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国家卫生计生委金小桃副主任

考察江苏人口健康信息化工作

２０１４年１２月２４日，国家卫生计生委副主任金小桃来江苏考

察调研人口健康信息化工作。期间，金主任考察了南京市建邺

区滨湖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省人民医院和省卫生计生委应急指

挥中心，现场察看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信息系统、医院信息系统和

省级人口健康信息平台建设运行情况，召开座谈会听取汇报，与

医务人员和诊疗服务对象进行沟通交流。省卫生计生委主任王

咏红、副主任何小鹏陪同考察。

在滨湖社区卫生服务中心，金主任仔细察看了社区利用信

息平台为居民建立电子健康档案、开展健康管理服务的情况，向

基层医务人员了解如何利用信息系统提高工作效率、开展绩效

考核，为诊疗对象提供双向转诊、预约诊疗等服务的情况。在省

人民医院，金主任听取了信息化工作汇报，充分肯定医院在信息

标准应用等方面取得的成绩，以及运用信息化手段提高管理和

服务水平、提升教学和科研能力，带动基层以及省内外一批对口

帮扶单位共同发展的做法。在省卫生计生委应急指挥中心，金

主任召开座谈会，听取江苏人口健康信息化总体情况汇报，了解

江苏省级人口健康信息平台建设进展，对江苏卫生计生信息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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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取得的成绩给予充分肯定。

金主任希望江苏作为全国卫生计生系统信息化建设第一梯

队，要继续加快推进和进一步完善省、市、县三级人口健康信息

平台建设，扩大信息的采集覆盖范围，加强信息共享与业务协

同，率先实现省、市级平台与国家级平台之间的互联。在信息系

统建设的同时要不断强化应用，真正为各级管理人员、医务人

员、服务对象带来便利和实惠，为医改不断深化提供有效支撑，

为全国发展提供率先示范。

省卫计委主任王咏红一行

调研常州市基层卫生信息化

２０１４年１２月１８日下午，江苏省卫计委主任王咏红一行５人

到常州市钟楼区五星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调研基层信息化建

设工作。常州市副市长张云云、市卫生局局长王莉等相关领导

陪同。

五星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主任史斌洪向调研组介绍了中

心的自助挂号系统、自动发药系统、医联体双向转诊系统、“智慧

健康”服务系统等信息化建设情况，并着重介绍了“汇康亿家”在

中心开展的“智慧健康”试点工作。

据悉，该项工作开展后，居民在家中使用电视机就可以查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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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档案、电子病历、体检报告、自测数据等健康数据；计算机平

台会根据居民健康档案和咨询问题自动推送适合居民的个性化

健康教育内容；遇到问题可以通过平台咨询签约健康管理师，健

康管理师回复居民健康咨询，遇到医疗问题还可以帮助居民预

约签约家庭医生。通过“智慧健康”试点项目工作，将打通社区

卫生服务“最后一公里”，让居民足不出户就能享受安全、便捷、

效优、价廉的社区卫生服务。

２０１５年，常州市卫生局还计划建设区域影像系统，集中优质

检验专家，实现医学影像资源的共享；以掌上预约挂号为基础，

建设移动医疗智能终端应用；完善居民健康网站，向市民提供更

及时全面的健康信息服务。

调研组充分肯定了常州的基层卫生信息化建设工作，并表

示今后将继续关注“智慧健康”试点项目，希望该项目的开展能

给居民带来福祉，方便居民进行疾病的自我管理。

最后，调研组一行还参观了五星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

康复病区及中医养生保健馆，王咏红主任与中心员工进行了亲

切的交谈，表示省卫计委对基层的人才引进与培养工作非常重

视，并出台了许多优惠政策，鼓励更多的人才能扎根基层、奉献

青春、绽放风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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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工党江苏省委组织开展

