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江苏省智慧健康信息传输主干网正式启用

２０１５年１２月２４日下午，省卫生计生委、省经信委、省新闻出

版广电局、省广电网络公司联合举行江苏省智慧健康信息传输

主干网建设新闻发布会暨开通仪式。省卫生计生委王咏红主

任、省经信委龚怀进副主任、省新闻出版广电局申彭建副局长、

省广电网络公司顾汉德董事长共同启动按钮，宣布江苏省智慧

健康信息传输主干网正式启用。省卫生计生委副主任陈亦江主

持开通仪式并通报主干网项目建设情况，王咏红主任、顾汉德董

事长分别讲话。

王咏红在讲话中指出，当前，网络信息技术与健康医疗服务

呈现加速融合发展的态势，对经济增长的促进和拉动作用日益

显著，已成为国家和地区之间综合竞争力的重要体现。省委省

政府对信息化工作高度重视，省委在《关于制定江苏省国民经济

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的建议》中明确要求实施“互联网

＋”行动计划，推进智慧江苏建设。今年初，我省被确定为国家

综合医改试点省份，全省上下正按照省委省政府确定的方案，蹄

疾步稳地推进医改各项工作。健康医疗信息化既是医改的重要

内容，也是医改的重要支撑和有力保障。王咏红强调，“十三五”

期间，健康医疗信息化建设要着力推进“三大重点工程”。一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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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施“智慧健康服务工程”。健全完善健康医疗信息化标准规范

体系，强化基础设施与安全防范能力，完善全员人口、服务资源、

电子健康档案、电子病历和健康知识５大数据库，提高公共卫生、

计划生育、医疗服务、医疗保障、药品供应保障、综合管理等６大

业务领域信息化水平，大力发展远程医疗，不断深化“互联网 ＋

健康医疗”信息惠民服务。二是实施“三个一工程”。以基层医

疗卫生机构与辖区居民建立签约服务关系为纽带，把健康管理

延伸到每个家庭，力争到２０２０年，率先实现每个家庭有一名签约

医生，每位居民有一张动态管理的电子健康档案和一张服务功

能完善的居民健康卡。三是实施“健康医疗大数据工程”。积极

开展临床药物、诊疗方案、疾病预后、疾病负担、基因和临床知识

库等临床大数据，以及疾病危害因素监测等公共卫生大数据研

究分析与应用，争取把我省建设成为全国健康医疗大数据开发

应用高地。

今年３月，根据省经信委、原省卫生厅、省广电局、省广电网

络公司联合签署的“江苏省医疗卫生和智慧健康信息化系统合

作框架协议”，江苏省智慧健康信息传输主干网络建设工程启动

实施。主干网建设以服务医改、信息惠民为宗旨，以提供全省智

慧健康信息互联互通、安全共享、支撑服务为目标，按照分级管

理原则，与县（市、区）已有辖区内卫生专网衔接，实现省、市、县、

乡、村五级卫生计生机构横向到边、纵向到底的宽带连接，保证

健康信息有效联通。主干网建成启用，标志着我省智慧健康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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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化又迈出坚实一步，对于有效提升健康信息化水平，保障信息

安全，满足健康信息消费需求，带动相关产业发展，具有重要意

义。

李少冬副巡视员出席“省卫生信息学会医院

信息管理专委会”２０１５年年会

２０１５年江苏省医院协会信息管理专业委员会暨江苏省卫生

信息学会医院信息管理专业委员会学术年会于１１月１３至１４日

在江阴召开。本次年会由江苏省医院协会主办，江阴市人民医

院承办，来自全省二、三级医院分管信息化的院领导，信息科及

相关部门负责人近 ２００人参加会议。省卫生计生委副巡视员李

少冬、省医院协会会长唐维新出席会议并讲话。

李少冬副巡视员从宏观的角度分析了我省人口健康信息化

建设中长期规划，阐述了对信息化建设的理解和感悟，提出了下

一步人口健康信息化的发展路径。刘乃丰主任委员作了专委会

对全省二、三级医院第一次医院信息化建设情况调研的报告。

会议还邀请了国家卫计委医院管理研究所主任舒婷作“医院参

与电子病历应用水平分级评审情况”报告；北京阜外心血管医院

信息中心主任赵餠作“医院信息中心的建设”报告。

年会期间还召开了江苏省医院协会医院信息管理专业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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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暨江苏省卫生信息学会医院信息管理专业委员会全体委员会

