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王咏红主任出席

省卫生信息学会第二次学术年会

７月１７日，江苏省卫生信息学会第二次学术年会在南京召

开，省卫生计生委主任、省卫生信息学会会长王咏红出席会议并

发表重要讲话，李少冬副巡视员主持会议。学会领导，各市卫生

计生委、省属医疗卫生单位、省卫生计生委相关处室负责人，各

专业委员会负责人，优秀信息主管、优秀论文获奖者，及会员代

表共１８０余人参加会议。

王咏红主任首先肯定了近年来全省人口健康信息化建设取

得的显著成效，她接着指出，深化医改进入攻坚期，我省被列为

综合医改试点省份，已把信息化工作列为我省医改重点突破的８

个方面之一，要将信息化与其他医改工作相辅相成、相互促进。

王主任要求各地要充分认识人口健康信息化工作的极端重要

性，进一步统一思想、提高认识，加强组织领导，加大统筹推进力

度，从着力强化信息化基础建设，着力提升信息化应用水平，着

力推进信息化便民服务三个方面全面推进，不断适应医改对人

口健康信息化发展的要求，为实现全省人民群众的健康梦作出

新的更大贡献！王主任还对学会工作提出了具体要求。

李少冬副巡视员要求全省各医疗卫生单位要认真领会王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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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的重要讲话精神，贯彻王主任对人口健康信息化工作的具体

要求，抓好各项信息化工作的落实，加强务实应用，按照时间进

度表全力推进江苏“智慧健康服务工程”。

学会还宣布了成立“卫生信息技术与安全”、“电子病历”两

个专业委员会，公布了 ２０１４年全省县（市、区）优秀卫生信息主

管和第二次学术年会优秀论文获奖者。省卫生计生委规划信息

处处长、学会秘书长王爱年作了 ２０１４年学会工作报告。会议邀

请了南京邮电大学朱洪波副校长、上海市闸北区卫生信息中心

宗文红主任、北京阜外心血管病医院信息中心赵餠主任、东软熙

康健康科技有限公司蔡鸿宇总裁做相关专题报告。

全省远程医疗系统建设工作推进会在常州召开

６月１８日，全省远程医疗系统建设工作推进会在常州召开。

国家卫生计生委规划与信息司张锋副司长应邀出席会议并讲

话，省卫生计生委副巡视员李少冬出席会议并讲话。

张锋副司长在讲话中首先介绍了全国人口健康信息化发展

总体情况，分析了“十三五”人口健康信息化服务体系建设工作

面临的形势和任务，阐述了远程医疗在人口健康信息服务体系

建设中的作用和意义。他希望江苏进一步强化信息化在医改中

的重要作用，深入探索基于人口健康信息平台的远程医疗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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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与应用新途径、新模式，注重资源整合、加强服务评价、发挥

最大效益。他表示，国家卫生计生委规划与信息司对江苏工作

将给予支持，希望江苏在全面构建人口健康信息服务体系过程

中，继续在全国发挥示范作用。

李少冬副巡视员在会上对我省远程医疗系统建设推进工作

进行了全面动员部署。他指出，发展远程医疗是我省深化医药

卫生体制改革的一项重要任务，是构建我省现代医疗服务体系

的必然要求，是解决人民群众看病就医问题的有效途径，意义重

大、影响深远。要把远程医疗系统建设作为我省人口健康信息

化当前一项主要工作，认真抓紧抓好。要准确把握远程医疗系

统建设总体要求和基本原则，客观、理性认识现阶段发展过程中

存在的问题。要在全省智慧健康服务工程总体框架内，加快省、

市、县信息传输主干网和基于平台的远程医疗系统建设应用，加

强标准、规范和制度的配套建设，加强部门间的协调与支持、配

合，加强管理和组织实施力度，保障进度落实、任务落实。

各市卫生计生委（卫生局）分管领导、业务处室负责人、信息

中心主任，部分县（市、区）卫生计生委（卫生局）、三级医院分管

领导、业务科（处）室负责人，省卫生计生委相关处室和直属单位

代表、相关专家等１００多人参加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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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少冬副巡视员赴盐城、连云港

