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江苏省首批互联网医院启动暨改善
医疗服务新闻通气会在宁召开

８月２７日，江苏省首批互联网医院启动暨改善医疗服务新

闻通气会在南京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举行，省卫生健康委党

组书记、主任谭颖，委党组成员、副主任兰青和李少冬出席并通

报相关情况，兰青主持新闻通气会。

江苏省中医院、江苏省第二中医院、江苏省肿瘤医院、南京

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东南大学附属中大医院、连云港第一人

民医院、连云港第二人民医院等７家医院作为首批获得互联网运

营牌照的医院，于２０１９年８月正式上线运行。同时，针对互联网

医疗服务提供实时监管的江苏省互联网医疗服务监管系统，与

一站式健康信息服务平台———“江苏健康通 ＡＰＰ”同步启动运

行。作为省卫生健康委“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中“为民

服务解难题”的重要成果之一，互联网医院上线后，将有效促进

江苏省“互联网 ＋医疗健康”服务的规范发展，大大提升百姓就

医获得感和满意度。

新闻通气会上，省卫生健康委还公布了为民服务解难题７项

举措和进展情况，以及主题教育调研成果转化情况。７月３１日，

省卫生健康委下发《关于推行“为民服务解难题”服务举措的通

知》，以“小切口”解决大问题为原则，制定改善医疗服务 ７条具

体措施，取得明显成效。“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开展以

—２—



来，省卫生健康委党组围绕“健康江苏”建设和群众关心关注的

焦点问题，确定 ９个重点调研课题，委领导带队深入基层开展

“四不两直式”调研，形成问题清单和整改措施清单，目前已推动

解决了一些问题，近期已初见成效：一是救治一批低收入人口先

天性心脏病患儿；二是筛选一批儿童专科医院院内制剂走向基

层；三是推广一批中医药适宜技术；四是建成一批预防接种信息

子系统。下一步省卫生健康委将结合调研中收集到的各设区市

好的做法，上下联动、形成合力，将上述举措进一步制度化、长期

化推进，确保问题整改落地见效。

通气会后，谭颖、兰青、李少冬等委领导现场调研了南医大

二附院“互联网 ＋医疗健康”服务开展情况，并看望了正在南医

大二附院进行治疗的低收入家庭先天性心脏病患儿。

谭颖主任出席“２０１９世界物联网
博览会 －智慧健康发展峰会”

９月７日，２０１９世界物联网博览会在无锡开幕，江苏省卫生

健康委主任谭颖参加开幕式活动并出席“２０１９世界物联网博览

会 －智慧健康发展峰会”。兰青副主任参加活动。

谭颖主任在致辞中指出，当今世界，大数据、人工智能这样

的新技术正深刻地改变我们的理念，成为创新驱动健康事业发

展的重要举措。江苏省将以全国“互联网 ＋医疗健康”示范省的

建设为抓手，大力地发展新技术、新业态和新模式，大力地促进

—３—



新一代信息技术与医疗健康的深度融合，以此提升医疗健康、科

学技术与服务水平，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和满意度。

“智慧健康发展峰会”作为 ２０１９世界物联网博览会重要的

系列活动之一，以“走向一带一路的物联健康”为主题，中国工程

院院士王辰，中国工程院院士孙颖浩，中国工程院院士李兆申等

行业专家学者发表了精彩的主题演讲，来自国内各地卫生健康

委、医院、健康物联网产业以及科研院所的领导、专家约４５０余人

参会，同时吸引了来自巴西、印度、阿根廷、埃及、日本、韩国、新

加坡等国专家学者约６０余人参会。

我省举行健康医疗大数据生态建设发展暨国家
健康医疗大数据中心试点建设成果发布会

９月２５日，省卫生健康委与常州市人民政府联合举行健康

医疗大数据生态建设发展暨国家健康医疗大数据（东部）中心成

果发布会，发布健康医疗大数据中心与产业园国家试点建设的

阶段性成果，共建共享我省健康医疗大数据产业生态。原国家

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副主任、中国卫生信息与健康医疗大数

据学会会长金小桃，常州市政府市长丁纯、省卫生健康委副主任

兰青出席并讲话。

兰青指出，２０１６年 １０月，原国家卫生计生委批准江苏为首

批国家健康医疗大数据中心及产业园试点省，南京和常州为试

点市，有力促进了网络信息技术与江苏医疗健康服务的融合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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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三年来，江苏积极推进试点工作，加强整体规划和方案设

