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刘延东副总理给苏州卫生点赞

４月 ２５日上午，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刘延

东，在国家、省、市各级领导的陪同下，视察调研苏州卫生工作。

上午９点，刘副总理一行首先来到市立医院，市卫生计生委

向刘总理汇报了苏州卫生改革发展现况和医院为民服务情况。

刘副总理先后视察了门诊自助服务大厅、社区卫生管理服务中

心、社区远程影像会诊中心和多学科会诊中心，并通过视频了解

了我市社区临床集中检测中心和全科医生规范化培训基地。刘

副总理充分肯定了市立医院在医院管理和信息化建设方面所取

得的成绩，赞扬了我市公立医院坚持公益性，采用医疗联合体的

模式，通过信息化手段，将优质医疗资源下沉到社区，让百姓在

家门口享受到三级医院优质服务的做法。并勉励苏州要再接再

厉，承担起公立医院改革试点的重任，要将好的做法与经验作为

示范加以推广。

随后，刘副总理一行又来到留园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先后视

察了自助服务台、全科医生诊室、电子药房、移动输液室、康复病

房等，听取了基层医疗和公共卫生相关服务开展情况及首诊在

社区、康复在社区的工作落实情况汇报，对“保基本、强基层、建

机制”的新医改方针在苏州的探索实践表示满意。刘延东副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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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还给苏州卫生计生点了个赞！

刘延东副总理指出，江苏要研究两个大问题，一是医疗体系

建设，把分级诊疗真正地建起来，通过电子信息化，大力推进分

级诊疗体系建设，为大家提供更好的医疗服务；二是建立现代医

院管理制度，深入探索医院到底怎么改，要解决看病贵和看病

难、医生收入提高及财政可持续投入问题，保障公立医院公益性

和发挥社区医院健康守门人作用。

李少冬副巡视员在

全国人口健康信息化工作会议上作交流发言

５月１５日，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在重庆市召开全国

人口健康信息化工作会议，金小桃副主任出席会议并作重要讲

话，来自全国各省、市、自治区卫生计生委分管领导、规划信息

处、统计信息中心负责人共１２０余人出席了会议。

金小桃副主任指出，各级领导高度重视信息化工作，李斌主

任在会前专门对本次会议提出要求：一是总结、部署和落实好人

口健康信息化工作；二是增强信息化人员的责任感、紧迫感、使

命感，扎实推进人口健康信息化工作。金主任全面总结了人口

健康信息化开展情况，提出今年工作重点：一是统筹规划，做好

顶层设计；二是加强各级平台间互联互通；三是开展大数据在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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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医疗方面的应用；四是推进健康信息惠民服务；五是重视信息

标准与信息安全建设；六是加强人口健康信息化工作的组织领

导。金主任在讲话中对江苏人口健康信息化工作给予较高评

价，提出上海、江苏等省市人口健康信息化发展水平位居全国前

列。会上，重庆、上海、江苏、福建、江西、湖北等六个省、市作了

交流发言。

江苏省卫生计生委李少冬副巡视员在大会上作了题为“支

撑医改、服务健康、全面推进人口健康信息化建设”的专题交流，

他指出，近年来，我省从支撑医药卫生体制改革、服务健康便民

利民需要出发，按照优先发展、统筹规划、分布实施的原则，坚持

建设与应用并举，健康管理与健康服务相结合，全面推进人口健

康信息化建设，有力地促进了全省卫生计生事业的发展。李少

冬副巡视员从“坚持优先发展、坚持支撑医改、坚持服务健康”等

三个方面介绍了我省人口健康信息化建设取得的成绩，同时对

发展中面临的问题进行了剖析探讨，提出了自己的见解，受到参

会代表的好评。

我省完成区域健康信息平台

功能规范和分级评价标准修订工作

２０１１年３月，原江苏省卫生厅印发了《关于推进我省区域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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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信息平台建设的指导意见》（苏卫办〔２０１１〕３号），各地据此相

继开展了区域卫生信息平台建设。为进一步规范和推动各地开

展工作，２０１４年年初，又根据实际需要，制订了《江苏省区域卫生

信息平台功能规范（试行）》和《江苏省区域卫生信息平台功能应

用分级评价标准（试行）》（苏卫办〔２０１４〕１０号），以上规范和标

准的制订和实施，对全省区域健康信息化建设起到了较好的促

进和推动作用，提高了我省人口健康信息化水平。

随着我省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建设现代医疗卫生服务

体系，以及卫生计生机构改革、业务发展融合等方面需要，信息

化建设被赋予更多内涵、更高要求。为适应这一新的需要，并结

合去年在区域卫生信息平台测评中发现的问题，省卫生统计信

息中心召开了多次研讨会，组织专家对２０１４年印发的《江苏省区

域卫生信息平台功能规范（试行）》和《江苏省区域卫生信息平台

功能应用分级评价标准（试行）》进行了重新修订，制订了《江苏

省区域健康信息平台功能规范（２０１５版）》和《江苏省区域健康

信息平台功能应用分级评价标准（２０１５版）》，新的功能规范和分

级评价标准（征求意见稿）将于近期发布。同时，将另行制订《省

级卫生计生（健康）综合信息平台建设规范》，规范省级平台建

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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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省启动危重疾病远程诊疗信息系统建设