开展“三解三促”调研活动

６月２３日至 ２８日、７月 ７日至 １０日，省卫生计生委副巡视

员李少冬带队分别赴盐城、连云港开展推进综合医改试点和智

慧健康信息化建设专题调研。在两地调研期间，李少冬副巡视

员分别召开市医改领导小组成员单位工作座谈会，了解医改工

作进展情况，听取并分析医改推进中存在的重点、难点问题；察

看区域人口健康信息化建设情况，对信息化建设过程中遇到的

困难和问题进行深入研究；实地考察医院、乡镇卫生院和村卫生

室，与各单位负责人、医务人员及群众代表分别进行座谈，详细

了解机构运行状况、医改实施情况，以及信息系统建设应用情

况，广泛听取对深化医改、加强信息化建设的意见和建议。

在盐城医改工作座谈会上，李少冬指出，近年来，盐城市坚

持大胆探索，攻坚克难，创新机制，强化组织领导，深化医改和卫

生计生信息化工作取得了积极的进展。对下一步工作，李少冬

要求：一要加大医改推进力度；二要抓好医联体建设、分级诊疗

等重点工作；三要突出解决人事分配制度改革等难点问题；四要

发挥体制优势，形成部门合力。同时，他强调要发挥信息化在医

改中的牵引和支撑作用，加强顶层设计、实现互联互通、突出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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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应用，培育打造体系完善、应用领先的智慧健康服务体系，形

成卫生计生事业可持续发展的动力。

在连云港调研反馈会上，李少冬高度肯定了连云港市县一

体化区域健康信息平台建设工作，表示该市人口健康信息化建

设的高度系统化、整体化在全省处于领先地位，该市统一设计、

统一负责、统一部署、统一维护的做法具有推广价值。并根据全

省人口健康信息化建设新形势、新要求提出五点建议：一是完善

区域健康信息平台，加快业务条线系统整合与上下统筹，着力实

现平台数据的有效利用；二是完善基层平台应用，加强基层业务

应用指导，着力提升基层应用水平；三是推进居民健康卡发放应

用，提高居民健康卡覆盖率，以居民健康卡发放应用促进人口健

康信息化建设水平提升；四是拓展远程会诊系统应用，提高远程

会诊系统覆盖率、使用率，逐步实现远程会诊日常化、便利化；五

是加强居民电子健康档案标准化建设，规范平台应用，确保健康

信息平台互联互通。

省卫生计生委规划信息处、财务处、省卫生统计信息中心负

责同志陪同调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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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５年江苏省卫生计生委信息化

科研课题项目评审结果公布

为加快我省“智慧健康”建设步伐，凸显卫生信息化作为医

改的重要支撑作用，卫生信息化研究继续列入今年我省医学科

研招标范围，涉及区域、医院、基层、公卫等各卫生信息化应用领

域，旨在鼓励我省医疗卫生单位在卫生信息化建设的各方面深

入开展研究，力图通过课题引导，先行先试，深化信息化的建设

与应用，提高我省卫生信息化创新能力和应用水平。

根据《关于组织申报２０１５年度医学科研项目的通知》（苏卫

办科教〔２０１５〕２号）的安排，卫生信息化评审组对申报的卫生信

息化科研课题进行了评审，最终遴选出１０项申报课题作为我省

本年度科研资助项目。

２０１５年度省卫生计生委卫生信息化科研资助项目

课题编号 课　　题　　名　　称 申报单位 负责人

Ｘ２０１５０１ 基于云计算的医疗质量控制体系的研究与实现 江苏省人民医院 王忠民

Ｘ２０１５０２ 家庭远程医疗保健服务的开展与研究 南京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徐凛峰

Ｘ２０１５０３ 医院重点专科临床术语信息标准应用研究 江苏省中医院 范晓薇

Ｘ２０１５０４ 江苏省三级医院档案信息化建设现状的调查与研究 江苏省中医院 盖峻梅

Ｘ２０１５０５ 江苏省血吸虫病防治管理信息平台研究与开发 江苏省血吸虫病防治研究所 李　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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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题编号 课　　题　　名　　称 申报单位 负责人

