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省第一、二批区域卫生信息

平台分级评价工作基本完成

截至１１月 １５日，我省第一、二批测评区域卫生信息平台分

级评价工作已基本完成，共有５１个市、县（区、市）区域卫生信息

平台申报验收，占应测评数的６４％，其中省辖市区域卫生信息平

台申报测评 １０个，县（区、市）区域卫生信息平台申报测评 ４１

个。

在测评过程中，专家组对各地区域卫生信息平台进行了认

真评价，严格按照评分表逐项打分并签字确认，并对参加评测的

信息平台提出了整改意见，对个别单位提出了整改重测的要求

１２月份开始，省卫计委将对未申请的地区进行轮巡督查和

测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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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



我省第一、二批申请区域卫生信息平台分级评价单位

地区 申报单位 地区 申报单位 地区 申报单位

南京

无锡

徐州

常州

苏州

江宁区

高淳区

溧水区

浦口区

江阴市

惠山区

锡山区

徐州市本级

贾汪区

新沂市

常州市本级

武进区

金坛市

苏州市本级

张家港市

太仓市

相城区

苏州

南通

连云港

淮安

盐城

吴江区

常熟市

吴中区

昆山市

南通市本级

如皋市

连云港市本级

东海县

灌云县

赣榆区

灌南县

淮安市本级

盱眙县

淮安区

淮阴区

盐城市本级

盐都区

盐城

扬州

镇江

泰州

宿迁

东台市

大丰市

阜宁县

建湖县

射阳县

扬州市本级

高邮市

仪征市

宝应县

江都区

邗江区

镇江市本级

扬中市

姜堰区

宿迁市本级

沭阳县

泗洪县

宿迁市推进民营医院信息化建设成效显著

宿迁市自２０００年以来，全市 ２２２家医疗机构中有 ２１９家改

制为民营医院。为促进民营医院规范化管理，从２００２年起，宿迁

市出台支持政策，鼓励民营医院信息化建设，但由于缺乏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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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级各类医院信息化建设参差不齐，形式繁多，信息不能共享，

形成一个个信息孤岛。近年来，为打破传统的信息化建设格局，

建设一个全新的共享共用、实时便捷的信息化平台，宿迁市采取

多措施，分阶段、分步骤，强力推进民营医院信息化提升工程建

设，取得了一定成效。一是实现电子病历全覆盖。２０１１年实现

二级以上民营医院 ＨＩＳ及电子病历系统全覆盖，并基本完成了

ＬＩＳ、ＲＩＳ、ＰＡＣＳ等信息系统建设。二是构建基层综合业务平台。

２０１３年市、县投入１０００万元统一规范建设了基层医疗卫生机构

综合业务信息系统，将 １４３家民营乡镇医院纳入建设范围，实现

基层医疗机构医疗数据与公共卫生数据共享共用。三是建成民

营医院监管平台。对民营医院诊疗、药品、收费、收入、支出等行

为进行实时监管，重点监管大处方、抗生素使用、医疗收费、医保

（新农合）资金合理使用等行为，实现移动执法，现场上传执法数

据。四是将信息化建设列入医院考核指标。将信息化指标纳入

对民营医院日常考核的范围之内，并在民营医院升级进档时，将

信息化建设列入重要考核指标。五是持续加大资金投入。２０１４

年，市、县再投入３０００余万元建设区域卫生信息平台，逐步将所

有民营医院数据收集到平台，真正形成市域范围数据共享共用。

六是推进远程会诊、预约挂号、区域影像中心等建设，将三级民

营医院专家服务下延到乡镇、到社区，让市民可以足不出户享受

到三级医院专家的诊疗服务。

我市将民营医院监管平台作为区域卫生信息平台重点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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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着力打造数字卫生、智慧卫生，切实加强对民营医院监管

力度。通过加大推进民营医院信息化建设，切实降低医疗成本、

降低医疗风险，进一步提高民营医院医疗服务效率、医疗服务质

量、医疗服务可及性。宿迁市民通过卫生信息化建设受益，明显

感受到看病流程简便，重复检查减少，就医成本下降，享受到了

更加优质快捷的医疗服务。

连云港市坚持“三突出”

强势推进区域卫生信息平台建设

作为全国居民健康卡建设试点和全省卫生信息化试点地

区，连云港市把区域卫生信息平台建设作为提升卫生信息化水

平的重要抓手，切实加大投入力度，加强软硬件设施建设，强化

运行维护保障，顺利通过了省卫生部门考核验收，并得到全国人

大陈竺副委员长的充分肯定和高度评价。

一是突出顶层设计，分步实施稳推进。２０１１年，正式启动

“基于健康档案的区域卫生信息平台”建设。按照分步实施、统

筹推进原则，项目率先在市辖区实施，为市区８０万城乡居民每人

提供１份电子健康档案，实现市直和辖区医疗机构信息平台全覆

盖。２０１２年１０月，平台移植应用到四县，市县一体化的区域卫

生信息平台初步建成，并于当年底与居民健康卡一起上线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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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突出统筹管理，强化运作扩投入。在开发模式上，平台

