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王咏红主任在我省两会上发言 介绍全省
“十二五”以来卫生计生信息化建设成果

省卫生计生委主任王咏红在 ２０１６年我省两会的发言中，介

绍了我省卫生计生系统“十二五”以来信息化建设成果。

王咏红主任指出，近年来，我省以省级综合医改试点为契

机，省卫生计生系统不断加大信息化建设投入力度，改善信息化

运行质量，努力打造“智慧健康”江苏阵地，助推优质医疗资源下

沉和服务公平可及，让群众更好地享有便捷、高效的医疗与健康

服务，为缓解群众看病就医难题做出了积极贡献。

统筹建设健康信息平台，改善群众看病就医体验。一是注

重信息标准化。先后编发《江苏省实施〈人口健康信息管理办

法〉细则》、《江苏省医疗卫生信息标准体系规范》、《区域健康信

息平台功能规范和分级评测标准》以及药品、检验检查、服务项

目等各项分类编码，有力提升信息化建设的科学性和规范性。

二是注重互联互通。省及 １３个地市、６０多个县（市、区）开展了

区域健康信息平台建设，联通区域内各级各类医疗卫生机构，推

动机构间检查检验结果、医学影像、用药记录等服务信息共享，

支持绩效考核，提供服务监管。三是注重务实应用。在医疗机

构，面向诊疗对象提供院内外服务导航、医嘱处方、检验检查、费

用信息的在线推送，以及自助终端设备、手机支付等移动互联网

应用服务，简化就医流程，改善了患者看病就医切身感受；在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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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围绕居民多层次、多样化健康需求，探索应用物联网等技术，

通过网站、数字电视、手机客户端、微信等多种手段，为慢病患

者、老年人等重点人群提供健康体征监测、自我健康管理咨询等

服务，对健康危害因素做到早发现、早干预、早治疗，增强了群众

的医改获得感。

大力开展远程医疗服务，推动建立分级诊疗制度。通过开

展远程医疗等服务，推进医联体建设上下帮扶，引导资源下沉和

分级诊疗制度建立，让群众在基层就近享受优质医疗服务。

组织实施“三个一”工程，让健康信息入户到人。２０１５年，我

省启动实施“三个一”工程，力争到 ２０２０年，让每个家庭拥有一

名合格的家庭医生，每个居民拥有一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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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咏红主任当选中国卫生信息学会副会长

１月２２日，中国卫生信息学会第七次会员代表大会在海南

省海口市召开，来自全国各地的５００多名会员代表参加大会。国

家卫生计生委金小桃副主任出席会议并讲话。

金小桃全面分析了人口健康信息化面临的形势和任务，明

确了我国人口健康信息化的发展目标和建设路径，强调指出，学

会要围绕中心、服务大局，聚焦人才、聚焦主业、聚焦创新、聚焦

未来，加强内部体制机制建设。他希望新成立的医疗健康大数

据挖掘技术应用、医疗健康金融合作等１８个专业委员会，在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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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信息化建设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会议由学会副会长、秘书长孟群主持。会议选举产生了第

七届理事会理事、常务理事、会长、副会长。经大会投票选举，国

家卫生计生委金小桃副主任当选为中国卫生信息学会会长，我

省卫计委王咏红主任当选为中国卫生信息学会副会长。我省另

有１２名同志当选中国卫生信息学会第七届理事会理事，５名同

志当选常务理事。

２０１６年全省卫生计生规划与
信息化工作会议在徐州召开

２月２５日，省卫生计生委在徐州召开 ２０１６年全省卫生计生

规划与信息化工作会议，总结交流 ２０１５年全省卫生计生规划与

信息化工作，动员部署 ２０１６年度重点工作。省卫生计生委王咏

红主任为会议作专门批示，李少冬副巡视员出席会议并讲话。

王咏红在批示中充分肯定了过去一年全省卫生计生规划与

信息化工作所取得的成绩，要求各级进一步突出规划与信息化

工作的基础和关键地位，谋划好“十三五”发展重点领域、重点任

务和重大项目，大力实施智慧健康服务等工程，提高大型医用设

备配置和使用管理水平，不断推进统计工作规范化、科学化建

设，为深化医改、打造“健康江苏”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李少冬在讲话中对２０１５年及过去五年的工作进行了客观评

价，指出进一步做好卫生计生规划与信息化工作，要认识和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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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创新、协调、绿色、开发、共享”五大发展理念；对２０１６年度工

作，强调一要厘清工作思路，二要扎实打好基础，三要助力深化

医改，四要突出工作重点，五要突破工作难点，六要狠抓工作落

实。

各市卫生计生委规划与信息化工作分管领导、规划与信息

化工作处室主要负责人、医政医管处负责人、信息中心主任，省

卫生计生委有关处室、直属单位、部分三级医院负责同志等参加

会议。徐州、镇江、苏州、南京、常州、宿迁、扬州、连云港等地在

会上作交流发言，徐州市在会上汇报演示了医疗信息质控平台

建设情况，与会人员组织开展了讨论。

汪华副主任出席智慧健康服务与
公共卫生管理座谈会

１月２０日，省卫生计生委在无锡召开智慧健康服务与公共

卫生管理座谈会，省卫生计生委副主任汪华出席会议并讲话。

汪华指出，近年来，我省公共卫生信息化建设取得了显著成

绩，但仍存在互联互通不畅、数据实时采集困难、数据分析利用

不足等问题，亟需加以破解、完善和提升。汪华强调，“十三五”