Ｘ２０１５０６ 医院抗生素使用监管与院感监控平台 南京市第一医院 彭　建

Ｘ２０１５０７ 基于移动终端的临床数据中心和消息中心的应用研究 江苏建康职业学院 王　宁

Ｘ２０１５０８ 基于ＩＨＥ规范的区域影像平台接入模式的研究 苏州市卫生信息中心 戴春林

Ｘ２０１５０９ 基于ＨＩＳ系统的慢性病监测报告信息系统建设研究 江阴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朱爱萍

Ｘ２０１５１０ 基于物联网技术的智慧医疗服务平台 常州市卫生信息中心 吴亚平

国家区域卫生信息互联互通标准化

成熟度测评专家组莅临苏州指导

６月２日上午，国家卫生计生委区域卫生信息互联互通标准

化成熟度测评专家组一行莅临苏州指导。国家电子计算机质量

监督检验中心边红丽常务副主任，国家卫生计生委统计信息中

心董方杰工程师，上海闸北区卫生信息中心宗文红主任，省卫生

统计信息中心刘晓强副主任，苏州市卫生计生委陈小康副主任，

各县（市）区卫生计生委分管领导、信息中心主任及各厂商代表

参加了会议。

会上，陈小康副主任对苏州市卫生信息化发展概况进行了

介绍，董方杰工程师传达了国家人口健康信息互联互通标准化

成熟度测评要求，苏州市、张家港市及常熟市分别就平台自测评

情况进行了汇报，专家组作了点评与指导。

专家组在肯定苏州市现有工作的基础上，提出了几点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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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强化平台互联互通的应用效果建设；二是机构互联互通范

围覆盖率方面偏差较大，需要加快县（市）区对接进度，争取在 ２

个月内完成剩余区县对接；三是县（市）区平台需要更注重数据

质量方面的建设，加快推进平台应用。

“常州移动医疗”Ａｐｐ正式上线

今年５·１２国际护士节前夕，常州市卫生计生委借助挂号网

打造的“常州移动医疗”平台正式上线，覆盖常州地区 ８家二级

以上市属医院，提供更便捷的就医体验，为患者解决挂号难问

题。

用户只需在安卓市场或苹果商店中搜索“常州移动医疗”免

费下载安装，即可使用。“常州移动医疗”平台首期包括 Ａｐｐ和

微信，覆盖市一院、二院及阳湖院区、中医院、三院、四院、妇幼保

健院、儿童医院和七院等 ８家医院。此次上线的 Ａｐｐ包含以下

四大功能：

一是医院简介。通过该功能，市民可以了解首批上线常州

移动医疗平台的常州地区８家医院（９大院区）的基本信息介绍，

全方位展示医院科室特色，帮助患者了解就医信息。

二是医院导航。通过嵌入的百度地图，可以查询医院的位

置，查询来院路线，并通过分类查询搜索到医院周边的商户，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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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交站、药店、加油站、酒店等。

三是预约挂号功能。用户通过不同导航路径（通过地区找、

医院找、疾病找或者直接输入搜索条件搜索）找到指定的医生，

选择可预约的医生排班，同时选择预约时间段，填写相应的预约

信息，完成预约，按照预约日期及选择的预约时间段到医院就

诊。

四是健康自诊。用户选择感觉不适的身体部位，系统可自

动帮助用户根据症状自测分析是否已经患病，以及去医院找哪

个科室就诊。

在解决预约挂号问题后，“常州移动医疗”平台第二期工程

正在加紧实施，届时将推出检验检查报告查询、体检信息查询等

功能。

南通市智慧卫生扎实前行、便民举措稳步推进

近年来，市卫生计生委以患者为中心，以便民为抓手，以利

民为目标，以集约为特点，以纵向资源整合为基础，推动市、县区

域卫生信息平台互联互通，促进区域优质卫生资源共建共享，大

力实施院前移动急救、区域影像系统等一批智慧卫生项目，智慧

卫生工程扎实前行，多项便民举措稳步推进。

卫生服务热线系统随时随地预约挂号。市民通过 １２３２０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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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热线服务电话、网络和微信订阅号，可随时随地预约市区 ６家