由市统一设计和组织开发，所有硬件设备和第三方软件全部由

市统一负责招标采购，各县分别签约付款，建成后由市集中部

署、统一维护。在管理方式上，市与县分别管理区域信息平台，

数据采取集中与分布式相结合的模式，各县建立数据中心，专用

网络统一以新农合网络为基础，对其它网络逐步进行整合。在

资金运作上，实行多方筹资、共同建设、共享成果，累计投入１１６

亿元，由省市财政投入，卫生部门自行购置硬件，电信部门提供

设备托管服务和网络运维，与软件公司共同研发应用系统软件，

实现了资源集约利用、互惠共赢。

三是突出群众需求，围绕核心拓功能。一方面，以居民健康

档案为核心，为每位居民提供 １份电子健康档案，实现对建档人

员门诊、住院、体检、慢病、死亡等数据的规范管理。目前全市居

民建档达４８０万人，基本实现全覆盖。在此基础上，先后开发了

一系列应用系统和功能模块，已完成新农合、医疗服务、健康档

案、远程医疗、预约挂号、双向转诊等２５个模块的开发和应用，初

步实现区域卫生信息数据共享、业务协同和管理统一。另一方

面，大力推进居民健康卡发行和应用，整合健康卡与就诊卡、金

融卡、新农合卡功能，实现多卡合一、一卡多能，极大地方便了群

众就诊报销。２０１３年共发行居民健康卡１６５万张，预计今年突

破５０万张。下一步，我市将继续以群众需求为导向，以平台应用

促发展，强化系统间的功能互撑和资源共享，力争信息管理和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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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效能最大化，为卫生事业又好又快发展作出应有的贡献！

国家卫计委规划信息司

领导赴镇江调研信息化工作

１０月１８日上午，国家卫计委规划信息司司长侯岩、信息统

计处处长许培海在省卫计委陈亦江副主任、镇江市卫生局局长

林枫等陪同下对我市的区域卫生信息化建设工作进行调研。

侯岩司长一行先后对我市黎明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市卫生信息

中心进行了实地考察，了解我市基层卫生信息化建设情况和医疗集

团的ＰＡＣＳ、ＬＩＳ、电子病历在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应用情况。侯岩司

长充分肯定了镇江卫生信息化工作近年来取得的成绩，并根据当前

我市卫生信息化建设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和下一步的计划提出了指导

性意见，要求我们不断创新，完善健全卫生信息网络，为深化医改、完

善卫生服务体系提供有力的信息化支撑。

国家卫计委信息中心领导

调研张家港市卫生信息平台

９月１８日下午，国家卫生计生委统计信息中心孟群主任、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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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平副主任一行２０余人，前往张家港市调研区域卫生信息平台

和科技重大专项传染病防控示范区建设工作。省卫生统计信息

中心、苏州市卫生局领导陪同调研。

孟群一行听取了相关汇报，实际查看了区域卫生信息平台

运行情况，并进行了深入交流。孟群主任充分肯定了张家港市

区域卫生信息平台建设成效，认为区域卫生信息平台建设起点

高、应用实、功能丰富，尤其是居民电子健康档案建档率达到

９６８２％，实现了重点人群分类管理、重大传染病防治管理等功

能，对各地的信息平台建设具有很好的参考和借鉴意义。

国家卫计委统计信息中心

王才有副主任来我省调研

１１月４日下午，国家卫计委统计信息中心副主任王才有莅

临我省调研卫生信息化工作。省卫计委副巡视员李少冬，省卫

计委规划信息处、省卫生统计信息中心有关人员，以及省卫生信

息化专家组成员参加了座谈会。

调研汇报会上，省卫生统计信息中心从我省卫生信息化总

体规划、区域卫生信息平台建设、卫生信息标准建设、居民健康

卡建设以及医院信息化建设等方面汇报了我省卫生信息化建设

所做的工作和取得的成效；规划信息处介绍了我省卫生信息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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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三年（２０１５－２０１７）行动计划与建设项目。汇报结束后，与

