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王咏红主任强调要在

智慧健康互联互通上寻求重点突破

１月２０日，２０１５年全省卫生计生工作会议在南京召开。会

议明确今年江苏将在公立医院改革等八个方面大力推进省级各

项医改，更多惠及百姓、惠及基层。

王咏红主任要求各地在医改试点中重点在四个方面进行突

破。一要在公立医院改革上重点突破；二要在深化人事分配制

度改革上重点突破；三要明确医保对象实行基层首诊的相关规

定，探索建立逐级转诊制度；四要在智慧健康互联互通上寻求重

点突破。

王主任明确提出要大力促进智慧健康信息平台建设，启动

实施省平台（二期）建设项目，尽快实现主要业务的互联互通和

务实应用，完善市县两级平台评价指标体系，进一步开展达标升

级活动。要统筹建立全省卫生计生服务资源数据库，有效整合

各类业务应用系统，加大信息资源综合开发应用力度，进一步开

展预约诊疗、自助服务、健康教育、慢病管理等便民惠民服务。

要加快远程医疗系统和居民健康卡建设，开展区域健康检查、影

像诊断及远程会诊、远程监护、远程培训等业务，促进医疗卫生

资源的纵向流动，提升基层卫生计生机构的服务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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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５年全省卫生计生规划与

信息工作会议在张家港召开

２月１２日，全省卫生计生规划与信息工作会议在张家港召

开。省卫生计生委副巡视员李少冬出席会议并讲话。

李少冬指出，２０１５年是全面完成“十二五”规划的收官之年，

是科学制定“十三五”规划的开启之年，也是推动全省卫生计生

事业改革和融合发展的重要一年，做好 ２０１５年卫生计生规划与

信息工作，具有特殊的意义，各级卫生计生规划与信息部门要增

强责任感和紧迫感。李少冬要求，一是要准确认识和把握卫生

计生规划与信息化工作面临的形势。研究和适应深化医改、构

建现代医疗卫生服务体系、经济运行新常态、新型城镇化、健康

服务业发展等经济社会发展新形势，以及人口老龄化、疾病谱变

化、生态环境变化、单独两孩政策调整等服务需求不断增长新要

求，坚持问题导向，推动工作开展。二是要准确认识和把握卫生

计生规划与信息化工作的地位和作用。信息化对卫生计生事业

发展具有牵引和支撑作用，对服务均等化、便利化、集约化、规范

化和管理精细化都具有显著作用，要将信息化作为破解体制机

制障碍的有力抓手，大力推进。三是要准确认识和把握卫生计

生规划与信息化工作今年的重点任务。分别在省、市、县三个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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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抓住《２０１５年全省规划与信息化工作要点》确定的重点任务，

逐项落实。

李少冬强调，做好信息化工作，一是要注重互联互通、务实

应用，这是信息化建设总的目标，是生命和灵魂；二是要注重为

改革服务，为医改提供支撑保障；三是要注重发展策略，靠大、靠

强、靠熟，走引进、消化、吸收、创新之路；四是要注重与业务重组

结合，用信息化手段对传统业务流程进行整合、再造，适应现代

管理服务要求。

张家港市、盐城市、镇江市、东海县卫生局作大会交流发言。

会议组织现场参观考察了张家港市第一人民医院、大新镇社区

卫生服务中心、锦丰镇人民医院信息化建设成果，同时举办了

“张家港市向公众开放居民电子健康档案服务启动仪式”。

我省启动智慧健康信息传输主干网络建设工作

为保障各级区域健康信息平台、医疗卫生机构信息系统互

联互通，业务信息系统安全稳定，提高我省智慧健康信息化建设

水平，我省即将开展智慧健康信息传输主干网络建设。

我省智慧健康信息传输主干网络将依托江苏广电基础网

络，采用光纤方式组网，一期将建设完成省、市、县（市、区）三级

网络联接，包括市、县（市、区）卫生计生行政部门、省直医疗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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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生机构以及１４１家三级医院。

智慧健康信息传输主干网络建设是一项基础性工程，参与

建设单位多，施工、协调工作量大，为落实责任，做好上下协同工

作，明确了具体分工，由省卫生统计信息中心承担网络建设规划

与设计以及网络建设项目的具体组织实施，指导全省各级开展

建设与维护工作，开展相关技术培训；市、县（市、区）卫生计生信

息化工作机构（信息中心）根据省统一规划设计，承担本级网络

建设与运行维护工作，指导辖区内医疗卫生计生机构网络建设

项目的实施；网络接入的各医疗卫生机构需明确联网责任部门

及专人，负责本单位网络建设管理和协调工作，落实项目具体任

务。我省智慧健康信息传输主干网络建设将分阶段实施，一期

建设将于今年年底完成。

省级区域健康信息平台

通过三级信息安全等级保护认证

信息安全是省区域健康信息平台正常运行的重要保障，自

平台建设以来，省卫生统计信息中心高度重视信息安全工作，将

信息安全建设贯串于平台建设过程中，稳步开展各项信息安全

保护措施。为进一步加强省级区域健康信息平台的信息安全，

２０１４年１０月，省卫生统计信息中心委托第三方信息安全测评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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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开展了对平台的等级保护测评和安全风险评估工作。测评

