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编者按：

随着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化，卫生信息化的重要性日益凸

显。在新的形势下，卫生信息化建设、应用和管理内容与形式及实质都

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同时，也面临许多前所未有的新情况、新问题和新挑

战。做好新形势下的卫生信息化工作，要站在新的起点和新的高度上认

真审视发展动态与趋势，需要积极探索，不断的总结，同时要善于借鉴先

进地区的成功经验，持之以恒的推进建设。

近年来，按照国家卫生计生委统一部署，在省卫生厅的直接领导下，

我省卫生信息化建设取得突破性进展，在多个领域居全国先进水平。为

进一步加强卫生信息化建设工作的交流，提高我省信息化整体建设水

平，决定定期出版《江苏卫生信息化简报》。

该简报是我省各级卫生部门、医疗卫生机构及卫生信息化工作者相

互沟通、相互传递信息的纽带，我们希望通过该刊物，给大家及时传递我

省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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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域的建设经验，共同推动工作开展。我们也衷心希望全省卫生信息化战

线上的同志们能够鼎力支持，踊跃参与并积极投稿。在未来的日子里，

我们将竭尽所能、辛勤耕耘，把这片信息传递园地培育得葱郁茂盛，欣欣

向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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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标准建设为江苏卫生信息化发展保驾护航

江苏省卫生信息标准建设居全国各省（市、区）领先水平，这

是国家卫生计生委统计信息中心领导对我省该项工作的评价。

信息标准建设是实现医疗卫生业务协同和信息共享的基

础，也是困扰卫生信息化建设的瓶颈。江苏省卫生厅高度重视

这项工作，２０１３年初成立了江苏省卫生信息学会信息标准化专

业委员会，由厅办公室主任担任主任委员。专委会成立后，开展

了广泛调研活动，摸清标准建设重点，既在遵循国家卫计委已发

布上百项信息标准的基础上，制定保证在省内信息共享的相关

落地标准。目标明确后，省卫生厅专门下文对相关信息标准的

编制任务进行了分解，由专委会牵头，邀请了省人民医院、中大

医院、省中医院、省疾控中心、鼓楼医院、南京市第一医院、南京

市中医院等单位数十位卫生信息、医学、药学、检验检查、病案管

理、医疗设备与耗材等方面的专家组成 ６个编制工作小组，依据

国家已颁布的卫生信息标准和技术规范，开展了缜密的研制工

作，经过一年多的努力，近期已编制并发布了《江苏省医疗卫生

信息标准体系规范》、《江苏省医疗卫生信息系统共享数据集（接

口规范）》、《江苏省西药代码》、《江苏省中药代码》、《江苏省中

成药代码》、《江苏省药物剂型、规格代码》、《江苏省检验分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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码标准》、《江苏省检查分类编码标准》、《江苏省放射分类编码标

准》、《江苏省医用耗材分类编码标准》等十余项江苏省地方卫生

信息标准，标志着江苏省卫生信息标准建设进入加速推进阶段。

２０１４年是我省全面推进区域卫生信息平台建设的关键之年。

为指导市、县区平台建设，我省编制完成《市、县区域卫生信息平台功

能规范》，对尚未开展区域卫生信息平台建设工作，或不具有规范功

能的信息平台部分地区，要求他们选择符合《规范》的应用软件产品

或进行整改。省厅还编制了《市、县区域卫生信息平台应用分级评

价标准》，对全省已实施的区域卫生信息平台，采用整体分级、定量评

分的方法，综合评测区域卫生信息平台的功能及业务应用水平，以此

建立区域平台功能评价标准和持续改进体系，目前“分级评价标准”

已完成在部分省辖市和县（市、区）区域平台试测评。近期正在编制

的标准还有治疗项目代码、服务项目代码、十种慢性病ＩＣＤ代码、检

验明细分类代码、检查部位代码、检验样本分类代码及标准代码与物

价代码的对照表等。

为强化信息标准的管理，我省编制完成《江苏省卫生信息代

码管理办法》，在全省范围内启用了“江苏省卫生信息标准管理

信息系统”，加强我省卫生信息化数据代码标准规范维护与管

理，确保卫生信息化建设可持续发展，同时对卫生信息标准应用

工作的培训、指导和督促，大力推进卫生信息标准贯彻执行。信

息标准是信息化建设的基石，强化卫生信息标准的研制、应用，

必将持续推进我省卫生信息化良性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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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卫生信息平台建设取得阶段性成果

