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兰青副主任出席２０２０中国卫生信息技术交流大会

２０２０中国卫生信息技术／健康医疗大数据应用交流大会暨

软硬件与健康医疗产品展览会于９月２５－２７日在海口市隆重召

开。本次大会由中国卫生信息与健康医疗大数据学会主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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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卫健委统计信息中心主任吴士勇

及有关司局领导、江苏省卫健委副主任兰青等出席本次会议。

大会围绕健康中国建设和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聚焦数

字健康与全民健康信息化建设与发展，思考新型信息技术与医

疗卫生服务融合新模式，展望数字健康新愿景为主题，共设置十

大板块、２５个平行论坛、８场拓展培训课。国内外卫生健康和信

息技术领域的知名专家学者及从业人员共１万余人出席。

兰青副主任在会上作专题发言，他介绍了江苏作为第一批

国家健康医疗大数据中心与产业园建设国家试点省，在国家卫

健委的指导下，积极推进试点工作，推进大数据应用，促进临床

医学研究，创新服务模式，开展便民惠民活动，更好地满足人民

健康医疗需求。特别是新冠疫情以来，利用医疗大数据分析聚

焦疫情防控和患者治疗，更好地实现精准防控。

兰青介绍，目前江苏省已组建了智慧健康信息传输主干网，

连接省内２８万家医疗机构，承载着全省区域卫生健康信息的实

时数据传输任务。目前江苏省所有乡（镇）、村、社区卫生服务中

—２—



心、站以县（区、市）为单位统一建设部署了基层医疗信息系统，

目前正在开展提档升级工作。二级以上医院普遍建成符合规范

要求的电子病历系统，目前通过电子病历系统功能应用水平分

级评价６级的２家，通过 ５级的 １８家，占全国的 １６％，江苏省人

民医院等三家医院通过国家医院信息互联互通成熟度五级乙等

测评，通过４级甲等的有２８家。全省已有８８家医疗机构取得互

联网医院牌照，已上线医生 １６１０２人，年内将建成 １００家以上的

互联网医院。江苏下一步将继续建立以“统”“共”“广”为目标

的全民健康信息化新模式，建立统一规划设计、统一建设的新机

制；实现多方参与、共建共享共赢、可持续发展的新生态；开创规

范、科学、广泛应用大数据的新格局。

兰青副主任在常州调研健康医疗大数据试点工作

１０月２９日，省卫健委副主任兰青赴常州市调研国家健康医

疗大数据试点情况，常州市及钟楼区有关领导陪同调研。

兰青一行现场考察了国家健康医疗大数据（常州）展示中

心、存储中心、研究中心和常州健康医疗大数据运营有限公司，

听取市卫健委关于常州大数据试点工作建设的情况汇报，详细

了解钟楼区支持健康医疗大数据存储中心建设和组建常州健康

医疗大数据运营有限公司的相关情况，以及健康医疗大数据管

运分离的创新模式和运营思路。

自２０１６年１０月接受国家健康医疗大数据中心与产业园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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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试点任务以来，常州市不断提升区域全民健康信息平台数据

质量，大力推进实名制就诊，实施“就诊一卡通、医疗一账通”便

民服务，推动各级各类医疗机构数据汇聚，目前，市平台已收集

电子健康档案、公共卫生和诊疗服务等信息２６亿条，６月份实名

就诊率达９０％以上，累计发放居民健康卡 ５４万张，实名开设一

账通账户２００万个。常州健康医疗大数据运营有限公司致力促

进健康医疗大数据汇集、清洗、挖掘、分析和产业孵化，打造有利

于健康医疗大数据应用发展的综合平台，探索真正可持续的运

营模式。

兰青指出，常州市健康医疗大数据试点工作思路清晰、模式

可行、推动有力、成效明显。常州市已初步汇聚了区域内健康医

疗数据资源，下一步要思考如何更好地挖掘、应用数据。他表

示，省卫健委将大力支持常州试点工作，推动省全民健康信息平

台的数据逐步存放至常州中心，与南京大数据中心互为备份，促

进两地共同开展大数据分析、研究和试点应用。他希望，常州要

加快推进健康医疗大数据惠民、惠医、惠政、惠企等方面应用，积

极探索可持续的健康医疗大数据应用发展和运营机制，为全省

提供更多更好的经验。

我省１９家单位通过２０１９年度国家医疗健康
信息互联互通标准化成熟度测评

近日，国家卫健委统计信息中心发布《２０１９年度国家医疗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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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信息互联互通标准化成熟度测试结果的通知》（国卫统信便函