计，加快医疗健康信息资源整合，试点建设取得了初步的阶段性

成果。全省已组建了智慧健康信息传输主干网，连接了省内２８

万家医疗机构；省市县三级全民健康信息平台已归集全省约３００

亿条门急诊、住院、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和管理数据，包括 ５４００多

万份电子健康档案，初步实现了居民电子健康档案的跨区域、跨

机构调阅共享。以电子病历应用为重点的医院信息化水平不断

提升，全省有９所医院达到５级，苏北人民医院达到６级，跨入全

国高水平行列。全省近 ４００家二级以上医院提供网上预约诊疗

服务，其中 １００多家三级医院提供了分时段预约，近 ５００家二级

以上医疗机构实现医保网上结算。全省县域远程医疗实现全覆

盖，乡镇、社区覆盖率达到７２％。省级互联网医院服务与监管平

台已上线运行，首批接入的 ９家互联网医院已开展服务，年内全

省将建成５０家互联网医院。下一步，江苏将继续坚持以群众需

求为导向，完善整体规划设计，大力推进智慧医疗建设，以“互联

网 ＋医疗健康”示范建设为抓手，探索电子健康档案全病程归集

管理、基于分级诊疗制度的医疗健康信息双向实时推送机制及

诊疗服务质量监管智能化，努力打造江苏特色和亮点，形成可复

制推广的江苏经验，推进卫生健康事业高质量发展。

会上发布了江苏省“互联网 ＋医疗健康”及健康医疗大数据

（东部）中心试点建设进展情况和阶段性成果、大数据（常州）中

心产业生态建设规划及云管平台建设成果、常州二院智慧医院

建设成果。围绕产业生态建设，省卫生统计信息中心与常州健

康医疗大数据产业发展有限公司、南京医科大学分别签署了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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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共建协议；长三角智慧城区合作发展联盟、常州市卫健委及钟

楼区政府签署了《智慧长三角示范基地合作共建框架协议》。

２０１９长三角智慧健康高峰论坛在南京召开

８月１５至１７日，２０１９长三角智慧健康高峰论坛在江苏南京

召开。本次会议由中国卫生信息与健康医疗大数据学会、江苏

省医学会、上海市医学会、浙江省医学会、安徽省医学会主办。

中国卫生信息与健康医疗大数据学会会长金小桃，省卫健委副

主任兰青，省医学会会长王咏红等出席开幕式并致辞。

此次大会以智慧健康为主题，积极响应国家长三角区域一

体化协调发展战略，充分发挥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的区域带动和

示范作用，进一步促进医学科技进步，全面提升医疗健康服务水

平。会议内容丰富精彩，包含主题报告、学术讲座、壁报展示、论

文交流等环节，同时设立物联网与智能医疗、医学信息与智能健

康和人工智能与数字医学三个分论坛，聚焦大数据技术、“互联

网 ＋医疗”、物联网技术、５Ｇ应用等发展热点。

长三角地区智慧医疗合作倡议书签署仪式在开幕式上举

行，三省一市医学会会长共同签署了长三角地区智慧医疗合作

倡议书，以推进健康信息互联互通、健康科技创新协同进步，共

同助力长三角地区卫生健康事业高质量发展。本次会议共有

３５０名代表参加，收到论文１３６篇，评选出优秀论文１２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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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少冬副主任出席南京市
“省妇幼系统”部署启动暨培训会

７月３１日上午，南京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召开“江苏省妇幼健

康信息系统”部署启动暨培训会议。省卫生健康委副主任李少

冬出席会议并讲话。

南京市卫生健康委副主任杨大锁传达部署了“江苏省妇幼

健康信息系统”安装使用要求；省、市妇幼保健院和江宁区卫生

健康委负责人作了交流发言。

李少冬强调，各级要统一思想认识，相互通力协作，落实属

地化管理原则，对照节点狠抓进度，各综合医院要配强力量、倾

力投入，将这项工作作为践行“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自觉行

动，以“省妇幼健康信息系统”在南京完成部署应用的优异成绩

向新中国成立７０周年献礼！

市卫生健康委相关处室负责人，各区卫生健康委分管领导

及相关科室负责人，南京属地有产科的部属、省属、部队和市属

医院分管院长及相关处室负责人近１６０人参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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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州市全面推进“互联网 ＋医疗健康”建设