“江苏智慧健康服务工程”建设专题调研

２０１４年１１月２５日至２６日，农工党江苏省委组织开展“江苏

智慧健康服务工程”建设专题调研活动。调研组由省政协副主

席、农工党江苏省委主委周健民带队。省卫生计生委主任王咏

红、纪监组长周政兴、副巡视员李少冬参加调研和座谈。

王咏红主任在座谈会上指出，“智慧健康”暨人口健康信息

化是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构建现代医疗卫生服务体系的重

要内容，是促进我省卫生计生服务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

要抓手。近年来，全省卫生计生系统根据信息化发展规划，积极

开展健康信息化建设，在区域卫生信息平台、医院电子病历系

统、远程医疗系统、居民健康卡、公共卫生信息系统建设等方面

取得了初步成效，我省“智慧健康”信息化建设总体水平居于全

国前列，所承担的相关试点工作得到了国家卫生计生委的认可。

下一步，全省卫生计生系统将按照《江苏省人口健康信息化三年

行动计划（２０１５－２０１７）》，加快推进“江苏智慧健康信息化服务

工程”实施，力争再用３年时间的努力，至２０１７年，建立起较完善

的江苏人口健康信息化服务体系，真正让人民群众在“智慧健康

信息化服务工程”推进中得到实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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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健民副主席在调研中指出，近年来，省卫生计生委高度重

视信息化建设，三级平台架构基本形成，各类业务信息系统得到

很好应用，卫生信息化取得巨大进步。“智慧健康服务工程”是

省政府确定的“智慧江苏”建设中一项关乎民生的重大公共服务

项目，对于推动我省经济社会转型、促进可持续发展具有显著意

义。他表示，农工党江苏省委将发挥自身优势，全力支持、共同

推动我省“智慧健康服务工程”建设取得更大突破、开创更良好

的局面。

农工民主党江苏省委调研组还先后考察了省中医院、常州

五星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有关企业，听取了常州市卫生局、

省中医院信息化建设情况汇报。

省卫计委李少冬副巡视员

调研卫生计生信息化工作

２０１５年１月６日至８日，省卫生计生委李少冬副巡视员率规

划与信息处负责同志，在张家港、镇江、句容等地开展调研，了解

各地卫生计生信息化工作开展，区域卫生计生综合信息平台建

设，以及医疗卫生机构业务信息系统应用等情况，听取基层卫生

计生单位和人员对信息化建设的意见、建议，研究分析现阶段卫

生计生信息化建设面临的困难和存在的主要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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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少冬先后考察了张家港杨舍镇金塘社区卫生服务站、大

新镇医院、锦丰镇永兴社区综合服务中心、乐余人民医院、市第

一人民医院，考察了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黎明社区卫生服务中

心、市急救中心和句容市边城镇卫生院、市人民医院。他认真听

取各单位的情况介绍，深入到诊间、病区、服务窗口、数据中心机

房、远程会诊中心等处，与医务人员、就医患者、计生专干、信息

技术及系统开发人员进行交流，询问就医感受，了解信息系统运

行状况，分析存在的不足，研究进一步改善的办法。在张家港、

镇江、句容等地，他分别召开座谈会，听取卫生、计生信息化工作

情况介绍，与两部门负责同志进行深入交流，对提出的问题和建

议一一反馈。

李少冬指出，卫生计生信息化建设要坚持立足于应用，紧紧

围绕服务对象、医务工作者和管理人员的不同需求，提供便捷、

有效的信息支持与服务。卫生计生信息化不只是将原有管理制

度和业务流程简单地数字化，而是要借助信息手段，对传统的管

理和服务加以规范、整合，对流程进行优化、再造。他强调，各级

在推进信息化过程中，要同步推动工作内容和工作方式的变革，

实现各类机构之间、上下层级之间的协调与合作，建立合理的分

工协作机制。希望大家齐心协力、上下配合，凝聚各方智慧，共

同努力打造我省“智慧健康”信息化建设应用示范工程，把我省

卫生计生信息化建设不断推向新阶段、迈上新台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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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省完成三级平台与