［２０２０］４１号），我省 １９家单位获得国家医疗健康区域信息互联

互通标准化成熟度测评（四级甲等），分别是连云港市卫健委、南

京市高淳区卫健委、昆山市卫健委、南京市江北新区管理委员会

卫生健康和民政局、南京市建邺区卫健委、无锡市惠山区卫健

委、苏州大学附属儿童医院、苏州市立医院、南京市中医院、靖江

市人民医院、淮安市第一人民医院、徐州矿务集团总医院、泰州

市人民医院、南京医科大学附属口腔医院、苏州大学附属第二医

院、无锡市骨科医院、淮安市第二人民医院、苏州市第九人民医

院、江苏省肿瘤医院。

江苏省作为首批互联互通成熟度测评工作分级管理试点省

市，明确“以评促建、以评促用”的指导思想，以测评工作为抓手，

加快推进我省全民健康信息化建设步伐，有效促进全民健康信

息平台标准化和医疗机构互联互通建设与应用，推进跨区域、跨

业务的互联互通和业务协同。目前，我省已有２个市、１个县区、

３家医院获评“五级乙等”，多家单位获评“四级甲等”，整体水平

居于全国前列。

省卫健委、财政厅召开全省医疗电子
票据改革推进会

财政票据是财政管理的重要载体，医疗收费票据使用量约

占财政票据使用总量的７５％，关系百姓切实利益，推进医疗收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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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票据管理改革意义重大。经过一年多的改革试点，我省医

疗收费电子票据管理改革取得阶段性成效，截至２０２０年１０月１５

日，全省共２１家医院、１个县级区域全民健康信息平台实现与省平

台对接，开具医疗收费电子票据３１０６８万张、金额超１４１亿元。

为进一步扎实推进我省财政医疗收费电子票据管理改革工

作，１０月２１－２２日，省卫健委和省财政厅在泰州召开了全省医

疗收费电子票据管理改革推进会，全省各市、县（市、区）财政局

综合部门、卫健委财务部门主要负责人及信息化相关人员近２００

人参会。省财政厅、省卫健委有关部门领导出席了会议。

会议进行了医疗收费电子票据管理改革政策解读、业务系

统对接讲解、改革推进情况交流，省级医院、南通市、高淳区财政

部门分别从医院系统改造和对接、地区统筹推动、区域全民健康

信息平台建设角度介绍经验和做法。省财政、省卫健委和省医

保局有关领导对下一步工作提出了要求。

健康医疗大数据制度规范体系研究项目通过验收

为贯彻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促进和规范健康医疗大数

据应用发展的指导意见》，推动我省健康医疗信息系统和公众健康

医疗数据互联融合、开放共享，营造促进健康医疗大数据安全规

范、创新应用的发展环境，作为国家工信部试点，我省依托省级全

民健康信息平台开展了健康医疗大数据共享服务平台建设。

开展大数据共享与应用，管理规范和标准制定是前提，特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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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数据管理、数据安全、隐私保护等方面的相关规范标准，为此，