省卫生信息管理平台一期建设基本完成。已实现与苏州、

常州、镇江、连云港、淮安、扬州、徐州等市的区域卫生信息平台

和省中医院、省肿瘤医院、南医二附院、省疾控中心等单位的数

据对接技术性工作，与南京、南通、盐城等市及省人民医院、省口

腔医院、省级机关医院、中大医院、省中西结合医院等单位的数

据对接技术性工作已经全面展开。

通过省卫生信息管理平台一期建设，已初步实现省内跨区

域业务数据交换和对全省医疗卫生数据的汇聚与整合、居民健

康档案跨地区调阅的试点应用。在省平台建设中，建立了数据

质量监管系统，对全部进入平台数据进行验证，保证进入平台数

据准确可靠；建立了标准管理系统，开展省共享信息标准的维护

工作；建立了注册管理系统，开展对行政区划、组织机构、医疗卫

生人员的注册管理；通过引入身份识别归集软件（ＩＢＭｉｎｉｔｉａｔｅ）产

品，初步解决病人唯一标识（ＥＭＰＩ）的识别问题。在省属三级医

院部署统一的健康档案浏览器过程中，开发了搜索功能，医生可

以通过对词或词组的搜索，快速的检索出病患历史诊疗记录中

相关的信息内容。

省卫生信息管理平台已累计接纳数据 １５８７多万条，其中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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诊信息７５６万条、住院信息１４万条、居民健康档案个人注册信息

５５６万条、基本公卫信息５６万条，患者基本信息２０５万条，为下一

阶段区域医疗卫生业务协同夯实了基础。目前省卫生统计信息

中心正在利用各地、各单位实时上传的医疗卫生业务数据开发

业务查询、决策支持系统及支持移动服务的 ＡＰＰ软件，为厅机关

及相关业务单位提供决策支持服务。

我省开展编制“卫生信息化建设三年（２０１５－２０１７）

行动计划与建设项目的可行性研究方案”工作

根据省委罗志军书记在镇江调研医改工作时，指出要加快

发展智慧医疗，让患者更便捷地享受优质医疗资源的指示，省卫

生厅加强卫生信息化建设顶层设计，开展了卫生信息化建设规

划工作。按照省卫生厅要求，省卫生统计信息中心于 ４月 ２５日

召开了“江苏省卫生信息化建设三年（２０１５－２０１７）行动计划与

建设项目的可行性研究方案设计”编制方案邀标会，５月 ３日组

建了由信息中心牵头，相关单位参与的方案编写工作组，开展为

期２周的全省卫生信息化调研工作，共调研全省各级各类卫生行

政部门、医疗卫生单位２８家，访谈负责卫生信息化建设的单位领

导、专家和工程技术人员 ５３人次，形成调研报告 ３７篇。在此基

础上，从战略角度采用 ＶＧＩＰ架构、从技术层面采用 ＰＯＩＳＡ架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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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写完成“江苏省全省区域卫生信息化现状的初步评估分析报

告”，按时完成编写工作的第一部分工作计划。

省卫生厅通过开展该方案编制工作，一是对我省卫生信息

化“十二五”已建项目情况进行评估，对建设成效和存在问题进

行总结、分析；二是对下一阶段我省卫生信息化建设需关注的重

点、拟开展建设的项目进行分析、论证，对项目建设应采取的方

式提出评估建议；三是制定全省卫生信息化建设三年（２０１５－

２０１７）行动计划书；四是完成相关项目可行性研究总体报告。同

时将把有关我省卫生信息化建设难点、困难和下一步工作建议

上报国家卫计委和省委、省政府，最大限度地争取技术和经费支

持，加快推进我省卫生信息化建设步伐。

孟群主任一行赴我省调研卫生信息化建设工作

４月１至２日，国家卫计委统计信息中心主任孟群一行专程

来我省开展卫生信息化工作调研。调研汇报会上，陈亦江副厅

长介绍了我省卫生信息化建设总体情况，省卫生统计信息中心、

省药品集中采购中心分别汇报了我省区域卫生信息化、省级卫

生信息平台及药品集中采购与监管信息平台建设应用情况。

听取汇报后，孟群主任对我省卫生信息化建设近年来所取

得的成效给予充分肯定。他说，江苏卫生信息化在很多方面走

—７—



在全国前列，一是得益于厅领导和各部门高度重视，加强了顶层

设计，按照“六位一体”建设思路整合卫生信息资源；二是得益于

在工作中创新机制，形成了卫生信息化点、片、面结合、整体发展

的良好态势；三是得益于注重信息标准建设，夯实了卫生信息化

坚实基础。他希望江苏作为全国卫生信息化建设第一梯队，在

下步工作中继续全面推进市、县（市、区）级区域卫生信息平台建

设，加强信息共享与业务协同，率先实现省级平台与国家级平台

之间的对接；同时要继续加快居民健康卡建设进度，加大发卡数

量、深化行业应用。

孟群主任一行还专程赴常州金坛市开展了基层卫生信息化建

设应用现场调研，对区域卫生信息化“金坛模式”给予高度评价。

江苏省区域卫生信息平台建设推进暨

培训会在南京召开

江苏省区域卫生信息平台建设推进暨培训会３月２０日在南

京召开。省卫生厅办公室主任戚兴锋出席会议并讲话，省卫生

统计信息中心副主任刘晓强主持会议。

戚兴锋主任在讲话中充分肯定了我省２０１３年卫生信息化建

设工作所取得的成绩，对下一步工作提出了总体发展思路，并要

求各市、县（市、区）再接再厉做好 ２０１４年卫生信息化各项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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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重点加强区域卫生信息平台、居民健康卡、远程医疗建设，