近年来，徐州市卫生健康委认真落实国家、省、市卫生健康

事业发展工作部署，始终坚持以人民健康为中心，以“健康徐州”

建设为主线，以“互联网 ＋医疗健康”便民惠民十项行动为主抓

手，全力推动全市卫生健康体系信息化建设。

一、找准短板，坚持问题导向，科学制定“互联网 ＋医疗健

康”发展目标

充分发挥医疗资源丰富优势和对淮海经济区强大的辐射能

力，利用互联网快速发展的技术支撑，研究制定“互联网 ＋医疗

健康”建设方案，有针对性的开展“互联网 ＋医疗健康”便民惠民

十项行动，确立以“群众享受诊疗服务更省心、更放心、更贴心”

为目标，不断提升医疗卫生信息化水平，优化资源配置，创新服

务模式，提高服务效率，有效解决群众办事“堵点”问题。

二、精准施策，加大投入，不断打造“互联网 ＋医疗健康”拳

头产品

紧紧围绕让百姓“好看病、看好病”的宗旨，深入开展“互联

网 ＋医疗健康”便民惠民十项行动，全面推进卫生健康信息化建

设，积极推出一批医疗卫生信息化应用，为建设“健康徐州”提供

强有力的信息化支撑和保障。建设一个平台（全民健康信息平

台）；完善三套系统（区域互联网医院服务系统、“一卡通”服务系

统、分级诊疗信息化系统）；搭建五大中心（远程会诊中心、远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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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像中心、远程检验中心、远程心电中心和远程教育中心）。

三、务实应用，便民惠民，全力推动医疗健康服务均等化

通过“互联网 ＋医疗健康”便民惠民十项行动，逐步实现对

居民生命周期的预防、诊疗、体检的全程记录和管理，推动了公

共卫生精细化服务，促进了医改重点工作任务的落实，初步取得

了“就医时间、看病费用、诊疗差错、域外就诊”四降，“服务效率、

经济效益、管理质量、县域诊疗”四升的良好效果。

徐州市“智慧健康、智能医疗”建设初见成效，分级诊疗信息

化建设日益完善，远程医疗服务能力全面提升，切实缩短患者、

基层医生和上级医生时间、空间差距，不断满足基层医疗机构医

疗技术水平、医疗服务水平同质化需求，多措并举提升医疗服务

内涵，破除地域医疗信息屏障，进一步增强了人民群众对卫生健

康事业发展的获得感和满意度。

镇江市家庭健康责任团队服务信息平台全面上线

今年，镇江市全面推广家庭健康责任团队服务信息平台（家

庭医生签约系统），该系统覆盖了镇江市区所有社区服务中心

（站），系统的上线有效促进了医疗卫生服务模式向精准健康管

理转型。截至９月１０日，系统已注册团队２００个，注册家庭医生

５３４人，累计签约人数６３１９人。

镇江市家庭健康责任团队服务信息平台分为 ＰＣ端、手机端

和一体机三个终端，主要提供签约管理、履约管理、解约管理、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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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管理、服务包管理等功能，支持点单式签约。通过对系统进行