结果符合第三级信息安全等级保护的安全要求，近日江苏省公

安厅正式予以通过备案。

此次测评经过前期准备、现场测评、工具测试、结果汇总、总

体分析、总结报告等阶段，在相关工作人员的协助配合下，依据

三级安全保护等级的基本要求及特殊安全需求完成现场标准符

合性测评。在评测过程中，通过访谈、检查、测试等方法对机房、

业务系统、网络、服务器、终端以及安全管理制度等方面进行了

测评，测评内容涵盖物理安全、网络安全、主机系统安全、应用安

全、数据安全、安全管理制度、人员安全管理、系统建设管理和系

统运维管理等共１０个大类信息安全指标。中心技术人员与第三

方评测机构共同查找安全隐患和漏洞，并组织力量进行深入分

析，加强了系统防攻击和入侵的能力，强化了信息系统安全，进

一步明确了信息安全责任。通过对发现问题的全面整改，对现

有信息系统的各项安全措施进行了优化与调整，对有关技术标

准和管理规范进行了完善与补充，为今后的业务系统信息安全

体系建设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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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健康信息平台相关建设标准研讨会在宁召开

３月１１日，省卫生统计信息中心在南京召开区域健康信息平台

相关建设标准研讨会，省卫计委规划信息处王爱年处长出席研讨会

并讲话，会议由省卫生统计信息中心刘晓强副主任主持。

王爱年处长在讲话中指出我省卫生计生信息化建设得到省

委、省政府的大力支持，省政府常务会已通过了《江苏省人口健

康信息化三年行动计划（２０１５－２０１７年）》。在省医改试点动员

大会上卫生计生信息化被提到了新的高度，会议认为卫生计生

合并后，卫生信息化面临新形势，各级卫生计生信息部门要了解

各业务条线对信息化的需求，整合资源，重新梳理业务流程，在

今后工作中把信息化工作更好更远地向前推进。

刘晓强副主任回顾了近年来区域健康信息化工作所取得的

成绩，提出要进一步完善区域健康信息平台测评评价标准；重点

推进卫生、计生综合信息管理平台功能整合；加强以居民健康档

案为核心的区域健康信息平台务实应用。

徐州、常州、苏州、盐城、扬州、镇江、海门、大丰、常熟、张家港、金

坛、射阳等市县卫生、计生信息部门负责人参加会议并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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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卫生计生委统计信息中心赴金坛市开展

卫生信息互联互通标准化成熟度

测评现场查验工作

２０１５年２月 ５日，国家卫生计生委统计信息中心组织专家

组赴江苏省金坛市开展了卫生信息互联互通标准化成熟度测评

现场查验工作。专家组由来自中国合格评定国家认可委员会

（ＣＮＡＳ）、第三方检测机构、部分省市卫生计生委的多位专家组

成，由国家卫生计生委统计信息中心王才有副主任带队。

根据现场查验工作日程，当日上午专家组根据打分表对金

坛市区域卫生信息平台标准化应用情况进行了核查评分；测试

人员利用测试工具，对实际生产环境中共享文档、平台交互服

务、平台运行性能进行了抽测验证。下午，专家组对尧塘镇卫生

院进行了现场考察，验证了平台下级单位的互联互通接入情况。

现场查验工作中，金坛市卫生局向专家组展示了本市区域

卫生信息平台标准化和互联互通建设成效：一是建设起步较早，

机构接入全面，系统应用时间长，各系统运行稳定，实现一个卫

生专网完成全市 ２家二级医院、１３家乡镇卫生院等医疗卫生机

构、１１３家村级医疗机构的接入。二是通过建设区域影像诊断、

区域检验、区域病理三大医疗中心，基本实现了辖区内二级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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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之间的互联互通和信息共享。三是经过标