三甲医院专家号，自２０１４年１２月试运行以来，已有９９６９位市民

享受到预约挂号服务，市民对１２３２０的知晓率、利用率不断上升。

医院自助付费系统优化门诊就诊流程。市区９家医院全面

建成自助付费系统，患者通过门诊大厅自助付费机交费可以大

大缩短交费时间。并且在通大附院、市第一人民医院，患者交费

完成后，后台摆药系统立即根据处方配药，患者到达窗口便可直

接取药。通过这些智能系统的实施，优化了门诊就诊流程。

掌上医院微信系统提升患者就诊体验。该系统首先在市妇

幼保健院和第六人民医院率先上线运行，市民可以通过统一的

微信公众号实现预约挂号、在线付费、网上排队、检验检查报告

单查询等功能。近期将在全市县级以上医院全面推广，实现区

域内二级以上医院集中式为患者提供诊前、诊中、诊后的一站式

服务的掌上就诊服务平台。

院士协同创新项目提前干预基因缺陷。市院士合作项目

“新生儿遗传性耳聋基因检测示范平台”建设成效显著。通大附

院和市妇幼保健院的２个基因筛查中心实验室运行良好，在市区

７所指定医院出生的三区常住户口新生儿可享受免费筛查政策。

基层管理信息系统提升基层管理能级。基层医疗卫生单位

综合管理信息系统在６县（市、区）１１２７家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社

区卫生服务站、乡镇卫生院、村卫生村实现全覆盖。市本级基层

管理信息系统扩展项目在两个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完成基础系统

—１１—



试点部署。

区域卫生信息平台建设初见成效。区域卫生信息平台是实

现医院、社区和公卫单位之间互联互通及数据共享的关键。平

台自运行以来，已上传数据１５００万条，智慧卫生大数据平台初具

雏形。

远程心电、Ｂ超项目提高诊断水平。市卫生计生委与上海交

通大学医学院医学信息远程监护中心开展合作，开展远程心电、

Ｂ超远程诊断项目。通过远程会诊，老百姓在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和乡镇卫生院就可享受上海三甲医院专家的医疗诊断服务。目

前，该项目已在启东市和崇川区部分基层医疗机构落地。

扬州市推进预约挂号平台建设工作

６月１６日，扬州市卫生计生委召开全市预约挂号平台建设

布置会，介绍预约挂号平台应用背景、技术架构、服务内容和发

展规划，全面部署推进该市预约诊疗挂号平台建设工作，要求利

用１２３２０卫生热线打造新的预约诊疗挂号平台，８月底前初步完

成建设任务。

扬州市卫生计生委副主任尹亮出席会议并讲话，他指出，打

造全新的预约挂号平台，实现南京都市圈医院的联通，目的是为

了让群众实时知晓医疗资源、方便进行就医咨询、提前安排就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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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划、有效减少候诊时间，也有利于医院提升管理水平、提高工

作效率、降低医疗风险、构建和谐医患关系。尹亮强调，预约挂

号平台建设关键在于落实，要切实加强对这项工作的组织领导。

一是要进一步引导群众预约就诊，扩大开放门诊挂号预约号源，

积极开展分时段预约，推进“预约优先”服务，规范预约诊疗服务

行为。二是要顺利推进预约诊疗服务，推广实名制预约，加强医

务人员出诊管理，注意保护患者隐私，有效降低患者爽约比例，

确保把市预约挂号平台做好、做实、做大、做到位、做统一，真正

方便群众看病就医。这项工作将列入今年的卫生工作目标考核

内容。

各县（市、区）卫计委（卫生局）、全市二级及以上公立医院、

市区民办医院及驻扬医院信息工作负责人参加了会议。

镇江市民卡·居民健康卡取代医院就诊卡

市民李峰走进江滨医院，他没有走向挂号柜台，而是径直走

向了位于大门左侧的一排自助机器上，插入市民卡·居民健康

卡和医保卡，找到“牙科”普通门诊号，点击确认缴费，机器就打

印出挂号单据，前后耗时不到一分钟。令他意外的不仅是超快

的挂号速度，没有找零钱的麻烦，还有获得了挂号费的优惠！这

台机器，就是镇江市民卡公司、民生银行镇江分行与江大附院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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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设置的自助挂号机，将刷医保卡、市民卡、挂号、预约、缴费、打