本地化改造，融入基层医疗系统，打通与医疗及公卫系统的数据

互联互通，提供统一入口、统一认证，减少了原有使用习惯的改

变，提升了使用便捷性。手机 ＡＰＰ端为医生提供了轻量级的上

门签约服务功能，为患者提供了个人健康档案及签约信息的查

阅功能。一体机可系统性地对患者进行建档、签约和履约服务，

同时通过附带的心电检测、心率监测、血糖测量、血压监测、体温

测量等检测设备同步相关信息到平台。

平台的建设和使用，解决了以往纸质签约难以查找，难以统

计，履约情况不能系统化记录的问题。同时极大提升了签约效

率，提高了管理水平，进一步提升了家庭医生的服务能力，做到

了签约、履约、解约等每个环节的可管理，可追溯，可统计。

盐城市推进“我的盐城”项目智慧医疗版块建设

“我的盐城”项目是盐城市全面提升“互联网 ＋便民服务”的

综合信息服务移动平台。今年３月份，盐城市卫健委按照盐城市

委、市政府“我的盐城”建设要求积极推进项目实施对接工作，召

开专题部署会、推进会，建立工作群，不定期的组织会办研究，以

国家、省《关于全面开展“互联网 ＋医疗健康”便民惠民活动的通

知》为指导，形成“我的盐城”智慧医疗版块的建设方案，围绕改

善患者的就医体验，提出建设线上医疗全流程服务、疫苗服务、

急救服务、献血服务诊疗内容，真正实现“线上”、“线下”联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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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盐城”智慧医疗实现患者在线自诊、预约挂号、诊间支付、

报告查询等，改善“三长一短”现象，加快患者流转。同时，提供

儿童疫苗卡自助登记、接种信息查询、接种动态消息推送、紧急

呼叫救护车（一键呼叫）、实名用户献血记录查询等，改善了患者

就医感受，做到真正的便民惠民。

为全面完成对接上线，加强过程把控，盐城市卫健委制定了

对接工作进展情况定期督查通报制度，通过“每周一督查、双周

一通报”方式，督导基层落实责任，抓好整改，按时序推进项目建

设。目前，第一批接入６家三级医院和三家卫生单位，为居民提

供便捷的就医服务。

２０家媒体齐聚常州，聚焦“大数据 ＋大健康”

８月２０日，“Ｅ路同行，智慧江苏———医疗健康篇”网络主题

活动记者一行近３０人，来到常州实地调研考察智慧医疗建设情

况，参观了国家健康医疗大数据常州中心、常州市第二人民医院

和钟楼区五星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常州市重点围绕解决群众办事堵点、落实分级诊疗制度、深

化健康医疗大数据应用三大目标，不断推进“互联网 ＋医疗健

康”服务。发行全市统一、实名管理的居民健康卡，实现就诊一

卡通、医疗一账通，减少排队等待，改善就诊体验。建设远程会

诊和区域影像、心电等“五大中心”，促进优质医疗资源下沉，提

高基层能力。推进健康医疗大数据国家试点，重点开展慢病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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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健康促进、行业监管等领域的研究分析，推动“惠民、惠医、惠

政、惠商”应用。

常州市第二人民医院为了达到全院精细化管理，自行开发

多款智能管理工具。通过手机 ＡＰＰ或“掌上医 ＋”公众号，可进

行预约挂号、智能导诊、病史采集、智能分诊。探索智慧病历，实

现病历数据的可分析、可利用、可信任，规范病历书写，提高医疗

质量。建设智慧云系统，医师可以随时随地在手机上查看住院

患者的情况，确定个性化治疗方案。

五星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被评为省家庭医生服务模式创

新试点单位。中心创新推出“四三三五”健康管理模式，建设慢

性病管理诊疗平台，通过血糖仪、血压仪等物联网设备将检测数

据上传，智能管理后台对数据自动分类、分析、预警提醒。让家

庭医生可以集中精力提供个性化的用药指导和健康指导，带来

更好的管理效果。

泰州市创新开展“虚拟中药房”建设

为推动“互联网 ＋医疗健康”服务模式，巩固全国基层中医

药工作先进单位创建成果，姜堰区、兴化市卫健委在基层医疗机

构创新开展“虚拟中药房”建设。通过与辖区内中医院（中药饮

片生产或流通企业）合作，利用信息化技术和现代物流方式，由

基层医疗机构将中药处方通过网络发送，中医院（医药企业）按

照处方配药或代煎后直接配送至患者家中（医疗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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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为医疗机构提供统一服务平台，解决中药饮片基层使