省卫生统计信息中心联合南京大学开展了健康医疗大数据共享

开放制度规范体系研究。该项目旨在国家法律政策允许范围

内，建立一套内容涵盖运行管理类、共享服务类、安全隐私等方

面的健康医疗大数据共享服务制度，包括《组织管理制度》《人员

安全管理制度》《数据资产管理制度》《数据分类分级管理制度》

《数据共享开放管理制度》《数据对外合作管理制度》《数据应用

安全评估制度》《去标识化（脱敏）管理制度》《数据安全事件管

理制度》等。

近日，省卫生统计信息中心组织专家对该项目进行了验收，

国家卫生健康委统计信息中心胡建平副主任等专家一致认为该

项目达到了预期目标，相关制度对规范与推进我省健康医疗数

据开放共享和创新应用有重要意义。

“健康苏州掌上行”荣获国家卫健委
“互联网 ＋医疗健康”服务典型案例

近日，国家卫生健康委办公厅发布《关于通报表扬“互联网

＋医疗健康”服务典型案例的通知》，由苏州市卫健委、苏州银行

联合建设的“健康苏州掌上行”平台，获评全国 ５０个“互联网 ＋

医疗健康”服务典型案例。

“健康苏州掌上行”是运用“互联网 ＋医疗健康”打造的数字

化服务平台。平台按照统一入口、统一资源、统一运维、统一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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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的核心建设思路，推进健康医疗服务线上和线下高效协同，致

力于打造苏州市就医服务总入口、预约挂号总池子和医疗服务

的总链条。在２０２０年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健康苏州掌上行”充

分发挥优势，迅速上线了全预约诊疗、发热门诊查询、核酸检测

预约、在线咨询、线上口罩预约等便民服务，有效缓解了市民的

“堵点”“痛点”问题，为苏州市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做出积极贡献。

目前，平台已经实现了３０多家医疗机构的预约挂号、签到取

号、在线支付、医保结算、检验检查报告查询和医疗资源在线查

询等功能。此外，通过与市疾控、急救中心、市妇幼保健中心等

公共机构的信息系统对接，为苏州市民推出了预防接种查询、献

血查询、妇幼保健查询、非急救转运等特色功能。截至２０２０年９

月末，“健康苏州掌上行”注册用户已突破１３１万，逐渐成为市民

线上就医不可或缺的好助手、好伙伴。

连云港市卫健委举办全市卫生健康信息化培训会

为进一步提高全市卫生健康信息化应用和管理水平，提升

从业人员信息技术能力，１０月 ２２日，连云港市卫健委举办了全

市卫生健康信息化培训班。市卫健委副主任刘蓉出席并作动员

讲话。各县（区）卫健委、功能区社会事业局、委属各单位信息化

分管领导、信息化工作负责人和相关工作人员，各县（区）二、三

级医院（含民营医院）、乡镇卫生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信息化分

管院长（主任）和信息化工作负责人共计约３００人参加了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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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上，刘蓉回顾了２０２０年所取得的成绩，市全民健康信息平

台顺利通过互联互通测评四级甲等；医疗便民服务平台使用量

稳步增长，医保卡脱卡支付已实现多家市直医院上线，电子健康

卡发卡量突破８５万张；市一院通过电子病历六级；委直属医院互

联网医院实现全覆盖等。刘蓉强调，此次培训班旨在分享全市

信息化领域各个方面在探索中取得的成果和经验，为编制“十四

五”信息化发展规划奠定基础，以推动全市卫生健康信息化整体

水平的提升。培训班邀请了市公安局网安支队进行了信息网络

安全培训；市卫健委信息中心还分别就平台与相关业务系统等

进行了培训。

镇江医学援藏“线上 ＋线下”，
“网上医院”托起达孜百姓“健康梦”

近年来，江苏大学附属医院在援藏工作中不断探索新理念、

谋划新举措、实现新发展，以方便西藏地区百姓看病就医为切入

点，结合当地医疗需求，在达孜区人民医院建立了互联网医院接

诊点。该接诊点借助“网上江滨医院”平台，利用江滨医院的医

疗优势，发挥互联网的作用，用实实在在的惠民行动，在雪域高

原书写医者初心，树立镇江标杆。

由于西藏医疗资源不足，实现镇江市优质医疗资源与当地

百姓、医生之间零距离，是精准健康扶贫的职责所在和使命担

当。“网上江滨医院”不仅精准对接当地医疗需求，也扩大了优

—９—



质医疗资源的服务供给，集合全院医疗资源的全院式援藏。

西藏地区百姓通过“网上江滨医院”患者端“对口支援西藏”