议。刘乃丰主任委员介绍了２０１５年度江苏省医院信息化建设专

项调研的情况和下一年计划，委员们围绕专委会今后的工作展

开了热烈的讨论。

我省卫生高级专业技术资格申报评审工作

全面实现网络化

我省２０１５年卫生高级专业技术资格评审工作于近日在无锡

圆满结束。今年，我省首次将信息化手段引入卫生高级专业技

术资格评审工作，实现全程网络化、无纸化运行，申报评审工作

更加严谨、规范。全省共申报 １１７００多人，评审申报材料全部通

过网上提交，卫生计生行政部门实行网上逐级审核，评审专家通

过网络开展评审，大大节约了资源、提高了效率。过去用传统方

式完成同等数量的评审工作，一般要１５天以上，今年用信息化手

段只用了１０天时间。

“江苏省卫生专业人员专业技术资格申报评审系统”由省卫

生统计信息中心支持开展建设，于８月初正式上线运行。申报参

评人员在网上注册，按照申报目录要求直接在网上提交材料，无

需像过去要大量的纸质材料，如有缺漏，系统还会实时提醒；审

核过程做到便捷、透明，申报人员能够及时查看是否通过审核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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态；评审过程实行全程监督，专家评审投票、意见都在系统中即

时记录和反映，评委会和监督人员可实时横向对比各个评委的

评审尺度，发现异常及时反馈。网络化、信息化的申报和评审，

既做到了过程的公开、透明，也能够及时、便捷地提供多维度的

统计分析，实现电子存档，方便查询调阅。该系统的开发利用，

使我省卫生专业技术职称评审工作水平迈上了一个新台阶，也

为全面开展卫生人力资源科学管理奠定了坚实基础。

我省召开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综合业务

信息系统标准修订会

１月５日，省卫生统计信息中心召开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综合

业务信息系统修订研讨会。省卫生统计信息中心专家组、以及

相关基层医疗机构信息系统建设单位代表共２０余人参加会议。

省卫生统计信息中心副主任刘晓强主持会议并讲话。

我省基层医疗机构综合业务信息系统自 ２０１２年开始建设，

已实现全省基层医疗机构的覆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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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国家基本公共卫生服务

规范的实施，基层医疗机构被赋予更多、更新的任务，为支撑基

层医疗机构相关业务开展，需要对基层医疗机构综合业务信息

系统功能规范进行修订和完善，同时基于新的规范建立针对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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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能力评价的基层系统测评标准体系。

会上，专家组介绍了我省基层系统建设和应用的基本情况，

并结合国家基本公共卫生服务考核项目、中医馆项目、妇幼信息

管理提出了完善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综合业务信息系统的初步设

想。与会代表就基层系统需完善和新增的功能展开了讨论，省

卫生统计信息中心对下一步工作任务进行了分工并提出了具体

要求。

泰州市姜堰区开展智慧社区试点项目建设

姜堰智慧社区项目是 ２０１５年由泰州市姜堰区委、区政府决

定建设的试点项目，并被列为姜堰区为民办实事的重点工程之

一。试点的中天新村、二村是全区规模最大的保障性住房小区，

项目建设坚持“为民、便民、惠民”的宗旨，力求达到让居民可感

知，可互动，可为居民提供多种服务，主要包括智慧政务、智慧安

防、智慧健康、智慧养老、智慧生活等部分。

智慧健康是智慧社区重要的组成部分之一，计划建设包含

健康小屋、广电智慧社区频道“健康服务”栏目等内容，包括“健

康小屋”、“预约挂号”、“健康 Ｅ站”等便民服务。在省卫生统计

信息中心支持下，通过与挂号网（江苏省集约式预约诊疗服务平

台）进行对接，社区居民已经可以通过广电有线电视上开设的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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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智慧社区电视频道享受预约挂号服务，为社区居民提供本地