国家人口健康信息平台数据链接工作

根据国家卫计委卫生统计信息中心要求，我省近期完成了

国家人口健康信息平台与我省省级人口健康信息平台、及通过

省平台与常州、苏州、南通、连云港、盐城、扬州、镇江７个市级区

域卫生信息平台及其下属县（市、区）区域卫生信息平台的数据

链接工作，以便于国务院及国家卫计委领导直接了解我省区域

卫生信息化建设情况，查询我省各级卫生信息平台相关信息。

近期，国家卫计委规划信息司、信息中心主要领导远程访问了我

省省、市、县（市）三级区域信息平台，查看了各级平台建设内容，

对我省区域人口健康信息化建设给予较高评价。

近年来，我省卫生计生委领导高度重视信息化建设，通过基

层医疗机构信息化建设，为三级平台架构基本形成夯实了基础；

各类业务信息系统应用的快速发展，为区域卫生信息平台的业

务协同提供了可能；特别是近两年来的区域卫生信息平台建设，

更是为人口健康信息的汇聚、整合、交换、利用奠定了坚实的基

础。省级人口健康信息平台目前积累标准化医疗卫生数据近 ４

亿条，建设和发展水平处于全国卫生计生系统信息化建设第一

梯队。此次数据链接工作在全国范围率先实现了省、市、县级三

—８—



级平台与国家级平台之间的互联。

我省卫生信息化门户网站投入运行

近年来，按照国家卫生计生委统一部署，在省卫生计生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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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宣传我省卫生信息化建设情况，进一步加

强卫生信息化建设工作的交流和沟通，提高我省信息化整体建

设水平，我省卫生信息化门户网站近日开通试运行（访问网址

为：ｈｔｔｐ：／／２１１１４９２２４２９／，目前仅提供 ＩＰ地址访问，域名备案

后可通过域名访问）。

网站设有新闻中心、通知公告、政策法规、信息化建设、信息

化简报、学术交流、下载专区等多个栏目。网站也为各卫生信息

学会分支机构增设了专栏，各学会分支机构可以发布相关新闻

和培训信息等。该网站既是对外宣传我省卫生信息化建设的窗

口，也是我省各级卫生部门、医疗卫生机构及卫生信息化工作者

交流沟通、传递信息的纽带。通过该网站可以及时传递我省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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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领域的信息化建设经验，共同推动工作开展。通过网站也可以

了解相关政策和法律法规，下载相关医疗标准编码等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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盐城市区域卫生信息平台建设成效显著

日前，盐城市本级和所辖９个县（市、区）区域卫生信息平台

全部顺利通过省考核验收，并成功与国家、省卫生信息平台链

接，实现国家、省、市、县互联互通。省卫生信息化专家组认为，

盐城卫生信息化工作基础薄弱，起步较迟，相对滞后，近年来在

上级业务主管部门的指导帮助下，该市卫生部门加强组织、统筹

管理，快速推进、迎头赶上，全市二级区域卫生信息平台建设整

体推进，建设水平处于全省前列，值得肯定。

盐城市高度重视卫生信息化工作，市政府将卫生信息化工

作纳入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重点内容。市卫生局领导班子多

次研究会办卫生信息化工作，统筹规划全市卫生信息化建设，将

卫生信息化纳入全市卫生工作，同部署，同推进；多次召开全市

卫生信息化工作会议和工作推进会，提出工作要求，推进具体落

实。各县（市、区）卫生行政部门也相继明确专门机构或人员，加

强卫生信息化工作，从而在全市卫生系统形成市县联动、上下贯

通的信息化工作组织体系。

为推进工作落实，盐城市卫生局将卫生信息化工作纳入年

度综合目标考核指标，并加大卫生信息化工作在考核中所占权

重。平时列出卫生信息化工作月度重点任务，每月进行动态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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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采取“卫生信息化工作重点项目双周报”机制，当月跟踪督查

落实，月底量化计分，反馈考核结果，对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及时

进行跟踪，指导基层整改，月结月清，推进了卫生信息化工作深

入开展。同时，组织区域卫生信息平台项目建设专项督查，重点

督查各地、各单位组织领导是否到位，项目管理、资金使用是否

规范，项目实施、工作进度是否滞后，同时了解掌握基层特色亮

点工作，协调解决突出问题。年底，根据平时动态得分和年终考

核总得分，进行表彰奖励。系列务实举措激发了大家的自觉性

和主动性，在全市形成了苦干实干、争先恐后的局面，有力推进

了卫生信息化建设。

张家港启动健康档案向公众开放计划

张家港市卫生局将逐步向社会公众开放居民电子健康档

案，以提升电子健康档案的服务能力和影响力，扎实推进卫生便

民惠民工作。

张家港市区域电子健康档案建设工作起步于 ２０１０年，经过

４年多的不断努力，基本建成了囊括记录居民从出生到死亡整个

生命周期所有健康信息的电子档案系统，并且在建档范围和数

据完整程度上不断加以补充完善。目前，全市 ９１５万户籍人口

已经全面实现“一人一档”，外来常住人员的建档工作继续扩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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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２０１４年底已建档３５４万份。在建档质量监控方面，张家港市