模块，动动手指就能享受到三甲医院的免费咨询问诊。根据当

地医院专科特点，“网上江滨医院”医生端建立了外科、妇产科、

内儿科、护理等两地医护合作组，相隔四千公里的两地医护人

员，可通过手机随时开展远程查房、远程会诊、远程教学等协作

互动，带动达孜区人民医院医疗服务能力和管理水平整体提升。

江苏大学附属医院还将借助“网上江滨医院”，创新开展 ＭＤＴ远

程会诊、远程健康管理等服务，为增进达孜百姓健康福祉做出新

的更大贡献。

扬州市卫健委召开“互联网 ＋护理”
工作推进暨经验交流会

为进一步推进全市“互联网 ＋护理”工作，１０月 １５日，扬州

市卫健委在扬大附院召开“互联网 ＋护理”工作推进暨经验交流

会。市直各医院、各县（市、区）卫生健康委、试点医疗机构分管

领导、职能科室负责人共６０余人参加了会议。

会上，扬大附院护理部副主任俞萍结合该院“护理网 ＋护

理”工作实践，重点从项目背景、主要贡献和创新、实施过程、经

验启示四个方面，介绍了“互联网 ＋护理”工作思路与经验。该

院首批“网约护士”代表房会娥在会上结合具体服务案例，交流

了“网约”线下服务的工作体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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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还对“互联网 ＋护理服务”下一阶段重点工作进行布置。

一是再部署、再动员。扬大附院“互联网 ＋护理”线下服务的开

通，是全市范围内第一家。各地各试点医院要学习借鉴扬大附院

的经验，推动“互联网 ＋护理”工作在全市落地开花。二是再培

训、再动员。要开展护理人员业务培训，在保证安全的前提下，充

分调动护理人员的积极性。三是再宣传、再动员。宣传“互联网 ＋

护理服务”，提高群众的知晓度、认可度，真正惠及于民。

通州区医疗电子票据管理平台首张票据“诞生”

１０月９日，通州区城西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成功开出我省区

域医疗电子票据管理平台首张电子医疗票据，这标志着通州区

医疗电子票据进入实质性应用阶段。此项工作的开展是在我省

部分三级医疗机构推广应用医疗电子票据的基础上，通州区卫

健系统顺应财政医疗电子票据“放管服”改革的相关要求，投入

专项资金，进行电子票据管理平台标准化建设，规范对接省财政

厅电子票据系统，实现医疗电子票据管理功能。

医疗电子票据相对传统的纸质医疗票据出票更快速，提高

了工作效率，减少患者的排队等待时间。患者缴费后，系统会产

生一张载有就诊信息和二维码的凭条，只需用手机“扫一扫”，就

能读取电子发票，可自行下载、打印、查验。

通州区医疗电子票据管理平台共覆盖医疗机构 ２２３家（含

村卫生室），近期将分期分批安排医疗电子票据上线工作。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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票据电子化改革，符合绿色环保的发展理念，每年将节约印刷成

本约１６０万元。医疗电子票据方便保存，若有遗失，可以补打印，

给患者带来了更多的便捷。

网络与信息安全专栏

我省４支队伍参加全国卫生健康行业
网络安全技能大赛决赛

由国家卫生健康委规划信息司主办、中国医院协会信息专

业委员会（ＣＨＩＭＡ）承办的全国卫生健康行业网络安全技能大

赛，经过６月份线上初赛和７月份线上复赛之后，１２月５日在深

圳进行了最后决赛。全国共有９１８支队伍报名参赛，４０６支队伍

进入复赛，最终遴选出 ５０支队伍参加决赛。我省有 ４支队伍进

入决赛，分别是江苏省人民医院的“仁医 ｏｘｆｆ战队”，苏州市卫生

统计信息中心的“ｓｎｉｐｅｒ”队，南通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南通市卫

生信息中心、南通市卫生信息网络安全工作委员会、南通市第一

人民医院、南通市妇幼保健院、南通市第六人民医院组成的“南

通第一城”队，常熟市卫生统计信息中心、常熟市第二人民医院

组成的“常熟卫健联队”。比赛采用理论知识问答、ＣＴＦ夺旗赛

和 ＡＷＤ攻防兼备结合的方式，全面考察选手理论知识和实战能

力。同时，我省获得大赛优秀组织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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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云港市卫健委举行全市网络安全应急演练