医院及市外二级以上医院（含南京、上海、北京等地）远程挂号服

务。

通过前期智慧健康的试点建设，培养了居民的自我健康管

理意识，提升了用户对社区的信任度，为下一阶段进一步改善试

点社区居民的健康状况，构建和谐社区、健康社区奠定了基础。

下一步，将在中天二村社区服务大厅建设健康小屋，并免费为社

区居民提供包含血压、血氧、血糖、心电、体温在内的常规体检服

务。同时，居民可以通过广电智慧社区频道的健康 Ｅ站、中天智

慧社区微信公众号等实时查询居民健康体检报告。

江苏省人民医院“医院业务集成平台及

临床科研数据中心”项目顺利通过验收

２０１５年１２月９日，江苏省人民医院“医院业务集成平台与

临床科研数据中心”项目验收会顺利召开。会议特邀北京大学

人民医院院长助理、信息中心主任刘帆担任验收专家组组长，

《中国数字医学》杂志执行主编李华才，江苏省卫生统计信息中

心副主任刘晓强，南京卫生信息中心主任殷伟东以及卫生部医

院管理研究所研究员华永良担任验收组专家成员。江苏省人民

医院院长王虹、副院长赵俊、总会计师唐晓东，信息处处长刘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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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各职能部门领导、科室代表等３０余人参加了项目验收会议。

省人民医院业务集成平台与临床科研数据中心项目历时１９

个月，最终建设成患者主索引系统（ＥＭＰＩ）、公共服务系统、集成

数据交互平台、影像中心、临床数据中心（ＣＤＲ）五大部分，有效

地提高了临床工作效率，完成了多维度、全生命周期的信息融合

使用，实现了临床诊疗数据的全面整合与集中展现。目前系统

建卡数据总量５４７３２９９个，接入患者记录５４７万条，临床记录４１

亿条，平台数据交互量达到了 ３３万次／每天，总数据量达到了

１５ＴＢ。以患者为中心的全院级影像中心共接入历史报告

５１３６７０份，历史影像 ２３３５３６份，日平均使用量达到 １５３１次。验

收专家组听取了汇报，审阅了相关文档，并经专家质疑答辩后，

一致同意通过验收，并给出了较高评价和合理的意见。

临床数据中心的建设为医院营运决策、临床科研、教学、管

理等方面都提供了有力的数据支撑，是未来医院运营管理与战

略决策的重要依据。在该项目建设的基础上，省人民医院将围

绕临床、科研、管理三个方面深入大数据挖掘应用，开展临床医

护一体化工作站、单病种管理、运营分析与决策管理系统等项目

建设，建立一个融合完整患者信息、真正面向临床全流程质量控

制和决策支持的信息体系；建立一个全方位高质量的生物样本

库与临床信息大数据平台，开创互联网时代全新的医疗模式，为

医改作出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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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大学附属医院启用

“医疗信息公开展示系统”

每３０秒自动刷新医生诊疗的最新动态、随时抽取门诊医生

排班及停诊信息、实时显示当前已就诊和等待人数，今年，江苏

大学附属医院自行开发的“医疗信息公开展示系统”正式上线运

行，让市民通过新媒体、微平台轻松查看门诊动态信息，刷新传

统就医体验。１２月３０日，《新华日报》专版报道医院该项举措。

“门诊医疗信息公开展示系统”与“预约挂号系统”、“门诊

挂号收费系统”以及“排队叫号系统”之间进行无缝衔接和数据

交互，后台每隔３０秒自动刷新医生诊疗的最新动态，随时抽取门

诊医生排班、调班、停诊信息，实时显示当前已就诊人数、等待人

数、就诊医生所在楼层的科室房间等信息，实时提供患者所需的

各种门诊医疗的综合信息，通过新媒体、微平台等途径告知医院

就诊时段分布信息，代替了大量门诊问询服务和纸张印刷工作，

引导患者错峰就诊，减少了咨询和排队时间，给患者就医带来了

极大的便利。该系统还能直接在门诊大厅中央的大型显示屏上

实时显示门诊便民信息，方便不会上网或使用触摸屏的老年患

者实时了解就医相关信息，方便就诊。

除了方便患者外，医院也是该系统的受益方。该系统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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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一收集原始数据层的各类数据并汇总，使医院能实时了解门