准化改造，区域卫生信息平台已符合国家《基于居民健康档案的

区域卫生信息平台技术规范》、《城乡居民健康档案基本数据集》

等标准要求。金坛区域卫生信息互联互通标准化成熟度测评有

力推进了金坛市区域卫生信息化建设水平，进一步解决了基层

医疗卫生机构业务运营效率低下、数据采集不规范、健康档案数

据不完整问题；进一步提高了医疗卫生机构服务能力，整合全市

医疗资源。

专家组顺利完成了针对金坛市区域卫生信息平台标准化水

平和基于平台的互联互通业务应用效果的评估工作，计划在

２０１５年４月份完成全部单位现场查验工作后发布测评结果。

胡建平副主任一行考察苏州区域卫生信息化工作

３月９日上午，国家卫生统计信息中心胡建平副主任一行到

苏州考察区域卫生信息化工作，苏州市卫生局陈小康副局长、省

卫计委统计信息中心工作人员陪同考察。

胡主任一行首先参观了苏州市卫生信息中心机房，实地了

解机房监控情况，随后听取了苏州市区域卫生信息化专项汇报。

市卫生信息中心戴春林主任介绍了苏州市卫生信息化发展阶段

性成果，胡主任对苏州市预约号源共享、社区与医院间通过区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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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台实现优势互补表示赞赏。

胡建平主任表示，苏州卫生信息化建设起步早、领导重视，

系统建设以业务需求为导向、服务面向老百姓，在业务部门联

动，优质资源与基层资源整合等方面做了表率。对于卫生信息

中心，他认为应在有限条件下，充分发挥信息化强项，创新服务

模式，探索虚拟化组织，扩展人才队伍，为区域卫生信息化可持

续发展探索新思路。最后，胡主任提出，苏州应及时总结在区卫

平台探索发展过程中取得的先进经验，形成有苏州特色的信息

化发展模式，为其他地区发展提供借鉴与参考。

苏州市吴中区区域卫生信息平台建设取得突破

苏州市吴中区区域卫生信息平台经过一年多的建设，一期

项目部署完成，区域卫生信息平台初具雏形。全区全部 １７家公

立医疗单位医疗数据、公卫系统中健康档案、体检系统已接入平

台并上传数据。完成了数据质控、权限管理、健康档案调阅、各

类标准规范、综合管理等功能模块开发。一期建设重点是与管

理相关的综合管理模块，能展现各个单位的业务数据、药品使用

数据、业务分析、健康档案管理等功能。一期项目完成后，接受

了省卫计委对区域卫生信息平台功能的测评，获得了专家组的

充分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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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５年是医疗卫生信息化全面发展提升的重要时期，吴中

区将启动二期项目。主要建设内容有用药及检验检查智能提示

平台、综合管理系统、信息报送系统、微信应用、区域人事管理系

统、区域物资管理系统、接入疾控、妇幼、计免等业务系统、建设

区域 ＰＡＣＳ、区域 ＬＩＳ、区域心电、区域视频会议系统等项目。作

为政府民生工程，区域卫生信息化平台二期建设中将逐步向辖

区居民开放个人健康档案查询，信息化建设成果在直接为百姓

服务的同时，也将直面广大居民的检验。

简　　讯

● 省卫计委卫生信息化科研项目开始申报　根据省卫生计生委《关

于组织申报２０１５年度卫生计生科研项目的通知》要求，２０１５年卫生信息化

研究继续列入招标范围，科研项目申报工作已经开始，材料申报截止时间

为２０１５年３月３１日。此次卫生信息化科研项目申报的重点研究领域与关

键技术包括卫生信息标准、区域卫生信息化、医院信息化、基层卫生信息

化、公共卫生信息化、业务协同、居民健康卡及信息安全等领域。

● 南京市暨鼓楼医院远程医学会诊中心正式启用　１月７日，南京

市暨鼓楼医院远程医学会诊中心正式启用，南京市智慧医疗建设又向前

迈出了新的一步。南京市按照国家卫计委分级医疗的原则，在南京“智

慧医疗”总体框架下，于２０１４年９月建成南京市远程医学会诊中心。试

运行阶段，鼓楼医院心内科、神经内科等专家已与建邺区滨湖社区卫生

服务中心、新疆伊宁市人民医院等进行了多次的远程会诊，达到了预期

效果。南京市远程医学会诊中心可开展远程医学会诊、远程医疗咨询、

远程手术示教、远程学术交流、远程培训教育等多种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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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常州市第七人民医院在省内率先启动“云医院”建设　常州市第