用难的问题。“虚拟中药房”建成后破解了基层医疗机构中药饮

片品种不齐，质量控制难，专业中医药人员不足等难题。二是为

百姓提供方便，解决“煎药难”问题。中药汤剂煎煮，不仅工序繁

杂，且中药味道浓重，给其他居民造成困扰，煎药的不规范影响

药效，提供社会化代煎便民服务是必然趋势，能够方便百姓使用

中药。三是有利于监管部门的集中管理，监管部门可以集中人

力物力，加大对中药生产企业源头的监管，让百姓更放心。

通过“虚拟中药房”建设，进一步降低了基层医疗机构中药

房建设、中药饮片储存保管以及人力成本，有效保证基层医疗机

构使用中药饮片的质量，满足老百姓中医医疗保健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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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与信息安全专栏

● ９月１０日，省卫生健康委组织召开全系统网络安全保障工作电

视电话会，通报网络安全相关情况，部署网络安全保障工作。省卫健委

各处室、各直属单位，各市卫健委、市属主要医疗卫生单位，各县（市、区）

卫生健康委分管负责人、责任处（科）室负责人参加会议。省卫生健康委

副主任兰青出席会议并讲话，部署全系统开展网络安全“六查六落实”工

作。

● 省卫生统计信息中心积极推进省级健康信息平台数据中心安全

防护工作。为保障网络信息安全和业务系统稳定运行，省卫生统计信息

中心严格落实省卫生健康委相关要求，全面排查网络与信息安全风险，

开展安全整改，努力提升医疗健康信息网络安全保障水平。一是加强安

全培训工作，印发网络安全保障工作相关通知，部署网络安全保障工作

重点内容和要求。二是与所有涉及信息系统建设运维的人员签署信息

安全保密协议，提高系统建设运维人员的安全意识和保密意识。三是全

面排查机房安全隐患，开展机房消防、线路、监控报警系统的升级改造，

消除安全风险。四是组织专业机构对各业务系统和网站进行安全检查

扫描和渗透测试，结合检查结果，严格落实整改要求，加强安全防护。五

是建立网络安全应急处置机制，做好日常安全事件的预警和报告，明确

各业务系统具体安全责任人，实行２４小时值班制度，及时响应和处置网

络安全事件。六是组织制定大数据安全管理相关制度，对健康医疗数据

进行分类分级管理，加强对重要数据的安全保护。七是加快推进江北大

数据中心建设，建立更加完备的网络信息安全防护屏障，提高整体网络

安全防护水平。

● 省公安厅网安总队反馈，２０１９年以来全省公安机关开展网络安

全执法，涉及医疗卫生单位的案件有：①２０１９年４月，无锡市惠山区第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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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医院门户网站被黑，打开该网站主页主动跳转到博彩网站，该单位

未制定和完善内部安全制度和操作规程，未落实好网络安全保护责任。

后被责令限期改正并处警告。②２０１９年５月，宿迁市公安局发现有人在

网上出售新生儿信息，后经侦查将嫌疑人抓获。宿迁市公安局网安支队

发起“一案双查”，查明宿迁市卫生健康委使用网络及系统未落实网络安

全保护义务，导致新生儿信息发生泄漏，依据《网络安全法》第二十一条、

第五十九条第一款之规定，对宿迁市卫生健康委处警告处罚。③泰州市

第四人民医院的门户网站被黑客攻击，植入暗链，链接一赌博网站，泰州

市第四人民医院因涉嫌不履行网络安全保护义务，被处以警告处罚。

● 南通市开展卫生健康网络与信息安全专项检查工作。为贯彻落

实《网络安全法》，进一步推动南通市卫生健康系统建立和落实网络安全

工作责任制，全面摸清医疗卫生单位重要信息系统网络安全、信息安全

等级保护现状，进一步提高网络安全保障能力和防护水平，南通市卫健

委于７月１９－２４日对委直属医疗卫生单位开展网络与信息安全专项检

查工作。

● 苏州市卫健委代表队荣获２０１９苏州网络安全知识竞赛第一名。

日前，苏州市委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委员会办公室首次举办“２０１９年苏州

市网络安全知识竞赛”，苏州市卫生健康委员会代表队在近５０支参赛队

伍脱颖而出，获得了决赛第一名的好成绩。

● ８月１４日，为全面提升全市医疗健康信息网络安全保障能力，宿

迁市举办全市卫健系统信息网络安全培训班。培训会邀请了市委网信

办、市委办、市公安局网安支队就网络安全态势、新形势下的保密工作和

网络安全等级保护工作等方面作了系统培训。通过培训，提高了各卫生

健康单位网络安全风险意识，增强信息网络安全的防范能力，也为打造

全市卫生健康系统信息网络安全堡垒奠定了基础。

● ９月１２日下午，高邮市卫健委召开全系统网络安全电视电话培

训会，保障国庆７０周年期间全市卫生健康系统网络安全稳定。会上，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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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了９月１０日省卫健委网络安全保障工作会的主要精神，要求各单位认