诊当前的就诊病人情况，合理调配医疗资源，针对不同时段合理

排班，极大提升了医务人员的工作效率。投入运行以来，该系统

广受好评，成功获得了“实用新型专利”和“软件著作权”授权。

泰州市卫计委区域“阳光用药”监管平台上线

２０１５年，泰州市运用大数据，互联网等信息技术在国内率先

建设区域“阳光用药”监管系统平台，平台包括区域内市级和县

级所有二级以上医院。日前第一批试点的泰州市人民医院、泰

州市中医院、泰州市第四人民医院、泰州市中西医结合医院、泰

州市妇幼保健院、兴化市人民医院６家单位ＨＩＳ数据采集比对工

作完毕，１１月２０日系统已正式上线。

平台先行对六家医院开展“阳光用药”试点，对大处方、抗生

素，辅助用药等七大类药品用药行为进行监管。加强规范化、数

据化和网格化的监督管理，对医院用药的“非常态化”现象及时

发现、提示、预警、纠错和规范，从源头上治理“大处方”、“看病

贵”等问题，切实维护患者利益，构建和谐医患关系，促进医德医

风建设，筑牢医药购销领域反商业贿赂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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泗阳县“１１１２”建设工程着力打造“智慧卫计”

为完善卫生计生信息化建设工作，提高全员人口数据库质

量，近日，泗阳县卫生计生委积极谋划，创新思路，实行卫计信息

化“１１１２”建设工程，力求２０１６年度卫生计生信息化建设取得新

突破。

“１１１２”建设工程，即以一个网，一张卡，一个数据中心，两个

备份系统为抓手，不断推进人口健康信息平台的建设。一个网：

即建立卫生计生专网，打通区域卫生信息平台与各业务子系统

的连接，达到区域健康信息平台和人口基础数据库即时交换信

息，建立卫计完整业务网络系统。一张卡：即通过对各医疗机

构、公共卫生服务机构的医保卡或就医卡的改造，建立以身份证

号为唯一识别码的通用卡，将卫计系统产生的所有与个人健康

档案相关的数据进行统一识别与归类，年底居民可以凭该卡查

询个人健康档案。一个数据中心：将卫生计生四个信息系统（新

农合、基层医疗、区域卫生平台、全员人口）进行整合集中，达到

四个系统之间千兆连接，解决传输瓶颈及集中管理问题。两个

备份中心：一个对数据中心进行数据备份的本地备份系统，一个

与本地备份系统同步的异地数据备份系统（同城异地），防止因

自然及人为因素造成的数据丢失，保证业务系统安全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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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　　讯