为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网络安全系列重要讲话精神，

切实提升全市网络安全突发事件应急处置能力，连云港市卫健委

于１０月２９日联合市委网信办、市公安局组织开展２０２０年卫健系

统网络安全专题应急演练。市卫健委副主任刘蓉、市委网信办副

主任薛飞、市公安局网安支队政委胡韬出席演练，市属医院相关负

责人、县（区）网信部门、部分市直机关人员观摩演练。

本次演练现场模拟了网页篡改、勒索病毒攻击场景，分别对

发现事件、分析研判、应急处置、事件上报和风险防范等多个阶

段进行了现场演练，详细介绍了网络安全突发事件应急处置流

程。同时，要求各部门要以此次演练为契机，更加清醒地认识网

络安全各种风险和挑战，树立全程防范、全员应急理念，不断提

升应急管理和网络安全工作水平，防范网络安全风险、共筑网络

安全防线，为推动“强富美高”新港城建设提供网络安全保障。

通州区卫健委召开网络安全工作暨
网络安全宣传周业务培训会议

为进一步加强医疗卫生单位网络安全管理工作，提高网络

安全责任意识和安全防护能力，营造网络安全浓厚氛围，９月 １６

—３１—



日下午，通州区卫健委组织召开网络安全工作暨网络安全宣传

周业务培训会议。区人民医院、中医院、第二人民医院、中心卫

生院和直属卫生单位网络安全信息化分管领导、信息化负责人，

乡镇卫生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含分支机构）信息化负责人，各

镇（街道）卫生所所长参加会议。

通州区公安局网络安全负责同志通报了医疗卫生行业网络

安全面临的严峻形势和本地网络安全存在的问题，以案施教、以

案释法。培训进一步提高了各单位对网络安全形势、落实等级

保护制度重要意义的认识。有关技术人员重点从工作环境、计

算机、手机、社会工程和智能家居等方面讲解网络信息安全，并

且详细介绍等保２０标准。会议就网络安全工作提出三点要求：

一是要提高思想认识，高度重视网络安全建设与管理；二是要加

强组织领导，全面落实网络安全工作责任制；三是要落实工作职

责，积极推动网络安全工作常态化开展。

简　　讯

● 南京市开展第二阶段医疗卫生数据质量专项提升行动　南京市

医疗卫生数据质量专项提升行动至９月底，已分批对４０家单位进行了数

据治理，数据质量提升明显，各区和各医院数据得分平均增长了２６０１％

和４２４９％。鉴于此，南京市卫健委决定启动第二阶段医疗卫生数据质

量专项提升行动。１０月，共有４个区的９家二、三级医院接受了数据质

量提升专项检查。

● 无锡市妇幼保健院积极推进医疗收费电子票据管理改革　１１月

１３日，无锡市妇幼保健院成功开出无锡市医院第一张医疗收费电子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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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成为全市首家同时实现门诊和住院收费电子票据上线功能的医院。

患者在窗口缴费结算后，就诊凭条上会有本次缴费结算的电子票据二维

码；个人可通过“江苏政务服务 ＡＰＰ”“无锡市妇幼保健院微信公众号”