清当前形势，对照省卫健委反馈的问题以及网络安全培训重点内容自查

自纠，切实做好全市卫生健康系统网络信息安全保障。

简　　讯

● 扬州大学附属医院打造线上医联体建设“扬州样本”　扬州大学

附属医院打破原有固定院会诊中心的模式，通过建立远程医疗平台，打

造线上医联体建设“扬州样本”。目前，该平台可实现远程会诊、远程影

像诊断、远程超声、远程查房、远程教学、线上双向转诊等功能，医院各科

室专家可通过办公室电脑或利用手机即可完成远程医疗服务。平台已

连接宝应射阳湖中心卫生院、宝应曹甸中心卫生院等多家医联体单位，

使得专家下沉、双向转诊得以顺畅实现，有效缓解了医疗资源分布不均

衡的矛盾，提升了社区和乡镇的医疗服务能力，增强了基层百姓同等享

受健康服务的获得感。

● 扬州市举办“互联网＋医疗健康进基层”论坛　８月３１日，扬州

市举办“互联网＋医疗健康进基层”论坛。扬州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党委

书记赵国祥、省卫生统计信息中心主任刘晓强、中国联通江苏省分公司

副总经理施巍巍、扬州市医院协会会长赵永华等领导、嘉宾及扬州医疗

卫生健康单位代表共２３０人出席了论坛。

● 常州市召开全市妇幼健康信息系统项目建设推进会　８月８日，

常州市卫生健康委召开全市妇幼健康信息系统项目建设推进会。各辖

市、区卫健局分管领导，市直属医院及二级以上医疗机构分管领导，相关

科室工作人员计６６人参加会议。市卫健委副主任张洪兵主持会议，他

强调，妇幼健康信息系统建设是今年妇幼工作的重点，各地各单位一定

要认识再提高、责任再加强、工作再推进、时间再抓紧、全面规范招标工

作，确保妇幼健康信息系统项目建设工作顺利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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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泰州市中医院以“互联网＋医疗服务”推动智慧医院建设　近年