● 国家医疗健康信息互联互通标准化成熟度测评管理及质量控制

办法统稿会在南京召开　１２月２３日，国家卫生计生委统计信息中心在

我省召开国家医疗健康信息互联互通标准化成熟度测评管理及质量控

制办法统稿会。中国软件测评中心、国家电子计算机质量监督检验中

心、江苏省、上海市、重庆市、辽宁省卫生计生委信息中心及上海申康医

院发展中心的有关专家共２０余人参加会议，国家卫计委统计信息中心

标准处汤学军处长主持会议并讲话。

● 国家卫计委统计信息中心在我省金湖县召开居民卫生服务利用

行为监测现场会　２０１５年１２月３至４日，国家卫生计生委统计信息中

心在我省金湖县召开居民卫生服务利用行为监测试点现场会，来自北京

大学、四川大学、华中科技大学、昆山杜克大学等高等院校的专家学者及

湖北、广东等省卫生统计信息中心的同志、金湖县相关领导和工作人员

共计３０余人参会，金湖县政府副县长丁成龙、省卫生统计信息中心副主

任刘晓强分别致辞。

● ２０１５年南京都市圈城市暨南京卫生信息学会卫生信息化学术年

会召开　２０１５年１２月３至５日，南京都市圈城市暨南京卫生信息学会

卫生信息化学术年会在镇江召开，南京都市圈８个城市的卫生信息化分

管领导，信息化部门负责人，部分二级以上医院信息化分管院长、信息中

心负责人等共计２００余人参加了会议。南京都市圈城市包括南京、镇

江、扬州、淮安、芜湖、马鞍山、滁州、宣城等８个城市，各城市近年来在卫

生信息化建设方面都取得了显著成绩，但８个城市间存在着发展不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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衡、标准不统一、信息不共享的情况，本次南京都市圈城市卫生信息化协

作会议重点讨论了如何加强合作、推进南京都市圈区域医疗卫生信息协

同服务的相关内容。

● 苏州市举办卫生计生网络与信息安全培训会议　２０１５年１２月

２９至３０日，苏州卫生计生网络与信息安全培训会议成功召开。本次会

议由苏州市卫生信息专业委员会、市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及市卫生信

息中心共同举办，近８０个医疗卫生机构的１５０名信息安全负责人员及专

业技术人员参加了培训。会议特别邀请了省经信委赵长江、市公安局网

监支队丁荣针对网络与信息安全建设作专题讲座，市卫生与计划生育委

员会副主任陈小康、市卫生信息中心主任戴春林出席了会议。本次会议

以理论实践相结合的培训方式让大家从风险意识、管理水平、技术措施

上获得了更多关于信息安全方面的知识与技能。

● 淮安市医学会卫生信息专科分会一届四次学术年会在洪泽召开

　本次会议于１１月２８日召开，市直各医疗卫生机构信息科负责人和相

关专业技术人员，各县（区）卫计委（卫生局）信息中心主任、相关专业技

术人员，各医院信息科主任，部分中心乡镇卫生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卫生信息化负责人，淮安市医学会卫生信息化专业委员会会员，卫生信

息化工作优秀项目负责人、优秀工程师等近百人参加会议。

● 雨花台区卫生局以“三个统一”提升“智慧医疗”建设水平　南

京市雨花台区卫生局以“三个统一”提升“智慧医疗”建设水平，取得了

阶段性成效。一是统一开展便民服务。以建立居民电子健康档案为基

础，以推广使用“市民卡”为切入点，建成１３个智慧医疗健康小屋，让居

民享有更加便捷的优质医疗卫生服务。二是统一实施技术延伸。依托

省、市三甲医院技术优势，扩展 ＬＩＳ、ＰＡＣＳ等服务功能，建成区域心电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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诊中心，实现ＣＴ诊断、专家会诊等优质技术服务向基层医疗机构延伸。

三是统一推广软件应用。开发运用健康体检、慢病随访、肿瘤筛查、妇幼

保健、计划免疫、远程会诊、药品管理、绩效考核等应用软件，实现业务管

理、医疗诊治、检查会诊、健康管理全线联网、一站式服务。

● 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推出社区转诊新举措　镇江一院挂号系统

成功实现与该市润州区黎明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转诊信息系统的对接。

患者在黎明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就诊时，如果社区医生认为患者有必要上

转至市一院做进一步检查或者治疗，就可以直接在医生工作站上完成转

诊和挂号操作。患者到达镇江一院后，直接到相应科室等待叫号就诊即

可。本次转诊信息系统的对接，简化了社区患者转诊的流程，实现了上

下级医疗机构之间的无缝对接。同时，这也是镇江一院继影像、心电、病

理之后的又一互联互通成功举措。

● 南京市中西医结合医院围绕“互联网＋服务”微举措赢得大收获

　近年来，南京市中西医结合医院在全面建设现代化三甲中西医结合医

院的道路上，充分发挥互联网优势，以患者为中心，积极探索“互联网 ＋

服务”的新型服务模式，通过“互联网＋便民信息服务”、“互联网 ＋志愿

服务”、“互联网＋健康科普服务”、“互联网 ＋党建团建服务”、“互联网

＋后勤保障服务”等一系列微举措赢得了大收获。

● 宿迁洋河人民医院试点市域外远程会诊　近期，宿迁市卫生计

生委对洋河人民医院远程会诊系统试点运行情况进行了调研。洋河人

民医院与南京军区总医院建立了深度远程会诊联系，依托心医国际提供

的远程医疗系统，已成功实现了近２０例疑难病例的远程诊断，为３例重

危症病人开通了绿色转诊通道，使其获得及时救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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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市区域健康信息平台数据上传省平台情况（１１月１日－１２月３１日）