４月２２日上午，我省危重疾病远程诊疗信息系统建设会议

在省卫生统计信息中心召开，省人民医院、省中西医结合医院、

南京江宁医院、上海梅山医院、溧水人民医院、高淳人民医院等

一期试点单位及江苏移动相关负责人参加会议。

我省危重疾病远程诊疗信息系统将面向全省基层医疗卫生

机构及省内外对口支援单位，开展危重疾病的远程医疗服务与

支持，项目一期将长期以来对居民健康造成重大危害的、以冠心

病为主的心血管系统疾病作为切入点，通过建立心血管专家资

源库，依托大医院资源优势，借助移动 ４Ｇ网络，以远程影像诊

断、远程会诊、远程监护指导、远程手术指导等为主要内容，实现

患者与医务人员、医疗机构、医疗设备之间的互动，使专家随时

随地通过网络系统进行远程诊断和现场指导。该系统初期将覆

盖１１０家县（市、区）级医院，有效打破地理区域限制、缩短急救

时间，惠及城乡居民，同时有利于医务工作者拓宽视野、协同合

作，缓解基层医疗卫生技术人员短缺的矛盾。项目建成后将与

居民健康档案、电子病历、疾病预防控制、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

急处置等信息系统进行有效对接，更加完善全民智慧医疗服务

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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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系统建设被省发改委确定为 ２０１５年重大建设项目，由省

卫生计生委领导，省人民医院、省卫生统计信息中心负责建设，

它的实施将使医疗行业融入更多人工智慧、传感技术，使医疗服

务进一步走向智能化，是一项惠及民生的重要工程。项目分阶

段实施，一期建设将于２０１５年年底完成，计划五年内覆盖至 ７２０

家医院。

该项目推进的要点是：一要落实好数据中心、会诊中心、话

务中心、监管中心等四个中心建设任务。实现好基础信息平台、

医疗平台、短信平台、系统对接平台、移动终端平台及话务中心

应用软件等六大功能；二要从南京地区医院先行试点，逐步推

进，注重兼容开放原则，实现与各级区域健康信息平台及所接入

医院信息系统的互联互通。

常州市卫生计生委开展血液追溯系统建设

常州市卫生计生委于 ２０１４年 １０月正式启动血液追溯系统

建设工作，首批选择了常州市中心血站与常州市第四人民医院

进行试点建设。该项工作的主要目的是实现医院血液系统与血

站实时联网，从而实现信息共享。

血站与医院依托常州市卫生信息平台作为数据交换中心，

卫生信息平台分别和血站、医院联网进行数据交换，血站向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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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发血信息，医院向平台提供病人用血情况以及库存、输血反

应等。

项目的实施改变了原有的操作模式，真正实现了血站对每

袋血液的使用信息可追溯，同时为血站实时了解医院血液库存

提供了渠道，也有利于血站指导医院临床用血。随着更多市直

医院与血站联网，可以在常州市卫生信息平台中实时了解全市

的用血情况及血液库存情况，便于应急情况下全市的血液调拨。

该项目目前已开展了部分数据的共享，比如血站的发血信息、医

院的临床用血情况。

连云港市在连云区率先启动慢病移动随访工程

近年来，由于我市原有居民电子健康档案系统为 ＰＣ版，我

市慢病随访工作一般由乡村（社区）医生上午出去随访，在随访

过程中把病人的信息记录下来，下午回到村卫生室（社区卫生服

务中心）录入到系统中。乡村（社区）医生肩负着为老百姓建立

健康档案、健康体检、慢病随访、健康教育等职能，工作内容繁

多、复杂。

为切实减少基层医务工作者工作量，我市在连云区率先启

动慢病移动随访工程。５月 １１日下午，在连云区卫生局副局长

张芹主持下，连云区４家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观摩了移动随访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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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场演示。目前，工程正有条不紊的进行中，４家社区卫生服务