会成员就我省卫生信息化建设的问题和困难作了探讨和交流。

王才有主任针对我省提出的在卫生信息化建设中遇到的问

题发表了见解，并介绍了美国在卫生信息化建设方面的经验，对

今后我省卫生信息化建设有重要的指导作用。最后，李少冬副

巡视员从六个方面做了总结发言，对我省卫生信息化建设取得

的成绩给予充分肯定，同时要求增强技术力量，不断创新，并表

示将对信息化建设中遇到的困难和问题深入研究，拿出解决办

法，同时争取财政支持与经费保障，进一步加快我省卫生信息化

建设，使卫生信息化成果惠及广大人民群众。

省人民医院与省卫生信息学会

成功举办国家级继续教育项目

１０月２２日 －２４日，由江苏省人民医院与江苏省卫生信息学

会主办的国家级继续教育项目 －－《医院集成平台及数据仓库

建设与应用》研讨会在徐州市顺利举行。国家卫计委统计信息

中心孟群主任、省人民医院王虹院长出席了开幕式并做专题报

告，全省３００多名卫生信息化工作者参加了会议。

孟群主任在讲话中指出信息技术已经成为当今医疗卫生事

业发展中最重要的支撑手段，靠信息技术重塑管理，靠创新引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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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来，已是医疗卫生事业发展的大趋势。孟主任充分肯定了我

省近年来在信息化建设中取得的成就，尤其在区域平台建设、基

层信息化建设、数据应用、决策支持、创新管理等方面取得了较

大的成绩，并在全国卫生信息化建设中处于领先地位，希望通过

本次会议交流进一步带动江苏医疗卫生事业信息化的发展。

王虹院长在专题报告中指出，江苏省人民医院通过十多年

的努力，已经构建了相对完善的信息化管理体系，探索开发了一

批适用于医疗、教学、科研、管理的应用型技术，积累了大量的业

务数据，掌握了集成平台及数据仓库建设等关键技术，在业务系

统应用广度和深度上取得了可喜的成效，医院信息系统已经成

为医院坚实的重要中枢神经系统。

会议还邀请了国内外知名专家进行了专题报告，会议还围

绕医院信息化建设、区域卫生信息平台建设、基层医院信息化建

设、信息化人才培养等进行了讨论交流。

金坛市顺利通过国家卫计委区域

卫生信息平台互联互通标准化成熟度预测评

２０１４年１０月１１日，国家卫计委统计信息中心专家组对金坛

市卫生局区域卫生信息平台互联互通标准化成熟度进行了预测

评，省卫生统计信息中心领导陪同测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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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组首先对金坛卫生信息化软件进行了实验室测评，随

后详细听取了金坛市卫生局卫生信息化情况汇报，并查阅了相

关台账资料。通过实验室预测试、现场汇报、演示和专家提问，

国家卫生计生委统计信息中心专家组对金坛市区域卫生信息化

工作给予充分肯定，认为金坛区域卫生信息化工作扎实，达到了

互联互通、区域共享、成熟应用的程度，预测评全面满足四级标

准。

省重大科技示范工程“感知健康”顺利通过验收

９月１８日，由苏州市卫生信息中心承担的江苏省科技计划

项目“苏州市感知健康区域卫生信息服务科技示范工程”顺利通

过省科技厅组织的验收。省科技厅、省卫生统计信息中心、苏州

市卫生局有关领导参加本次验收会。

会议上，专家组首先听取了市卫生信息中心关于项目的工

作汇报、技术汇报，查阅了相关文档，随后观看了“感知健康”各

个软件系统演示，并现场参观了智慧型健康小屋。专家组对“感

知健康”项目建设取得的成果表示了肯定，经质询和讨论，认为

项目完成了合同规定的各项任务和指标，一致同意通过验收。

苏州市“感知健康”工程初步建立了面向居民的健康管理应

用平台，实现了“实时采集、实时评估、实时干预”的健康管理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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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式，为以居民电子健康档案为核心的区域卫生信息平台应用

做出了有益的探索，在未来发展中，将逐步在辖区内推广应用，

惠及更多群众。

简　　讯

● 盐城市卫生局召开全市卫生信息化工作推进会　１０月１５日，盐

城市卫生局召开全市卫生信息化工作推进会，局长徐杰主持会议并讲

话。徐杰指出，近年来，我市卫生信息化工作取得了初步成效，但对照省

卫生信息化建设年度任务目标，仍存在一定差距，须加大力度，加快进

度。将加大卫生信息化工作督查考核力度，确保完成省下达的年度目标

任务。

● 南京市领导到滨湖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调研“智慧医疗”推进情况

　１０月２１日下午，南京市长缪瑞林专题调研智慧南京建设工作，先后考

察了中国电信未来信息馆、建邺区滨湖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智慧南京中

心，并听取相关工作汇报。他强调要进一步增强紧迫感和责任感，贯彻

落实好中央、省、市关于智慧城市建设的最新要求，进一步做好顶层设

计、加强战略布局、抢占产业先机，在新起点上更高水平推进智慧南京建

设，打造城市新品牌。副市长罗群、市相关部门领导参加了调研。

● 河南省卫生统计信息中心陈益洲副主任来我省考察　１１月２０

日，河南省卫生统计信息中心陈益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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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晓强副主任介绍了我省卫生信息化建设的