“扫描就诊凭条上的电子票据二维码”下载电子票据。报销单位可通过

省财政厅票据查验网站查验票据真伪。医疗收费电子票据上线方便了

患者下载、保存、查看和报销使用电子票据。

● 连云港市第二人民医院５Ｇ远程查房　智慧诊疗显力量　１０月

２１日，连云港市第二人民医院远程诊疗中心通过５Ｇ网络移动查房车，

对医联体内的板浦卫生院的患者实时远程查房。通过大屏幕，连二院相

关专家与板浦卫生院管床医生进行高清流畅的视频交流，了解患者病

情，进行治疗方案指导。以往基层远程会诊，只能在固定会诊室进行，而

通过５Ｇ，可以对一些疑难、重症患者实施移动查房，减轻患者痛苦，提高

诊疗效率。

● 常州市第二人民医院启动智慧医院ＨＩＣ模拟评价　１０月２０日，

常州市第二人民医院启动智慧医院 ＨＩＣ模拟评价。艾力彼专家团队通

过听取汇报、查看资料、系统追踪、现场访谈等方式对常州二院信息化工

作进行了三天的全面评估。专家们充分肯定了常州二院信息化建设的

工作思路、整体规划，认为在近几年的积累中，医院的信息化工作已经处

于稳步爬升阶段。希望在接下来的工作中医院能充分发挥现有优势，补

齐短板，充分运用信息化手段抓好事前、事中质量控制，提升工作效率。

● 东台成功开展首例５Ｇ远程医疗会诊　近日，东台市人民医院与

上海市第一人民医院连线，依托５Ｇ技术，通过健康云远程医疗协同平台

成功进行远程医疗会诊及远程查房。这是东台市首例５Ｇ远程会诊，标

志着５Ｇ技术在该市医疗行业进入实际应用创新阶段，同时进一步推动

东台市人民医院远程会诊由市内向市外延伸，方便快捷地在患者和大医

院专家及基层医院和大医院之间架起沟通桥梁，方便基层患者家门口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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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大医院专家诊疗。