率先在国内提出了“电子健康档案星级质量评定标准体系”，按

照星级档案标准进行考评，目前系统中信息完整、数据质量较高

的３星级健康档案比例达到９２２％；在建档服务方面，除了建立

基本的电子健康档案外，针对慢性病患者、学生、妇女、老年人等

重点人群建立专项管理模块，内容覆盖政府公共卫生服务的各

个方面，截至２０１４年底，建立各类专项档案１０４万份。

张家港市卫生局启动电子健康档案开放工作后，将逐步向

市民开放健康档案内的公共卫生服务信息和医疗服务信息，市

民通过登陆“张家港市民网页”和“张家港市健康网”两个互联网

窗口，实名注册后即可以查阅自己的电子健康档案，了解自身接

受的公共卫生服务和医疗服务情况。

在逐步开放电子健康档案，让公众快速获得自身医疗服务

信息的同时，张家港市卫生局还针对不同年龄段和使用习惯的

人群进一步规划了基于网页、移动端、电视端等多渠道的健康服

务应用，提升健康档案的整体服务能力，增强公众吸引力。２０１５

年上半年，计划建设以学生、孕产妇、老年人等重点人群为对象

的健康应用服务，主要包括为家长构建学生健康成长档案，提供

青少年成长阶段对应的健康数据和参考知识，让父母充分了解

孩子在不同年龄段的身体发育状况；构建孕产妇健康应用，提醒

孕产检，让准妈妈们更好、更方便地获取孕产期知识，实现优生

优育；构建敬老健康应用服务功能，使子女在父母授权的前提

—２１—



下，通过手机或者网页查看父母的慢病档案和体检档案，时刻掌

握父母的健康状况，弘扬敬老爱老的传统美德。

镇江市举行市民卡·居民健康卡发行仪式

２０１４年１２月２３日上午，镇江市市民卡·居民健康卡发行仪

式在江苏大学附属医院门诊大厅举行，副市长胡宗元在自助机

上为就诊市民发放首张居民健康卡。

融有居民健康卡功能的市民卡是以镇江市区域卫生信息平

台为依托，实现在医疗卫生服务活动中居民身份识别、个人基本

健康信息存储、居民电子健康档案和电子病历及居民基本诊疗

健康信息调阅与共享、跨区域跨机构就医数据交换和费用结算，

并将取代现有的各家医院自行发放的就诊卡。市民卡·居民健

康卡的发放体现了卫生信息化的惠民、利民宗旨，真正使居民健

康档案活起来，为居民整个生命周期的健康服务提供了载体。

本市居民和符合办卡要求的流动人口可以以部门和单位集

中采集信息、集中发卡，也可以在市直六家医院和江大附院门诊

大厅的自助发卡机、市民卡服务中心，以及民生银行 ４个网点办

理市民卡。市民首次使用市民卡·居民健康卡就诊时，必须到

医院指定窗口或自助机上激活市民卡。

未来，市民卡·居民健康卡将实现市域全覆盖，统一全市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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诊卡，２０１５年６月１日将结束临时就诊卡过渡，届时如仍需办理