满足人民群众对医疗卫生服务诉求多样化、服务个性化、方式便

利化的新形势。常州市、苏州市、盐城市盐都区、海门市、东海县

在大会上做了卫生信息化建设经验交流。

培训会上省厅信息化专家组成员做了“卫生信息化战略规

划方法”、“区域卫生信息平台功能应用分级评价标准”、“区域卫

生信息平台建设中的若干思考”、“区域卫生信息字典”等专题报

告。会议还下发了一批卫生信息化标准。

常州、连云港市卫生局分管领导、各省辖市卫生局信息化工

作分管处室负责人、信息中心负责人，部分县（市、区）卫生局信

息化工作分管领导、信息中心或信息化业务负责人共１５０余人参

加了会议。

常州市钟楼区建设健康小屋工程

说到体检，很多人首先会想到大医院体检中心人满为患的

场景，不过，有了健康小屋，一般体检也可以很快捷，只需移步离

家不远的社区健康小屋，进行自助体检，检查结果当场可知。

所谓健康小屋，就是建立在居民家门口的社区健康一站式

服务平台，居民可将每年定期、被动的体检变成每天不定期的主

动体检，从而更好地关注自身健康及健康趋势，将健康管理从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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疗转变为预防，做到早发现、早预防、早治疗。健康小屋里可以

检测身高、体重、血压、血氧、心电、肺功能指标、血糖、脂肪含量、

骨密度等健康指标。当居民完成生理指标检测后，社区医生即

可采集到相关信息，并为居民提供指导意见，实现信息采集与健

康干预同步。

早在２０１２年常州市钟楼区五星街道率先成功试点健康小屋

的基础上，目前常州市钟楼区已建有 ５家健康小屋，近期拟规划

再建３０多家健康小屋。同时，目前常州市钟楼区已建成２６家社

区卫生服务站，拟规划再建１０多家，这些呈星网状分布在不同社

区的服务站将和健康小屋一起，作为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在规划

布局、服务内涵和服务功能上的补充，充分整合和利用现有的医

疗资源，极大地方便居民在家门口完成自我健康管理。

苏州市“智能运维”助力区域信息化稳步前进

近日苏州市卫生信息中心机房成功搬迁升级，面积从原有

的１００平米扩展到现在的近３００平米，共配备了６０个机柜，规模

扩大了３倍，设备增加 １倍，此次中心机房搬迁涉及约 １４０套设

备，７０多个信息系统，核心业务 ３０多项，牵涉业务单位达 ２００多

家，苏州市卫生信息中心在中心机房搬迁工作中克服了工作量

多、风险高、难度大机房设备型号复杂、信息系统相互关联性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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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困难，为我市区域卫生信息化向更高层次迈进打下了坚实的

基础。

在新机房的管理过程中，我们意识到区域信息化要更好更

快地发展，信息部门首先要实现自身管理的信息化。为了更好

地保障各业务平台的稳定运行，提高机房整体运维效率，信息中

心与相关安全厂商合作，在今年１月启动了统一安全运维监管平

台（ＳｏＣ）的部署，经过近半年时间的实施，现已经初步实现了机

房整体物理环境、卫生业务网络、核心业务应用各个层次的安全

运维管理，做到机房管理的实时化、可视化，通过智能化的预警，

加强对各类风险的监控。目前已实现对机房环境整体环境监

控，网络设备及服务器监控，并将安全预警统一整合，通过大屏

幕、手机短信、邮件等多种方式，让机房管理人员能实时掌握机

房温度湿度，设备运行状况，带宽使用情况等。

根据卫计委下发的《卫生行业信息安全等级保护工作的指导

意见》、省厅《关于推进我省区域卫生信息平台建设的指导意见》，

我市的区域平台定为第三级，属于业务平台安全等级的最高级，所

以必须从物理，数据、应用、网络、管理五个层面加强管理。参照信

息安全三级保护的要求，我中心在应用统一监管平台的同时，逐步

建立了一整套规范化的运维服务流程，包括业务单位进驻管理，设

备资产管理，业务系统信息登记管理，业务需求变更管理，应急响

应管理等在内的管理流程，加强整体运维能力，做好机房安全保

障，为区域卫生信息化可持续推进保驾护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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宿迁市完成区域卫生信息平台项目招标工作