站已正式开始试用移动随访设备开展工作，社区医生纷纷表示，

慢病移动随访工程满足新形势下工作需求，为提高医疗服务质

量和医疗服务效率提供了重要支撑。

随着本次慢病移动随访工程的开展，乡村（社区）医生将携

带移动随访设备上门为老百姓提供随访服务，在准确记录随访

对象健康情况的同时，实时更新随访对象电子健康档案，及时提

供健康教育指导，更加客观、真实、全面地反映随访对象的健康

情况。

镇江市召开２０１５年

卫生规划财务和信息化工作会议

为贯彻落实省、市有关工作要求，部署２０１５年卫生规划财务

和信息化工作任务，４月１５日下午，镇江市卫生局召开全市规划

财务和信息化工作会议。市卫生局党委副书记伏庆鸣出席会议

并讲话。

伏书记指出，２０１５年是全面完成“十二五”规划的收官之年，

是全面深化改革的关键之年，各单位要理清思路，在复杂的事务

中抓住重点、抓住关键，以抓重点、抓关键带动全局发展，在工作

中要准确把握规划的先导、主导、统筹、引领和约束作用，准确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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握财务工作服务、保障、改革和监督作用，准确把握信息化对卫

生事业发展的引领支撑作用，改革创新，突破思维定势，努力开

创全市卫生规划财务和信息化工作的新局面。

江苏大学附属医院、市一院、句容市卫计委和京口区卫计委

分别就信息化建设、医院收费管理和财务管理等作大会交流发

言。会议组织现场参观了润州区黎明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信息

化建设成果。

市区医疗卫生单位、辖市区卫生局（卫计委）的分管领导、财

务工作负责人、信息工作负责人以及局机关各处室负责人 ７０余

人参加会议。

宿迁市加快推进远程医疗建设

为进一步利用卫生信息化建设为市民带来快捷便利的优质医

疗服务，宿迁市卫生和计生委将远程会诊建设列入信息化工作重

点内容加快推进。近日，该市在洋河新区人民医院试点建设远程

会诊中心，洋河新区人民医院与南京、上海、北京共２３家知名医院

建立了对口远程会诊协作关系，推出“云医疗”服务，为疑难杂症

患者提供医学远程会诊服务。远程会诊实现的“面对面”沟通，达

到了临床会诊的效果，患者足不出户，便解决了以往千里迢迢到外

地医院就诊的困难，既可减少患者的痛苦，又可节省候诊时间和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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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体现出“云医疗”服务便捷、高效、经济的特点。

在试点成功的基础上，该市将逐步在二级及以上医疗机构

建设远程会诊中心，加快形成优势医疗资源下沉，在二级及以上

医疗机构享受上级大医院优势资源的同时，建设覆盖全市各县

区、各乡镇及至村一级的市、县会诊中心，形成连接基层医疗机

构的远程会诊系统，实现远程会诊、远程预约、远程监护、远程手

术指导、远程教育和远程信息共享等远程医学活动，以有效提高

基层医疗机构医疗服务能力，提高疑难重症救治水平，缓解群众

看病就医问题。

宝应县卫生局围绕

互联互通推进人口健康信息化建设

３月底，宝应县卫生局召开人口健康信息化建设推进会，安

排工程师现场演示信息平台各系统的操作，对各项功能进行解

说，听取机关各科室负责人、基层医疗卫生单位系统管理员代

表，对信息系统建设、应用的意见、建议和要求，围绕互联互通全

面推进人口健康信息化建设。

推进会上，卫生局分管领导要求各科室、各基层单位要围绕

互联互通、加强应用的目标，协同推进，共同参与，及时反馈，进

一步建好信息平台，充分发挥平台支撑作用；要重点加强远程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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诊信息系统、实验室（检验科）信息系统、居民健康卡应用及全县

一、二级医院间的信息互联互通，逐步推进；要加快推进基层医

疗机构电子病历、办公自动化等系统应用，不断规范诊疗行为，

优化服务流程；要与业务工作日常开展、最新要求有机结合，实

现务实应用，推动全县医疗卫生各项工作高效开展，更好地服务

群众健康。

简　　讯

● 青海省卫生计生委张进京主任一行到苏州考察卫生信息化　３

月１７日下午，青海省卫生计生委张进京主任一行近２０人来苏交流卫生

信息化建设。在省卫生计生委黄祖瑚副主任、苏州市卫生局陈建平副局

长等陪同下，参观了苏州市卫生信息中心。市卫生信息中心主任戴春林

对中心机房现有业务管理、网络构架、动态监控等方面作了介绍；随后现

场利用有线电视机顶盒演示了预约挂号及检验报告查询。在“健康小

屋”展示区，张主任一行一一查看了居民自助检测设备，询问了使用方

式，对苏州２０１２年起就开展的居民健康管理工作表示了赞赏。

● 南京都市圈城市卫生信息化专题会议召开　４月２４日 －２５日，

南京都市圈城市卫生信息化专题会议在芜湖召开。会议确定，一是首先

在预约挂号服务上实现８个城市的共享，建立统一的、可扩展的都市圈

预约挂号服务平台，为患者提供全方位、多模式的“一站式”预约挂号服

务；二是在年内推进医检结果共享查询服务，逐步统一检验检查报告查

询平台，方便都市圈８城市医院共享调阅医检结果；三是构建覆盖南京

都市圈８城市的远程医疗服务网络体系，实现跨地域、均等化、体系配

套、安全便捷的远程医疗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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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家港市启动医疗服务“云平台”建设　张家港市启动医疗服务

