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区域卫生信息平台分级评价工作正式启动

８月７日，江苏省区域卫生信息平台分级评价工作在盐城市

盐都区正式启动，省卫生统计信息中心、盐城市卫生局、盐都区

卫生局领导，省卫计委信息化专家组成员、部分省直单位及市、

县（市）的信息中心主任参加了启动会。会后专家分组对盐都区

区域卫生信息平台进行评价，严格按照评分表逐项打分并签字

确认。这标志着我省区域卫生信息平台进入全面建设阶段。

申报参加第一批测评的有苏州、常州、镇江、连云港四个市

和江宁、高淳、常熟、张家港、金坛、盐都、大丰、东海八个县（市、

区）。在接下来的几个月时间里，省卫生统计信息中心将依据区

域卫生信息平台功能规范和分级评价标准及相关信息标准陆续

对各地平台建设情况进行全面评价。第二批次申请截止时间为

９月３０日。１１月起，将对未申报地区开展督查和评价。

测评结束后，省卫计委将根据测评结果确定平台等级，对通

过二级及以上测评的地区，省卫计委统一颁发区域卫生信息平

台等级证书。对年内主动申报并通过二级及以上的地区将予以

表彰并在后续的卫生信息化资金安排上重点支持，对工作推进

迟缓的地区将进行督促和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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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卫计委印发《江苏省人口健康信息化

三年行动计划（２０１５－２０１７）》

为落实国家卫计委《关于加快推进人口健康信息化建设的

指导意见》精神，省卫计委组织有关单位及专家开展编制《江苏

省人口健康信息化三年行动计划（２０１５－２０１７）》工作，通过现状

调查、方案编写、专家论证、意见反馈、调整修订等环节，于８月中

旬完成总体框架编制工作，省卫计委以苏卫办（２０１４）２９号文印

发各地。

该项工作的主要目标是通过人口健康信息化三年行动计划

的实施，全面推进“体系达标工程”、“智慧健康工程”、“金人工

程”和“信息惠民工程”行动等各项人口健康信息化工程建设，促

进我省卫生计生服务资源的有效整合和高效利用，推动各地卫

生计生服务和治理能力的提高，改善服务环境，提高服务效率，

为构建我省现代医疗卫生体系、落实深化医药卫生改革和计划

生育相关政策，提供有效保障。

近期，省卫生统计信息中心围绕“三年行动计划”，正组织力

量进一步展开可行性研究报告编制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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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竺副委员长视察连云港市卫生信息化工作