● 兴化市启动乡镇卫生院“银医通”项目　９月１５日，兴化市卫健

委与兴化农商行合作开展的“银医通”项目正式签约并召开启动会。该

项目主要是为全市４０多家乡镇卫生院配备多功能自助服务机，可提供

自助挂号、自助查询、自助打印检查检验报告等自助服务；可实现银联

卡、微信、支付宝聚合支付功能，并开通支付宝“刷脸支付”功能；同时农

商行客户还可通过“ｅ路有我”ＡＰＰ进行预约挂号等自助医疗健康服务。

● 宿迁市预防接种门诊信息查询又添新途径　为方便市民查询预

防接种门诊信息，在官网发布全市预防接种门诊信息的基础上，宿迁市

疾控中心通过“宿迁疾控”微信公众号集中发布宿迁市儿童、成人及犬伤

预防接种门诊信息，并在“宿迁疾控”微信公众号设置“疫苗接种”专栏，

市民可以查询到宿迁市儿童、成人及犬伤预防接种门诊信息。

● 促进“智慧医院”发展　常州一院信息化建设开启新篇章　１０

月１４日，常州一院在学术报告厅举办信息集成平台、一体化电子病历及

数据中心项目启动仪式。项目组汇报了前期准备工作、建设内容等基本

情况，项目主要围绕平台、电子病历与数据中心进行智慧医院建设，项目

的建成将帮助医院优化诊疗流程、提高医疗服务质量和科研技术能力、

提升医院管理水平，实现智慧医院建设目标。

● 连云港市第四人民医院移动护理系统正式上线使用　近日，连

云港市第四人民医院移动护理系统正式上线使用。系统以“患者为中

心”，基于医院现有 ＨＩＳ，以无线网络为载体，借助移动终端设备的便携

性和腕带标签的智能识别，将护理工作延伸到患者床旁，实现患者身份

识别无差错、用药无差错、护理工作可量化，帮助病区护士在护理业务中

实时获取患者临床信息，准确地确认执行医嘱，有效实现闭环医嘱，做到

正确的患者在正确的时间得到正确的治疗。

—６１—



各市区域健康信息平台数据上传省平台情况（９月１日 －１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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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苏州市 １５８８９１０７６ ６１ ４７２８７３１ ３４１１％ １３０６４０ ４２７０％ １７９４２１５ ２９０９２８ ８８５７６
南京市 ２４０８６４１２９ ６１ ６５３６２５５ ４７５５％ １７２１１４ ５６６６％ ４６５８５１ ９７２５５ ２９５６４
扬州市 ６１７８４６０１ ６１ １１８１６８６ ３７１１％ ５９８７４ ４７２０％ ３０６２０２１ １２３９４７ ２６９４７
宿迁市 ４３８４１６８７ ６１ ７０３７８０ ２１８０％ ３６９８３ ２５７６％ １８０２２１６ ２１８８１４ ６９１２８
常州市 １０２１２７１９６ ６１ １９０４２９５ ４０６７％ ５８４１３ ４５８１％ ９３４９０９ ８０７５６ ２６３６９
徐州市 １３５６１３５１０ ６１ ３７３７７８０ ５５３０％ １５４８９５ ４９６０％ ２１０４６４８ １７４８８２ ６８９００
盐城市 ６１７４０２２２ ６１ １４２３３４３ ２７３９％ ４０９１０ ２４４１％ １４２６２３５ ２０８９４４ ３３７７７
淮安市 ４６００４３２０ ６１ ８０１１８９ ２７０７％ ４８３９３ ３５３８％ ２５３９５６２ １７７１６６ ５３８９２
南通市 １１７１８２７９４ ６１ １９８５１３５ ３８６６％ ９４０８９ ４３５４％ １１３１６３０ ７５４９１７ １４８５５４
连云港市 ２９２５１３４９ ６１ ４４７５４０ １６０４％ ３３９６７ ３０２１％ ７０４６２８ ８０２５０ ２５１４９
镇江市 ４０６７８８７０ ６１ １３９４０９０ ４１２４％ １８０５５ ２８０５％ ５５７６４６ ３０２１７ ３２５１１
无锡市 ９０６３２３３５ ６１ １７９５３９８ ２１４０％ ６３５８４ ３０９２％ ９６０５５５ ２７６２０３ １０８７３９
泰州市 ６５６７０９７７ ６１ １０２４１９２ ３４９０％ ６９８５５ ５２０９％ １０５３９ ３２８７ ２１０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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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９月１日 －１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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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４５８９９７９１ ９４１４７７ ９０８５％ １２４６８ ８０７３％ １１４９０１２６ ６１
东南大学附属中大医院 ２１４６０３１９ ２６８６１８ ８２３４％ １３９２８ ８２４５％ ８３２９０５０ ６１
南通大学附属医院 １８８２８０２２ ７４９７３ １７６１％ ２０２５９ ９６８６％ ９１１９８４１ ６１
江苏省人民医院 １６１１７１６２ ６９８５３４ ７８６１％ １６８８９ ５９６５％ ６３３２３４２ ５６

徐州医科大学附属医院 １３５３８８８１ ３５５１９８ ８４３９％ ２５２３７ ９７８６％ ７９５３１９１ ６１
江苏省肿瘤医院 ９７００１２０ ５６７０９ ７９９４％ １５７２１ ９７４４％ ３２６３４２８ ６１

苏州大学附属儿童医院 ６４５０９１０ ３１７１７６ ８８６９％ ７８５３ ５７６７％ ２３２９８７６ ６１
南京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５３２９５０２ ３０６８８１ ９８１３％ ９３０３ ９７５１％ ３５１３１８０ ６１
江苏省中西医结合医院 ５２７６１６２ １６４８０７ ９９６８％ ７ ０１６％ １４７７６８６ ６０
苏州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２３９６５０９ ７２８５３ １１９３％ ０ ０ １３３９５７０ ６１
江苏省省级机关医院 ２１６０００９ １１５３１２ ７８５３％ ８１７ ８４７５％ ３１６３４１ ６１
江苏省口腔医院 １１０６７０６ １０７１２６ ７４０５％ １１７ ２０８９％ ５９８１２ ６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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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方式】
联系人：唐　凯　　电　话：０２５－８３６２０５２１　　Ｅ－ｍａｉｌ：ｊｓｗｓｘｘｘｈ＠１６３．ｃｏ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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