“云平台”建设，该项目被列入２０１５年度张家港市政府民生实事工程，计

划两年建设完成。项目通过整合现有张家港区域卫生信息平台、各大公

立医院的医院信息系统等相关资源，量身打造张家港医疗机构专属的医

疗服务“云平台”，深度实现医院之间互联互通、医疗数据共享，实现市民

就诊不带纸质病历，依托市民卡存取病历和记录病历；同时，基于“云平

台”为全市一级医疗机构提供标准统一、版本统一的医疗服务软件基础

四大件：医院管理（收费和药品管理系统）、电子病历、影像（放射、超声、

内窥镜）、检验检查系统，全面提升各类医院信息化整体应用水平。

● 扬州市中医院推出“微导诊”服务　为了进一步方便患者就医、

缩短求诊时间，２０１５年１月以来，扬州市中医院微导诊服务平台正式启

用，标志着该院现代化医院建设的进程又迈出重要一步。电子导诊能提

供门急诊就医流程、门诊病人就诊须知、就诊注意事项、医院检查项目分

布、住院出院流程、名医馆专家门诊排班表、医院各科楼层分布等服务信

息。还可以快速了解医院的其他特色服务，例如预约挂号、科室介绍、专

家介绍、停诊通知、健康知识等内容，旨在用更灵活的方式，为患者及家

属提供更优质的服务。本着创建服务好、质量好、群众满意医院的目标，

扬州市中医院还将不断完善微导诊的各项服务，使之成为患者随身携带

的就诊指南掌中宝。

● 泗阳县完成区域卫生信息平台招标工作　为实现各条线信息互

通，数据共享和交换，泗阳县卫生局加快推进区域卫生信息平台建设，以构

建全县互联互通、信息共享的医疗卫生信息系统。２０１４年１１月１２日，泗

阳县区域卫生信息平台软件开发与硬件集成项目在县公共资源交易网上

公开招标，于今年３月３日在县公共资源交易网上完成，经专家组评定，确

定中标供应商为两家公司组成的联合体。目前，泗阳县卫生局与该供应商

正协商签订相关协议，协议签订后，该局将督促供应商尽快组织设备进场

安装，预计该项目工程建设将于今年年底前完成并正式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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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市区域健康信息平台数据上传省平台情况（３月２１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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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宿迁市 ４３５３７１ １３３６２９５ ８９９９ １０８２１４４ １００３３９ ２９６３１４８
镇江市 １６３０４７ １２３８９７６ ９０８２ ５１１２ ２３３４ １４１８５５１
常州市 ２７７４４１ ４２５８０５ ６３５９ ４９５３ ３７７５９ ７５２３１７
盐城市 ２３１９８０ ２０１７８２ ０ １２９７８２ ８８４ ５６４４２８
苏州市 ０ ３８８５３６ １７８１ ０ ０ ３９０３１７
南京市 １３８０２６ １９６２３８ ７８１１ １５６８ １３０９ ３４４９５２
连云港市 ９４ ９１９５９ ０ １０９２ ０ ９３１４５
扬州市 ３３７００ ３７９５０ ０ ０ １４０３１ ８５６８１
徐州市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南通市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淮安市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无锡市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泰州市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合计 １２７９６５９ ３９１７５４１ ３４０３２ １２２４６５１ １５６６５６ ６６１２５３９

各省属医疗机构数据上传省平台情况（３月２１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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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苏省中医院 ６１５５９７ ７０２８３８ ５３９８ １３２３８３３
江苏省人民医院 ４２０５０ ５２０６２４ １５６３８ ５７８３１２

江苏省省级机关医院 １９３６３５ １９１９８０ １４９０ ３８７１０５
苏州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０ ２９３８９２ ０ ２９３８９２
东南大学附属中大医院 ４９９１２ １８８６５１ １０４５２ ２４９０１５

南京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１５５５０ １８８７０５ ７３８６ ２１１６４１
江苏省中西医结合医院 ４０３１４ １３６８８６ ４０６９ １８１２６９
苏州大学附属儿童医院 ０ ９４６４４ １７８１ ９６４２５
江苏省肿瘤医院 ３３５８５ ２７４７８ ５８２０ ６６８８３
江苏省口腔医院 １８２４５ １８１８７ １４０ ３６５７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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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００８８８８ ２３６３８８５ ５２１７４ ３４２４９４７

【联系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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