７月１９日下午，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陈竺一行在江苏

省政协副主席周健民陪同下，到连云港市第一人民医院视察居

民健康卡、远程医疗等人口健康信息化建设和应用工作。

陈竺一行在心内科专家门诊，听取了市卫生局局长周伟关

于居民健康卡运行情况介绍，并就居民健康卡的使用流程、新农

合报销管理、健康信息管理等方面与相关人员进行了深入交流。

在市一院远程医疗会诊中心，陈竺观摩了连云港市远程医疗会

诊系统运行情况，与参加会诊的各级专家进行了现场交流。陈

竺表示，市县乡三级远程医疗信息化体系的建立，为医疗卫生服

务体系建设插上了翅膀，也让基层的广大群众享受到了优质医

疗资源的服务，取得了很好的效果。同时，各级部门要积极探索

符合医疗卫生事业发展规律的信息化体系建设，在认真抓好医

疗质量安全的基础上，积极完善财政投入支撑体系，努力体现医

务人员价值，为卫生事业的健康发展提供坚强保障。

—４—



我省卫生信息标准建设工作持续推进

近年来我省为实现卫生信息互联互通与共享，同时进一步

规范区域卫生信息平台及各类业务信息系统建设，省卫计委已

发布了多项卫生信息标准。近期，省卫生统计信息中心根据需

要，组织有关单位和人员编制了《江苏省医疗信息分类编码标准

集（第五、六部分）》，省卫计委已正式发布。第五部分包括：１１

种慢性病 ＩＣＤ－１０编码、不能作为根本死因的主要 ＩＣＤ－１０编

码、基层常用诊断疾病 ＩＣＤ－１０编码；第六部分包括：手术分类

编码。近期正在编制并即将发布的编码有检验明细编码、治疗

项目编码、医疗服务项目编码等。同时为加强卫生信息标准管

理，省级卫生综合信息平台开发了“江苏省卫生信息标准管理系

统”，于３月１７日投入使用。系统收纳了各级各类卫生信息化相

关标准６４项、数据字典编码表 １２项，截止 ８月，全省共有 ４２家

医疗卫生单位通过“卫生信息标准管理系统”提出编码相关问题

５７３条，省卫生信息标准专家组答复５５１条，增加、修正各类编码

３１４条。下一步，中心将发布“江苏省卫生信息标准管理系统”数

据接口，以便对全省各类医疗卫生信息系统的编码进行动态更

新和维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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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省卫生信息辅助决策 ＡＰＰ开发完成

近日，江苏省卫生信息辅助决策 ＡＰＰ开发完成，即将上线，

用户下载手机客户端后，就能通过手机查询我省医疗卫生业务

的相关信息。

随着大屏智能移动终端的普及，各级业务主管部门也迫切希望

能够在智能移动设备上及时浏览医疗卫生业务信息。江苏省卫生信

息辅助决策ＡＰＰ，是在原有的省委移动办公ＡＰＰ中集成北京华宇软

件公司的数据分析功能，集中展示省卫生信息平台采集的三级医院

实时的医疗服务信息以及卫生统计网络直报统计数据。

该 ＡＰＰ主要包含卫生资源、医疗服务和省直属三级医院运

营情况三个栏目。卫生资源栏目主要包含全省卫生机构、人员

和床位数量以及历年的变化趋势，公立和民营医院的发展状况；

医疗服务栏目则主要反映全省医疗机构门急诊人次数和入院人

数以及历年的增长趋势，门诊病人次均就诊费用和住院病人人

均住院费用；省直属三级医院运营情况栏目则可以准实时的方

式展示各医院前一天的医疗工作量、医疗质量、医疗服务效率和

病人就诊住院的平均费用，共２５个指标项，并可按年度对医院的

运营指标分类排序。

江苏省卫生信息辅助决策 ＡＰＰ是江苏省卫生信息辅助决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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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从 ＰＣ端到手机端的延伸开发，可以为卫生主管部门领导提

供即时直观的医疗卫生业务信息，为管理者的科学决策提供了

有效的信息支撑。

南通市政府常务会议专题讨论

智慧卫生工程实施方案

日前，南通市政府第２９次常务会议专题讨论了《南通市智慧卫

生工程实施方案》，并就智慧卫生工程实施工作提出明确要求。

智慧卫生工程作为智慧城市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改善

医疗卫生服务绩效、提升居民健康管理水平、化解群众看病就医矛

盾、助推卫生事业转型发展等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南通市卫生

局围绕全省卫生信息化工作的总体部署和南通市“智慧城市”建

设的发展要求，在充分借鉴先进地区经验的基础上，制订了《南通

市智慧卫生工程实施方案》，力争通过３年左右的努力，实现涵盖

城市和农村、社区和家庭、大医院和基层医疗机构、卫生系统和相

关系统等领域，贯穿预防、医疗、康复、科研、医学教育等各个环节

的卫生信息共享与卫生业务协同，促进业务流程再造和体制机制

变革，打造人才、技术等要素集聚的创新平台，建成应用协同化、服

务智慧化、管理科学化的智慧卫生服务体系。

南通市政府要求卫生系统将智慧卫生工程作为智慧城市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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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的重要内容纳入体系建设，用科技的手段加快健全医疗服务

