１９ ７１３１７０ ０ ４６２９６３１
徐州市 １１０１２２ １６４７４２３ ４３１９ ０ ０ １７６１８６４
淮安市 ２３９８３０ ８４００３２ ４５１０ ３９８７８ １２４４５ １１３６６９５
镇江市 ９７７４７ ７２４９８５ ４４０９ ８８４９ ２６１０ ８３８６００
常州市 ２１６７９１ ４２７２５０ １０４３３ １１ ２０２７ ６５６５１２
盐城市 ３３ ４９５６０ ３２ ５５６３９４ ０ ６０６０１９
南京市 ７８３８７ １３８８９２ ９４３２ ３４８８８ ０ ２６１５９９
扬州市 ０ ５３３５５ ２ ３９４３０ ０ ９２７８７
连云港市 ９９ ４４８４４ ４３８ ０ ０ ４５３８１
苏州市 ２１１３３ ９６５８ １２０６ ５５９６ ０ ３７５９３
南通市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无锡市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泰州市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合　计 ７６４１４２ ７８２８２４１ ５９０００ １３９８２１６ １７０８２ １００６６６８１

各省属医疗机构数据上传省平台情况（７月２０日 －９月２０日）

医疗机构接入单位
患者基本

信息数（人）

门诊信息

（人次）

住院信息

数据（人次）
合计

江苏省中医院 ６１８４３９ ７５４５８３ ５５９７ １３７８６１９
江苏省人民医院 ６６１１０ ５５２７８７ １７６１７ ６３６５１４

江苏省省级机关医院 １９３０５０ １９９８２８ １２９２ ３９４１７０
东南大学附属中大医院 ７３９９７ ２２８７６９ １２６４１ ３１５４０７

南京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１４９１６ ２０１８８４ ８８１２ ２２５６１２
江苏省中西医结合医院 ３９８７３ １２９９１９ ３８７６ １７３６６８
江苏省口腔医院 ５９２５６ ５９０３１ １ １１８２８８
江苏省肿瘤医院 ４８４４０ ３９５９８ ９５０１ ９７５３９

苏州大学附属儿童医院 ０ ０ ０ ０
苏州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０ ０ ０ ０
徐州医学院附属医院 ０ ０ ０ ０
南通大学附属医院 ０ ０ ０ ０

合　计 １１１４０８１ ２１６６３９９ ５９３３７ ３３３９８１７

【联系方式】

联系人：唐　凯　　电　话：０２５－８３６２０５２１　　Ｅ－ｍａｉｌ：ｊｓｗｓｘｘｘｈ＠１６３．ｃｏ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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