印报告单、充值等集于一体。在一楼门诊大厅的二十台机器上，

来挂号的市民络绎不绝，几乎不需要排队，十几秒钟即可完成挂

号。

２０１４年镇江市政府决定将居民健康卡功能集成到市民卡

上，并替代各大医院的就诊卡后，市民卡的发卡量日益激增。通

过自助挂号机不仅可以进行自助挂号，还可以进行检验缴费、取

药缴费等自助结算，以及医疗信息的查询等，能够满足市民随时

挂号、缴费的需求。居民健康卡的发放，转变了原有就诊模式，

提高了服务质量与效率，能避免重复检查，减少患者就医排队次

数，缩短候诊时间，改善了就医感受，为解决“看病难、看病贵”提

供有力支撑。

市民卡除居民健康功能外，还集成了的公交ＩＣ卡功能、公共

自行车租赁功能、旅游惠民一卡通等功能。

宿迁市卫生计生委信息化建设

助推计生工作上台阶

近年来，宿迁市积极推进人口计生工作转型升级、提质增

效、科学发展，加快计生信息化建设步伐，提高计生数据的准确

性和利用率，有效发挥信息化在计生工作中的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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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２００８年开始，按照全省信息化工作要求，该市已建成全员

人口基础数据库，在泗阳建设市级人口数据中心，配置１６台服务

器和一批专用设备，在１０８个乡镇、街道建成村级数据采录中心，

全面实现市、县、乡、村四级计生干部“人手一台计算机”，并投入

近６００万元更新升级了乡镇信息统计软硬件设备，初步形成市、

县、乡、村四级信息专用网络。各类人口计生报表随时自动汇

总，人口基础信息及生育、节育等信息，市、县、乡、村四级每月及

时更新。目前，全面涵盖全市 ５６２５万人、已婚育龄妇女 １０４８

万人和２８万流入人口基本信息、计生服务信息和奖励扶助发放

落实信息，个案数据完整率、逻辑校验准确率等指标均达９５％以

上。

２０１２年，全市建成“宿迁市计划生育社会抚养费管理系统”，

整个系统包括个案录入、查询、审核、缴纳计划、征收票据管理、

征收对象管理等模块，通过采集分户信息、健全卷宗登记、数据

分析应用等功能拓展，使全市社会抚养费征、管、用走上规范化、

法制化轨道。到目前，该系统已录入个案１３１８１７条。

信息化提升社会服务能力。一是为方便流动人口，全市正

推进流动人口婚育证明电子化建设工作，现居住地查验流动人

口婚育证明，只需登录流动人口系统电子婚育证明数据库，就可

查验成年流动育龄妇女的婚姻、生育和避孕节育情况，现在库跨

省流入人口信息 １４０８７条，省内流入人口 １４２７６条，流出人口

５５９４３５条。二是开发运用“迅捷通”手持终端软件，人口计生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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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工作人员凭移动手持终端，随时随地可简单、方便地通过客户