体系，优化投入运行机制，突出解决民生需求，充分体现方便、实

用、高效的要求，量质并举抓好区域卫生信息平台建设、应用信

息系统开发、智慧卫生协同创新和智慧卫生工程产业化等四项

工程，确保人民群众早日从“智慧卫生”建设中得到实惠。

常州市开展智慧健康信息化

支撑体系建设试点工作

７月１４日，省卫生统计信息中心与常州市卫生局在常州市

钟楼区五星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共同召开了“江苏省智慧健

康信息化支撑体系建设试点工作汇报会”。省卫生统计信息中

心、常州市卫生局、省广电公司有关领导出席会议并讲话。

省卫计委、省经信委、省广电局和省广电有线公司于２０１３年底

签署了《江苏省医疗卫生和智慧健康信息化系统合作框架协议》，省

卫计委支持江苏有线所属江苏省健康信息发展有限公司在国家政策

允许的范围，开展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与居民家庭互动的信息化服务，

提供创新案例，促进全省“智慧健康”建设的不断深化。考虑到常州

市是我省卫生信息化建设和应用较好的地区，协议四方决定按协议

框架在常州市钟楼区五星街道进行有关试点工作。

江苏省健康信息发展有限公司汇报了“汇康亿家”智慧健康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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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平台试点工作情况，并对在“汇康亿家”平台支撑下，居民 －健康

管理师－家庭医生之间的新型互动关系进行了生动的现场演示。

信息化保障张家港市公立医院

“先诊疗、后付费”新模式顺利实施

２０１４年１月１日起，张家港市７家公立医院全面实行了“先

诊疗、后付费”诊疗新模式，就诊者在门诊就诊时，挂号、就诊、检

验检查等过程先不支付相关费用，直接就诊检查，所有门诊费用

在拿药前或者门诊手术前一次性支付，以此减少患者就诊往返，

打造就诊费用快速支付模式。

为了控制逃费，张家港市卫生局与人社局协商，对医保结算系

统进行改造，增加了市民卡社保账户门诊状态标识、门诊欠费黑名单

控制机制和医院门诊欠费提示等三项功能；公立医院对医院管理系

统（ＨＩＳ系统）进行相应改造，增加了ＨＩＳ系统判断门诊状态标识、上

传门诊就诊欠费黑名单、就诊指引单等几项功能。欠费三天之内，医

院ＨＩＳ系统通过市民卡社保账户门诊状态来判断是否欠费，如果有

欠费，则提示就诊患者结清欠费，否则继续就诊将进入自费状态；医

院ＨＩＳ系统每天日清时，发现欠费达到三天的病人，则将欠费信息发

送至人社局系统，申请将欠费的就诊患者列入黑名单，进行医保报销

限制。通过市民卡社保账户标识和社保黑名单机制，有效地控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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欠费的发生，保障了医院的基本利益。

目前，７家公立医院“先诊疗、后付费”模式运行良好，１－８

月份，进入后付费流程的就诊病人达９０１万人次，占持市民卡就

诊病人的９４１７％。据统计，原来患者从开始挂号，到完成取药，

平均要排队两次以上，患者一次就医过程中排队付费所花费的

时间最长超过 ４０分钟。实行“先诊疗、后付费”就诊新模式后，

至少可以省去每个病人的一次往返交费次数，让就诊者真正感

受到就诊新模式带来的方便与快捷。

东海县区域卫生信息化建设助推分级诊疗

近年来，东海县卫生局按照省市卫生信息化发展要求，不断加

大卫生信息化基础设施建设，建成了市县一体化区域卫生信息平

台和基层综合业务管理信息系统，并依托区域卫生信息平台在连

云港市率先开展了包括区域影像、心电、检验和远程会诊系统在内

的远程医疗系统建设，对提升全县整体医疗服务水平、提升诊断准

确率、促进县内分级诊疗服务体系建设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依托区域卫生信息平台的优势支撑，东海县于 ２０１４年启动

开展协作医疗试点项目。试点工作的核心就是双向转诊、分级

诊疗。由县人民医院和试点乡镇签订协作协议，基层医疗机构

负责复杂病情的门诊诊疗、简单的手术、常见病、多发病或院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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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复的患者住院诊疗；县级医疗机构负责危急症、病情复杂、手