来，泰州市中医院加快推进“智慧医院”建设，运用互联网、人工智能等信

息技术，优化改造就诊流程，贯通诊前、诊中、诊后各环节，推行“诊前、诊

中、诊后”全流程、“线上、线下”一体化的服务理念，以全链条、全方位的

“智慧型”医疗服务，有效缓解“排队长”、“流程繁”的问题，切实提高患

者满意度，推动医院管理精细化。

● 兴化市大力推进区域影像、心电、检验、病理诊断中心建设　为

推动分级诊疗制度建设，建设紧密型县域医共体，２０１９年，兴化市政府将

区域影像诊断中心建设列为“民生十件实事”，同步实施心电、检验、病理

等四大区域诊断中心，缓解基层医疗机构人才缺乏，设备不足，诊断水平

不高的状况，实现医共体内部信息互通、上下联动、资源共享，提高基层

医疗服务水平和质量，方便农村居民在基层就近享受高质量医疗服务，

减轻群众看病就医负担。

● 省内首台５Ｇ＋ＭＲ腰椎手术在常州一院实施　９月３日，在常州

一院远程会诊中心，借助常州电信５Ｇ网络实时传送的高清视频画面，医

院成功为常州一院钟楼院区的患者龚女士完成 ＭＲ辅助下腰椎骨折终

板分次骨水泥成形术，这也是省内首例５Ｇ技术支持下远程ＭＲ（混合现

实）辅助脊柱外科手术。作为常州一院智慧医疗的拳头产品，ＭＲ技术的

超高速、超精准建模和实时动态匹配均处于国内领先地位。

● 连云港市市立东方医院运用信息化手段实现危急值全闭环管理

　连云港市市立东方医院经过多年的实践和持续改进，利用信息技术，

不断优化流程和管理方式，形成了检查和检验、门诊和住院、电脑端和手

机端等多方位、多途径、多手段的危急值全闭环管理模式，明显缩短了危

急值报告及处置的时间，提高了临床医护危急值确认处置及时率。

—７１—



各市区域健康信息平台数据

上传省平台情况（７月１日 －８月３１日）

接入单位
数据

上传量

数据上

传天数

门急诊信息 出院信息 健康档案上传率

上传人次 上传率 上传人次 上传率 基本信息 高血压 糖尿病

南通市 ９８４１２８５９ ４５ １０３６０９６ ２０３１％ ８１８６０ ３６９３％ ９２３０％ ７６４３％ ９８２１％
苏州市 ９７６３７７９６ ６２ ４８５５３２０ ３２７８％ １５５１６９ ４４９３％ ６５０５％ ４６７２％ ８１６９％
南京市 ６９９９７５１３ ６２ ３０４８３７４ ２２５３％ １１０３５７ ３５２５％ ８００５％ １９２２％ ４６９２％
徐州市 ５９９９６２０９ ５６ ２２４５７８８ ３００９％ １６１７９７ ４７３０％ ６４８８％ ４５４２％ ９７１３％
无锡市 ５５２１０１８４ ２ １２００２７４ １４１３％ １４５９９１ ６６３４％ ４９３７％ ５０２０％ ９４３２％
连云港市 ３４９９５４２６ ６１ １２４８４２１ ４４２３％ ８２８４０ ６９７０％ ８９８７％ ４０９９％ ６７７４％
盐城市 ３３５５８５７３ ５３ １４３１６１４ ２４９５％ ４９９４９ ２４３６％ ９６１７％ ５７４２％ ７７４３％
泰州市 ３３１１１１２３ １ ９９１２４８ ３０９１％ ４７１９４ ３１８３％ ７３７３％ ４１９１％ ３１０８％
常州市 ２８８４２４９１ １ １０８３２４１ ２２５４％ ５９３７６ ４０４３％ ７６９９％ ５０９２％ ８９５４％
扬州市 ２８５８１８１２ ５２ １１７１６４６ ３６６６％ ３６６８０ ２６２８％ ４３５７％ ５３６６％ ９０４２％
淮安市 ２０９８３４５８ ２ ５３１８９３ １７４９％ ４８２５３ ３３０４％ ９７５８％ ５５０２％ ９３６４％

注：地市统计数据包含已与省平台对接的三级医院及区县平台数据。

各省属医疗机构数据上传省平台情况（７月１日 －８月３１日）

医疗机构接入单位
数据

上传量

门急诊信息 出院信息

上传人次 上传率 上传人次 上传率

检验检查

上传量

数据上

传天数

江苏省中医院 ４５４１７３２６ ９１６５２４ ９５５４％ ０ ０００％ １１６６０６８５ ３６
南通大学附属医院 ２７０７４０７２ ３９７２２３ １００００％ ２０８５３ １００００％ ７９４７０３５ ３２
江苏省人民医院 ２５７５２２２５ ２４２７２７ ２９６３％ ３５２５７ １００００％ ７９３３０３２ ３６

东南大学附属中大医院 １９１５２１２１ ２７５５２３ ８８７５％ ２８３３３ １００００％ ５６０１８２１ ３２
徐州医学院附属医院 １２０７４９１５ ３７６５３９ ８５４８％ ３０６３６ ８１１７％ ４８７８３３９ ２７
苏州大学附属儿童医院 ９８３５３０１ ２７２７３８ ６７６３％ １５４３５ １００００％ １８７１００８ ４１
苏州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６４２２２２３ ２９７７７１ ４４０７％ ２９２０１ １００００％ ４１７４１７７ ２９
江苏省省级机关医院 １９６８９８８ ８６８１２ ４４１２％ ２０１４ １００００％ ３２０６２８ ４２
江苏省中西医结合医院 ２１８３８３ ７１４２ ４０５％ ０ ０００％ ４２６６ １
江苏省肿瘤医院 １８４１９７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０ １

南京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７３７６８ ０ ０００％ １１７６８ １００００％ ０ ６
江苏省第二中医院 ０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０ ０

—８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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