端软件登陆平台进行录入、修改、查看人口基础信息、房屋定位

和通知公告等功能，实现移动人口信息采集直报。三是开发宿

迁市农村留守独生子女关爱活动信息系统，该系统以全员人口

库为核心，全程记录关爱对象、关爱志愿者、关爱活动记录等三

个方面的内容，现在库个案中关爱对象 １２７４９名，志愿者 ３３３１

名，关爱活动９１７次、经费１５２２万元。

简　　讯

● 宿迁市区域卫生信息平台建设取得突破性进展　宿迁市市级信

息平台先后通过省卫计委、市政府采购中心、市财政局考核验收，沭阳

县、泗洪县信息平台先后建成并向市信息平台推送数据，泗阳县信息平

台也已完成招标，并进入实质性建设阶段。目前，全市已形成以市级区

域卫生信息平台为中心，收集传送共享各县信息平台数据的网络格局，

并成功向省平台推送数据。据省卫生计生信息化简报通报，截至３月２０

日，该市已上传省信息平台门诊信息人次１１０１２８８人次，健康档案注册

信息９７４９７６人次，合计２０７６２６４人次。

● 海安县将人口健康信息平台建设列入２０１５年为民办实事项目

　在海安县政府公布的“２０１５年海安县为民办实事项目”中，“建设县级

人口健康信息平台，实现县域医疗卫生信息互联共享”被列为１５件为民

办实事项目之一。该项目包含县级人口健康信息平台和业务应用系统

建设。实现与省市人口健康信息平台对接以及县域范围内不同级别医

疗机构之间住院预约、双向转诊、出院随访、社区首诊业务的支撑。业务

应用系统包含了医疗、公共卫生、药品耗材、财务、医院管理等各项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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涵盖院内电子病历、检查检验、心电系统、影像归档和通信系统。

● 淮安市召开卫生信息中心主任会议暨平台数据传输培训会　５

月２１日上午，淮安市卫生信息中心主任会议暨平台数据传输培训会在

市卫计委应急指挥中心召开。会议传达了２０１５年全省卫生计生规划与

信息工作会议精神，对２０１５年卫生信息化重点工作进行具体部署。会

议要求各地要强化思想认识，以信息互联互通、务实应用为目标，加快推

进各类业务信息系统建设，确保完成居民健康卡的发放、二级以上医院

实现预约诊疗服务、构建市级远程会诊中心等年度重点工作。会议还进

行了平台数据传输方面理论知识培训。

● 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喜获“电子病历应用水平五级”称号　前不

久结束的厦门 ＣＨＩＮＣ２０１５大会传来喜讯，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被国家

卫计委医院管理研究所、中国医院协会信息管理专业委员会联合评为

“２０１４年度电子病历系统功能应用水平分级评价五级医院”称号，成为

我市首家、省内第二家获此殊荣的医院。市一院已经建成了覆盖全集团

的数据中心平台和业务数据交换集成平台，实现了涵盖全部诊疗过程的

集成化电子病历（ＥＭＲ）系统，对临床工作流程按质量管理要求实现全过

程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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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市区域健康信息平台数据上传省平台情况（５月２１日－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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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００９４０７ １００４４３６ ９１９１ １４５０８４５ ９５９０６ ３５６９７８５
常州市 ３６３１４１ ２６３７１９９ １５０６７ ０ ２８８０ ３０１８２８７
淮安市 ７８５１５２ ４５９２７８ １８１２８ ９７７３８６ ２１８７７５ ２４５８７１９
徐州市 １０９９５５ ９７２３９０ ６８９９ ０ ０ １０８９２４４
南京市 ０ ０ ０ ６９４７７７ ０ ６９４７７７
镇江市 ５５９８６ ５２８４５９ ２２８９ ６６５２ ３００８ ５９６３９４
连云港市 ８２４８ １１３８３５ ４３６ １０７０９ ０ １３３２２８
盐城市 ０ ０ ０ １２００１３ ０ １２００１３
苏州市 ０ ５７８７３ ９３３０ ０ ０ ６７２０３
南通市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无锡市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扬州市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泰州市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合计 ２３３１８８９ ５７７３４７０ ６１３４０ ３２６０３８２ ３２０５６９ １１７４７６５０

各省属医疗机构数据上传省平台情况（５月２１日 －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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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５８０９３０ ７８１７６５ ４８９９ １３６７５９４
江苏省人民医院 ５７７７１ ５５２７２１ １６８４０ ６２７３３２

江苏省省级机关医院 １９５７９４ ２０２６７４ １３８５ ３９９８５３
南京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１４９８７ ２０５４０４ ７８７６ ２２８２６７
东南大学附属中大医院 ４３８７８ １６９６７３ ９７４５ ２２３２９６
江苏省中西医结合医院 ４１６４１ １３９８７７ ４０６６ １８５５８４
江苏省肿瘤医院 ４９２１８ ４０５５９ ８０５３ ９７８３０

苏州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０ ７９０１ ０ ７９０１
苏州大学附属儿童医院 ０ ２２４６ ３ ２２４９
江苏省口腔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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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９８４２１９ ２１０２８２０ ５２８６７ ３１３９９０６

【联系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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