术期患者住院治疗。病人在县级医疗机构经诊治病情稳定后，

转回基层医疗机构康复治疗，分工协作。试点先期选择糖尿病、

脑梗塞、阑尾炎和疝气四个病种开展，上下级协作医疗机构利用

信息平台的双向转诊模块功能实现病人流转，通过平台的健康

档案模块功能实现电子病历的衔接、通过平台的远程医疗系统

实现医学检查检验结果共享，并开展远程查房、视频会诊，确保

疗效与安全，使患者在基层机构可以享受到县医院的同质化服

务。通过开展协作医疗，有效的改善了基层医疗机构医疗资源

闲置现象，既节省了医疗费用，又为其他急需住院的疑难危重病

人创造了救治机会，提高了县级医院床位的周转率，增加了医院

收入的空间，上级医务人员有更多时间和精力，致力解决疑难重

病和指导基层医疗卫生工作。基层医疗机构服务能力也得到提

升，达到资源共享、优势互补，实现县、乡医疗服务一体化。

简　　讯

● 省卫计委直属医院信息中心主任工作座谈会召开　７月１１日，省

卫生统计信息中心召开在宁委直属医院信息中心主任座谈会，重点讨论各

省属医院与省级卫生信息平台对接工作。在宁省卫计委直属医院信息中

心主任、省卫生信息化专家参加了会议。参会人员就省平台和各医院数据

对接过程中的问题展开讨论，就遇到的问题逐一探讨解决方案，各医院确

定了数据对接完成时间，确保省平台数据分析系统按时上线。

● 湖南省卫计委张健主任来我省考察卫生信息化建设工作　９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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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日，湖南省卫生计生委张健主任、张义昌副主任一行专程来我省考察卫

生信息化建设工作。座谈会上，陈亦江副主任介绍了我省卫生信息化建

设总体规划和“六位一体”的省卫生信息中心建设思路，厅办公室、省卫

生统计信息中心汇报了我省区域卫生信息平台、基层机构信息化、居民

健康卡、卫生信息标准及卫生决策支持中的手机智能应用建设情况，张

健主任对我省卫生信息化建设近年来所取得的成绩给予高度评价。两

省专家还就区域卫生信息化、居民健康卡建设等问题展开了讨论。随

后，张健主任一行赴南京市江宁区，现场考察了区域卫生信息平台和基

层医疗卫生机构信息化建设应用情况。

● 常州市区域卫生信息系统（二期）工程顺利通过验收　８月３０

日，常州市经信委组织了“常州市区域卫生信息系统（二期）工程”项目

验收会。该工程被纳入常州市２０１１年重点工程之一，市级财政项目投

资共３０００万。专家组对项目建设成果给予了充分肯定，认为该工程建

设成果达到了预期建设目标，处于省内先进水平。

● 溧阳市卫生局大力推广“便携式全科医生工作站”　为解决基本

医疗与公共卫生服务最后一公里不可及的问题，溧阳市卫生局在全市各

卫生院和村卫生室积极推广应用“便携式全科医生工作站”，目前已在全

市１７家卫生院和１４５所村卫生室配备，下一步将通过组织工程师对各卫

生院及村卫生室进行巡视与后期效果追踪，了解使用情况，并积极作好

工作站与现有卫生信息系统的对接。

● 宿迁启动“健康小屋”建设　近日，宿迁市卫生局就试点“健康小

屋”建设工作与宿豫区卫生局进行会办，确定该区雨露社区卫生服务站

作为试点单位，力争在９月底上线运行。试点成功后，将在全市推广，规

划在“十三五”期间实现城区社区卫生服务站“健康小屋”建设全覆盖。

● 淮安区区域卫生信息平台通过市级验收　近期，淮安市淮安区

区域卫生信息平台通过市级验收。淮安区始终把卫生信息化建设作为

提升基层医疗卫生服务能力的重要手段，先后投入１５００余万元，初步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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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区域卫生信息平台的开发、部署和应用，建成区域检验检查中心、远程