临时就诊卡，则需交纳押金。

简　　讯

● 省政协副主席周健民调研常州市智慧健康服务工程　１１月２６

日，省政协副主席、农工党江苏省委主委、中科院南京分院院长周健民一

行，来到常州市实地调研，了解智慧健康服务工程建设情况。周健民一

行先后走访考察了钟楼区五星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常州药业股份有

限公司等单位，详细了解了基层智慧医疗支撑体系、药品供应入库信息

系统。在调研座谈会上，周健民听取了有关情况介绍，充分肯定了常州

市大力推进卫生信息化、提供智慧健康服务的具体做法和成效。

● 江苏省第一届公共卫生技术交流大会在扬州市召开　为推动我

省公共卫生信息事业的发展，提升公共卫生信息技术人员技术水平，１１

月２７日，省卫生信息学会公共卫生信息专业委员会在扬州举办了以“数

字公卫，技术引领”为主题的第一届技术交流大会。省卫生计生委规划

与信息处、省卫生统计信息中心领导及省卫生信息学会公共卫生信息专

业委员会主任委员、副主任委员出席会议。全省公共卫生信息系统技术

人员近百人参加本次会议。

● ２０１４南京都市圈城市卫生信息化协作会议在宁召开　１２月４

日，南京都市圈城市卫生信息化协作会议在宁召开，南京市卫生局副局

长黄义龙主持会议。南京都市圈８个城市的市卫生局信息化分管局长、

信息化部门负责人参加了此次会议，并参观了南京鼓楼医院，实地感受

南京智慧医疗建设进展。

● 无锡举办医疗卫生行业ＣＩＯ及系统管理员培训　１２月１０日，无

锡市卫生局举办全市医疗卫生行业 ＣＩＯ（首席信息主管）及系统管理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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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训班。全市卫生行政部门、二级以上医院、公共卫生单位和社区卫生

机构的１６０余位学员参加培训。本次培训是无锡市首次举办的卫生全

行业信息化专门培训，是无锡深入推进医药卫生体制改革，深化智慧城

市、智慧健康建设，促进健康服务产业与信息产业深度融合的一项重要

举措。

● 镇江市急救中心首套移动急救信息系统投入使用　１２月２３日，

镇江市急救中心首套移动急救信息系统投入使用。该系统利用物联网、

互联网、通信技术，对救护车、调度指挥系统、医院急诊室、卫生信息平台

进行整合形成１２０急救信息系统。通过移动工作站软件实现卫生信息

平台健康档案的调阅、生命体征传输、急救电子病历等功能；通过医院工

作站软件接收生命体征数据并通过音视频进行远程会诊；急救中心通过

集中显示软件可以实时查看救护车的实时状况；通过中心管理软件可以

将调度数据、医疗数据进行统计分析。

● 建湖县推行“诊间结算”模式　建湖县在完成卫生信息化基本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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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４年

１０月底，建湖县人民医院在苏北首家实现“诊间结算”模式，患者进入医

院就诊卡充值后，利用院内信息系统，实现患者门诊挂号、取药、检查等

费用卡上结算，完成诊疗后，可退结相关费用，也可保留卡上费用，留待

下次使用。“诊间结算”模式减少了患者重复排队、候诊的麻烦，延长了

患者与医生的交流时间，提高了医患沟通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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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市区域卫生信息平台数据上传省平台情况（１１月２１日－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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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徐州市 ２０６３９５ １７９３３７９ ２３２２８ ９９５０３９ ５２４２ ３０２３２８３
宿迁市 ２１７２５５７ ９０５６ ０ ０ ２１８１６１３
镇江市 ２８６４８７ １０９４９５８ ７１６７ １３６９ １９０９ １３９１８９０
南通市 ３０９７ １７８２０ １１８２ ９４５９１３ １７９０３３ １１４７０４５
连云港市 ６７２３０ ８８１４９０ ６２６８ １２１３１５ ０ １０７６３０３
盐城市 ０ ０ ０ ８２１６２４ １１８９２ ８３３５１６
南京市 ７６４８４ １２８０４７ ５０９７ ５４２９ ８３９ ２１５８９６
扬州市 ０ ０ ０ １７３７０４ ６５９９ １８０３０３
常州市 ０ ０ ０ ６９９７９ １０６８４４ １７６８２３
苏州市 １０８９６７ １３８１６ ０ １２２７８３
淮安市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泰州市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无锡市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合计 ２８１２２５０ ４０３３７１７ ５６７５８ ３１３４３７２ ３１２３５８ １０３４９４５５

各省属医疗机构数据上传省平台情况（１１月２１日 －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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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５７６３４７ ７２５０５０ ５２６８ １３０６６６５
江苏省人民医院 ５５６８８ ５６７７０４ １７２８９ ６４０６８１

江苏省省级机关医院 １６３７６７ １６２７３２ ９５７ ３２７４５６
东南大学附属中大医院 ４２０４２ １７０７３７ １０４２６ ２２３２０５

南京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１３２３８ １９１３２０ ８０８６ ２１２６４４
江苏省中西医结合医院 ４０４６８ １４８６８３ ４２８９ １９３４４０
江苏省口腔医院 ９５８５６ ８５０８６ ２９６ １８１２３８
江苏省肿瘤医院 ４２２３２ ３４２９５ ５９４２ ８２４６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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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合计 １０２９６３８ ２０８５６０７ ５２５５３ ３１６７７９８

【联系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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