七人民医院在今年于全省率先开始“云医院”建设，打造以患者体验为中

心的智慧医院，建立远程临床会诊、远程教学互动、区域ＰＡＣＳ会诊三个

中心，同时加强建设以电子病历为核心的临床信息管理平台、以医联体

为载体的区域医疗卫生信息平台和以移动服务为重点的移动医疗信息

平台。其中，远程临床会诊采用“点对面”的会诊模式，通过第三方运营

平台“心医国际”与北京、上海等多家知名医院合作。

● 实施智慧健康服务工程被列入２０１５年常州市为民办实事项目　在

常州市政府一月份公布的“２０１５年常州市为民办实事项目”中，“推进优质医

疗”被列为１０大项目之一。该项目包含构建现代医疗服务体系、构建现代公

共卫生服务体系和实施智慧健康服务工程三个部分。其中“实施智慧健康服

务工程”涵盖打造常州卫生移动医疗系统，提供手机预约等服务；建设区域影

像系统，年内区域影像系统完成市七院与戚区３所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联网

运行，让基层百姓在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就可享受大医院的优质影像诊断服

务；推进建设“健康常州”网站，提供在线健康信息服务。

● 苏州吴江区一院在全省首家开通支付宝服务窗　２月９日，苏州

吴江区第一人民医院支付宝服务窗正式投入运营，开启了移动互联网时代

的就医新模式，这在江苏省内尚属首例。作为新时代消费的代表工具，手

机支付宝缴费把就医和移动付费相关联，让患者享受到了更便捷的服务。

通过该窗口，市民不仅可以预约挂号，还能享受到排队查询、门诊付费、查

看检查与检验报告、住院预交金充值等一系列人性化便捷服务。

● 昆山市银医一卡通破解看病“排长队”　为了彻底解决看病排长

队的现象，昆山市于２０１４年３月，将市中医院作为昆山首家试点单位，通

过改造门诊流程，设立银医一卡通系统，导入患者挂号、缴费和先预交后

结算一站式自助服务，形成了新的就诊模式。银医一卡通的使用极大减

少了患者门诊诊疗过程中的收费排队次数，缩减了诊疗过程中的非诊疗

时间，提高了患者就诊满意度，获得了良好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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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４年的基础上，２０１５年全市所有公立医院将全面推行自动挂号、缴费

的银医一卡通。并将推出“先诊疗后结算”的服务模式。

● 宿迁市卫生局开展健康档案系统使用培训　自２０１４年１２月１０

日起，宿迁市卫生局陆续对市区３２家乡镇卫生院、３８８家村卫生室１０００

多名卫技人员进行了新健康档案系统使用专项培训。培训采取集中培

训、现场培训、远程培训等多种方式，对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信息系统健康

档案相关功能进行了详细讲解，并对卫技人员提出的问题进行答疑。下

一步，宿迁市卫生局将对新健康档案系统使用情况进行跟踪督查，并针

对实际使用过程中出现的新问题组织再次培训，确保新健康档案系统从

明年起稳定运行。

● ４５４医院举行全军首家移动互联网医院新闻发布会　１月 ２２

日，中国人民解放军第４５４医院举办“创新发展，协力惠民”全军首家移

动互联网医院新闻发布会。４５４医院赵伯诚院长介绍，患者移动服务平

台自１月１５日上线一周以来，用户数已超１７００人，效果非常良好。患者

只需在微信公众号关注“解放军第４５４医院”，就可获取“智能导诊、预约

挂号、诊间支付、查看检验检查报告、查阅个人病历、查询费用账单、交纳

住院押金、查询住院每日清单与出院小结、反馈对医院医生的满意度、获

取健康资讯”等医疗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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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市区域卫生信息平台数据上传省平台情况（１月２１日－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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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宿迁市 ０ １１０１２８８ ０ ９７４９７６ ０ ２０７６２６４
苏州市 ０ ３９７８７１ ５６ １４８８７８２ ４０８１ １８９０７９０
常州市 ２８９４８９ ３９８７２７ ０ ６３２７０３ ２１１３ １３２３０３２
连云港市 １５６４０ １３４６６７ ０ １０８３０９２ ０ １２３３３９９
镇江市 ２３０１７１ ８８４２４３ ４８７６ ２０６７ ０ １１２１３５７
徐州市 ９６２０３ ４１４０８３ １３０８２ ０ ０ ５２３３６８
南通市 ０ ０ ０ ０ １６４０８９ １６４０８９
淮安市 ０ １３２３６１ ０ ０ ０ １３２３６１
盐城市 ０ ０ ０ ０ ４７１６７ ４７１６７
南京市 ８５０３ ８７１１ １２６ ２１７ ０ １７５５７
扬州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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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６４０００６ ３４７１９５１ １８１４０ ４１８１８３７ ２１７４５０ ８５２９３８４

各省属医疗机构数据上传省平台情况（１月２１日 －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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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６３４０９７ ６１４９３６ ５２０９ １２５４２４２
江苏省人民医院 ４５５９４ ５０５７８９ １７９２８ ５６９３１１

江苏省省级机关医院 １８６２９５ １８１９０１ １１１３ ３６９３０９
东南大学附属中大医院 ４２９５１ １６７６９３ ９８３９ ２２０４８３

南京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１５４９８ １８２８２２ ８３１３ ２０６６３３
江苏省中西医结合医院 ３６００３ １２７８２２ ３５７１ １６７３９６
江苏省口腔医院 ６４７１５ ６４４７２ １８２ １２９３６９
江苏省肿瘤医院 ４１９２２ ３４３３２ ６７６８ ８３０２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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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０６７０７５ １８７９７６７ ５２９２３ ２９９９７６５

【联系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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