会诊中心、卫生应急指挥中心，实现辅助检查结果共享、预约挂号、双向

转诊等应用。

● 常州二院开发掌上医疗服务　常州二院开发的掌上医疗服务是

常州市“基于３Ｇ公共平台的物联网技术在医院的应用与研究”项目的

重要组成部分，现在已经开发完成基于手机安卓平台的大众版。其主要

功能包括预约挂号、取报告单、候诊队列、专家介绍、医院导航、在线咨

询、满意度调查、就诊随访等功能模块。

● 武进区卫生局开展第三次信息化应用全员培训　为进一步提高

医务人员信息化理论知识水平和实际操作能力，提高工作效率，从７月１

日开始，武进区卫生局组织基层医疗单位进行医疗信息系统应用的第三

次全员培训，利用１个月时间，对２５家镇卫生院、２０６家社区卫生服务站

近２０００名医务人员分片、分批、分类培训。

● 建湖县积极推进卫生信息化建设　建湖县积极推进卫生信息化

工作，已建成居民健康档案管理、慢病管理、老年人保健管理系统，实现

了城乡居民健康档案电子化管理，目前在线管理居民健康档案５０余万

份。建成全县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决策指挥管理系统。

● 省卫生信息学会医院信息专委会学术年会在淮安召开　专委会

于９月４至５日在淮安组织召开本次会议。来自全省二、三级医院分管

信息的院领导，信息科及相关部门负责人共１５０余人参加会议，学会副

会长刘乃丰主持了会议。本次会议主题为医院集成平台及移动医疗。

● 基层卫生信息系统应用与管理培训班在大丰召开　８月６至７

日，由江苏省卫生信息学会教育与培训专委会主办的本次培训班在盐城

大丰市召开，省卫生信息学会副会长董建成、常务副秘书长刘晓强，盐城

市卫生局纪检组长葛永良，大丰市副市长赵玉霞、卫生局局长徐向东出

席会议。全省卫生信息化管理、技术人员近两百余人参加了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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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市区域卫生信息平台数据上传省平台情况（７月２１日－９月２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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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常州市 ７７７６２６ ８０９８９１ ２９２０６ ４９８２７ １４１９８ １６８０７４８
南京市 １１９３２ ６７８３６ ０ ９７７５３３ １６３１８７ １２２０４８８
镇江市 １２２０７２ ２９０５７０ ６７７ ０ ０ ４１３３１９
徐州市 ３６０８１ １１７５６１ ０ ０ ０ １５３６４２
苏州市 ０ ３９５９９ １０４１０５ ０ ０ １４３７０４
扬州市 １００２１５ １１２３１ ０ ２３６ ２０ １１１７０２
盐城市 ０ ０ ０ ９８７０ ２１４０ １２０１０
淮安市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连云港市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无锡市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宿迁市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泰州市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南通市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合计 １０４７９２６ １３３６６８８ １３３９８８ １０３７４６６ １７９５４５ ３７３５６１３

各省属医疗机构数据上传省平台情况（７月２１日 －９月２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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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４４８６３９ ６６９１６５ ４８７３ １１２２６７７
江苏省人民医院 ５９０９８ ４５６５７８ １１５１１ ５２７１８７

东南大学附属中大医院 ４７３９９ １７６９１２ ８４０３ ２３２７１４
南京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１８４８４ １８７９７８ ８０７４ ２１４５３６
江苏省中西医结合医院 ３３３８４ １２１８６２ ３３０５ １５８５５１
苏州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０ ７５２６ １０４１０５ １１１６３１
江苏省肿瘤医院 ４５０１８ ３５８９１ ８２６２ ８９１７１

苏州大学附属儿童医院 ０ ３１５５２ ０ ３１５５２
江苏省口腔医院 １２２０５ １２１３９ ２９ ２４３７３

江苏省省级机关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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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６６４２２７ １６９９６０３ １４８５６２ ２５１２３９２

【联系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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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４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