接入单位
数据

上传量

数据上

传天数

门急诊信息 出院信息 健康档案上传率

上传人次 上传率 上传人次 上传率 基本信息 高血压 糖尿病

徐州市 ６８４５７９８８ ６ ４７０７０７ ８９１％ ３４９１６ ５２１％ ９２０％ ５９４％ ７５１％
宿迁市 ４９７２７１１３ ２１ ６６２３２９ ３０４３％ ２０７６４ １７６０％ ９７０３％ ４７０８％ ５１８６％
镇江市 ８８１６８５０ １９ ６６９２７５ ２０４９％ ３４６２ ５５８％ ３４９９％ ３３０８％ ６０２７％
南京市 ３９４３６０９ ２０ ６５８２４ ０６３％ ７３９８ ３３６％ ０８２％ ３２７％ ２４６％
常州市 ２８１００７２ ４９ ２０９８３１ ５８８％ ３４８９ ３３５％ ５０４３％ １８４７％ ７０２０％
扬州市 ２３４７８１５ ３０ ６５６５２ ２４１％ ２０７ ０２１％ ５９２％ ０５９％ １２１％
淮安市 ２３１７３９１ ４３ ０ ０ １７７ ０１４％ ３０７９％ ３１３７％ ５００９％
苏州市 １８８１８０３ ９ ０ ０ ９３１ ０３５％ １４０４％ ７２１％ １０４８％
无锡市 １８４０３５３ １ ０ ０ ０ ０ ２８３１％ ０ ０
南通市 １５４２１１４ １０ ０ ０ ０ ０ ２１１８％ １２３３％ ９２２％
泰州市 １５２９９２６ １ ０ ０ ０ ０ ３２９８％ ０ ０
盐城市 １０７５０１２ ６ ３４３２４７ ８７６％ ７５７８ ４８０％ ４６０７％ ３３０％ １２２３％
连云港市 ７７９９１９ ９ １０４８３４ ５２０％ ８６４０ ９６０％ ２３８１％ ０７１％ ０

各省属医疗机构数据上传省平台情况（１１月１日 －１２月３１日）

医疗机构接入单位
数据

上传量

门急诊信息 出院信息

上传人次 上传率 上传人次 上传率

检验检查

上传量

数据上

传天数

徐州医学院附属医院 ２７７１９４３２ ２５７３９ ７５７％ ２５６８１ ９０２５％ ５６１９４ ３４
江苏省中医院 ２２６８３１６１ ５６９２３２ ７５３６％ １１１４１ １００％ ０ ６１
江苏省人民医院 ２０５５６６２０ ５１６５５４ ８２４０％ ２１８１４ １００％ １９００９５ ６１

南京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９４６４２４４ ２０８７９５ ９４５９％ ８３３５ １００％ ６７５９ ６１
东南大学附属中大医院 ７８５７９０９ ２１１５２２ ４２０１％ １１２２１ １００％ ２３０９１２ ６１
江苏省中西医结合医院 ６３８１６７０ １３５５３９ ８８８６％ ４３１６ ９８６３％ １４９８５２３ ６１
江苏省肿瘤医院 ４９１３８１０ １３１５７ ３２０２％ ６７２２ ７６８２％ ７２９９０１ ６１

江苏省省级机关医院 ２９８１２２９ １４１３０９ ７４６８％ １３５６ ９６５８％ ３７２６７１ ６１
南通大学附属医院 １４０２０３３ ０ ０ ０ ０ ０ ５

苏州大学附属儿童医院 １１６５１１ ０ ０ ０ ０ ０ ２
江苏省口腔医院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苏州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联系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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