基本情况和建设思路，以及卫生信息化建设的经验和遇到的问题。两省

专家重点就卫生信息标准建设做了深入交流和探讨。今后，两省将建立

长效沟通机制，进一步加强交流合作，共享卫生信息化建设的成果。

● 建湖县利用卫生信息化助推惠民利民服务　建湖县在完成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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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化基本架构的同时，更加注重信息化对惠民利民卫生服务中的实际

运用。在县级区域卫生信息平台的基础上，１０月份启动实施了建湖县人

民医院医联体区域影像、检验中心的建设，实现了县人民医院对镇卫生

院的远程影像读片诊断、临床指导以及镇卫生院与县人民医院的检查检

验结果同城互认。信息化手段的运用减少了患者重复检查、往返城镇的

费用，实现了惠民利民的目标。

● 镇江市卫生局参加全国１２３２０卫生热线工作会议并交流发言　

１０月２４日，国家卫生计生委全国１２３２０卫生热线工作会议在西安召开，

来自全国各省（区、市）１００多名代表参加了会议，会议就全国１２３２０卫生

热线工作做了系统的回顾，并就下一步的工作作了详细的部署。镇江市

应国家卫计委要求就镇江１２３２０卫生热线工作的开展情况、工作方法，

特别是如何充分利用区域卫生信息平台为镇江市民提供全方位的健康

管理ｅ服务作了发言。

● 宿迁市首家健康小屋正式上线运行　为了让市民更加便利地享

受到体检服务，近日，宿迁市首家集自助体检与健康教育为一体的健康

小屋在宿豫区雨露社区卫生服务站正式上线运行。“健康小屋”配有自

助式体检系统，市民可自行进行血压、身高、体重测量，血糖、尿酸、总胆

固醇测试等体检项目，并可以实时查询自己的历次自助体检信息。市民

还可以在健康小屋查询健康档案，接受健康教育，享受医生开具的健康

处方。下一步健康小屋模式将在全市推广。

● 太湖干部疗养院信息化建设取得新进展　我院近年来信息化建

设取得了多方面的突破，已经完成了ＨＩＳ、ＰＡＣＳ、ＬＩＳ及电子病历等系统

的建设。为了进一步提高信息化程度，更好的为宾客服务，今年十月心

电信息系统正式上线，实现了心电图数据数字化管理。同时，为进一步

强化信息化管理，提升保健工作服务水平，院信息科在经过数月的研发

与调试后，正式推出了疗养院短信平台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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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市区域卫生信息平台数据上传省平台情况（９月２１日－１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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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连云港市 ０ ０ ０ ８４０４３８ ５０ ８４０４８８
常州市 ０ ０ ０ ８２１９００ ０ ８２１９００
南京市 １１４０３８ ２０７５０２ ７１５６ ３７３９６８ ５６９６３ ７５９６２７
淮安市 ０ ０ ０ ３４３７４７ １４０ ３４３８８７
镇江市 １２１７９１ １８８９５１ ３８８８ ５５４３ ５６８９ ３２５８６２
扬州市 １８５１４５ ０ ０ ４９２ ３ １８５６４０
苏州市 ８６５９１ ３６３２０ ３５５０３ １５８４１４
徐州市 １５８２１ ９６６５５ ０ ０ ０ １１２４７６
盐城市 ０ ０ ０ ０ ３５７ ３５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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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５２３３８６ ５２９４２８ ４６５４７ ２３８６０８８ ６３２０２ ３５４８６５１

各省属医疗机构数据上传省平台情况（９月２１日 －１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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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５７１６３６ ７０８９８０ ５３６０ １２８５９７６
江苏省人民医院 ７２５３４ ６６５３５９ ２０２９９ ７５８１９２

东南大学附属中大医院 ４９８２９ １９５０２１ １２５３２ ２５７３８２
南京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１６４２９ １９３９０７ ７５８７ ２１７９２３
江苏省中西医结合医院 ４８２７９ １６４１８７ ４４００ ２１６８６６
江苏省口腔医院 ７２０８７ ７０４３６ １５７ １４２６８０
江苏省肿瘤医院 ５０３６１ ４２２１４ ９３０９ １０１８８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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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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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８８１１５５ ２０４０１０４ ５９６４４ ２９８０９０３

【联系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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