宿迁市区域卫生信息平台项目于 ４月 ９日开标，经多轮角

逐，最终确定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宿迁分公司为该项目供应

商，项目建设周期为６个月，预计今年１１月底前全面完成建设。

区域卫生信息平台将对宿迁市市区所有医疗机构的患者就医

信息进行整合，实现资源共享，并发行居民健康卡，新建远程会诊、卫

生监督、妇幼保健、卫生应急等信息系统，标准化升级改造以电子病

历为核心的医院信息系统，建成数据共享共用的区域卫生信息平台，

开展跨机构业务协同，实现居民电子健康档案数据集成，为市民提供

贯穿一生的全过程健康管理和医疗卫生服务。

据悉，沭阳县、泗阳县、泗洪县区域卫生信息平台项目也将

于近期公开挂网招标，年底前完成建设，实现全市医疗卫生数据

共享共用。

镇江市一院利用即时通讯技术（ｌｙｎｃ）

推广多学科诊疗模式（ＭＤＴ）

近年来，随着现代医学进步和药物、治疗手段的增多，单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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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治疗模式已经难以满足患者的要求。为了避免因医生知识领

域的限制给患者治疗带来不利影响甚至形成错误决策，疾病的

治疗必须综合各种治疗模式，需要多个学科共同参与。

近日市一院通过与微软公司合作，率先利用即时通讯技术

（ｌｙｎｃ）推广多学科诊疗模式（ＭＤＴ），倡导以疾病和患者为中心，

多学科携手，运用统一的临床实践标准，实施科学合理的诊疗行

为。目前该院在肿瘤疾病的规范化诊治上，利用信息化工具，实

现了 ＭＤＴ会诊流程的信息化：首先 ＭＤＴ发起人在电子病历系

统中发起会诊申请；ＭＤＴ协调人在收到会诊申请后确定 ＭＤＴ时

间和参加人员；受邀的参加专家成员，主要由普外科、放疗科、化

疗科、影像科和病理科共同组成；最后由 ＭＤＴ发起人对会议内

容进行总结和整理，并最终在电子病历中完成 ＭＤＴ会诊内容的

录入；会诊过程中医生利用即时通讯技术（ｌｙｎｃ）在线参加会诊；

会诊医生在讨论过程中使用 ｌｙｎｃ共享病人的基本信息及影像资

料，在线共同讨论患者的病情，结合病人的疾病的实际情况、身

体情况和心理承受能力，权衡利弊，提出一个最适合病人的规

范、合理、最佳的诊疗方案。

通过利用即时通讯技术（ｌｙｎｃ），基本实现了 ＭＤＴ从申请流

程、会议讨论到数据收集、过程监管、全程录像的全面信息化，在

临床、科研、教学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目前该技术在全国处于

领先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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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市区域卫生信息平台数据上传省平台情况（截止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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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镇江市 ５１８００１ １９１０２１４ ６６５６ ７７２２０１ １６９８８４ ３３７６９５６
徐州市 ２８０２４６ １９２８５５８ ０ ７９３５８４ ９５６８７ ３０９８０７５
连云港市 ０ ０ ０ ２３８４３３９ ０ ２３８４３３９
苏州市 ０ ０ ０ ７２７４９６ １３７５４１ ８６５０３７
淮安市 ０ ０ ０ ３５２１５６ ４２３６２ ３９４５１８
常州市 ５７７１８ １５１６９８ ８０２４ １２２９１９ ３１４４８ ３７１８０７
扬州市 ０ ０ ０ ２９８５４１ ３８２７８ ３３６８１９
南京市 ０ ０ ０ １１４２８６ ４４３９４ １５８６８０
无锡市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宿迁市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盐城市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泰州市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南通市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８５５９６５ ３９９０４７０ １４６８０ ５５６５５２２ ５５９５９４ １０９８６２３１

各省属医疗机构数据上传省平台情况（截止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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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京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２１６２１７ ２４７９６１０ １０５０９７ ２８００９２４
江苏省中医院 ９６２２４１ １０７６４４１ ２０８６３ ２０５９５４５
江苏省肿瘤医院 １５６２３ １３８３８ ９１９ ３０３８０
江苏省人民医院 ０ ０ ０ ０
江苏省中西医结合医院 ０ ０ ０ ０
江苏省口腔医院 ０ ０ ０ ０
江苏省省级机关医院 ０ ０ ０ ０
东南大学附属中大医院 ０ ０ ０ ０
徐州医学院附属医院 ０ ０ ０ ０
苏州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０ ０ ０ ０
苏州大学附属儿童医院 ０ ０ ０ ０
南通大学附属医院 ０ ０ ０ ０

１１９４０８１ ３５６９８８９ １２６８７９ ４８９０８４９

【联系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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