时期，全省公共卫生信息化建设要以《全国医疗卫生服务体系规

划纲要（２０１５－２０２０年）》、《国家卫生计生委、国家中医药管理局

关于加快推进人口健康信息化建设的指导意见》为指导，着力贯

彻落实《省政府关于深入推进“健康江苏”建设不断提高人民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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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健康水平的意见》，以区域健康信息平台为依托，进一步完善

公共卫生信息化标准规范体系，强化基础数据库建设，推进“互

联网 ＋健康”服务，促进业务信息系统融合互通，不断探索信息

化服务群众的新模式和新方法，提高公共卫生服务与管理领域

的信息化水平。

委规划信息处、应急办、疾控处和省疾控中心、省血寄防所、

省卫生统计信息中心负责人，以及部分市、县（市、区）卫生计生

委领导、疾控处和疾控中心负责人参加了座谈会。

我省召开居民健康卡与移动支付技术应用研讨会

３月１８日，省卫生统计信息中心召开居民健康卡与移动支

付技术应用研讨会。国家卫生计生委统计信息中心居民健康卡

处王存库主任、省卫生统计信息中心刘晓强副主任、省卫生计生

委规划与信息处管正涛副调研员、中国银联及各大银行、居民健

康卡建设相关单位等共３０余名代表参加会议。

王存库主任指出居民健康卡建设是我国人口健康信息化建

设和健康扶贫计划的重大工程，各单位要共同参与，推动行业整

合。健康卡建设要积极创新，将实体卡与虚拟卡相结合，优化就

医流程；同时要开放兼容，实现卫生、金融、交通等多卡合一，各

地应因地制宜建立合适的建设模式。刘晓强副主任、管正涛副

调研员分别介绍了江苏省人口健康信息化及居民健康卡建设应

用情况，对省卫生计生委全面推进“三个一”工程的具体要求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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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了解读。

会上，省卫生统计信息中心汇报了居民健康卡在居民就医

及双向转诊中的应用情况及省统一支付平台的建设情况，中国

银联介绍了居民健康卡虚拟卡建设方案。与会人员针对居民健

康卡虚拟卡建设方案展开了讨论，各单位对发行虚拟卡的方案

高度认可，认为虚拟卡符合技术发展方向和趋势，均表示要大力

支持虚拟卡的发行及应用。下一步省卫生计生委将与中国银联

及健康卡建设相关单位详细讨论建设方案，制定相关标准，推动

虚拟卡建设。

徐州启动两病一体化管理分级诊疗改革

２月２９日，徐州市启动“两病”一体化管理分级诊疗改革。６

家三级综合医院的 １０３名专科医生，将在 ３３个社区卫生服务中

心，联手千余名社区卫生全科团队服务主城区３０多万高血压和

糖尿病患者。

该项目以政府主导为基础、群众自愿为原则、医联体为载

体、签约服务为手段、信息化为支撑、合作运营为模式；在现代信

息技术支撑下，通过搭建由三级综合医院和社区卫生服务机构

为架构、专科医师和全科医师及健康管理团队为骨干、线上和线

下协调运作的“两病”一体化管理分级诊疗体系，统一组织实施

“１２３２１”管理模式，即“搭建一个服务平台、提供两种服务模式、

落实三项服务举措、凸显两个服务效果、实现一个带动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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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服务平台”即徐州市“两病”云管理平台，利用云计算、物联

网、移动互联网及传感器技术，打造集健康大数据采集、分析和

健康教育、健康管理、疾病预防、医疗康复、养老照护于一体的协

同医疗与健康管理服务平台，将符合条件的“两病”签约患者纳

入系统管理。“两种服务模式”即在信息化手段支撑下，对“两

病”患者实行纵贯三级综合医院与社区卫生服务机构、专科医生

与全科医生的临床医疗服务，实施社区健康管理、健康干预服

务。“三项服务举措”即为每一个“两病”签约患者建立一个专科

医生、全科医生和健康管理团队，通过信息化共享统一的临床诊

疗和全程健康管理方案，提供一系列包括社区医疗、远程医疗、

预约诊疗、双向转诊、物联网医疗在内的医疗卫生服务。“两个

服务效果”即建立“两病”基层首诊、双向转诊、急慢分治、上下联

动的分级诊疗制度，实现对“两病”患者全程、连续、系统、规范的

诊疗服务和健康管理。“一个带动效应”即通过专科医生、全科

医生的协作互动，使全科医生的“两病”诊疗和管理技能、专科医

生的人群公共卫生服务功能得到双提升，带动社区卫生服务水

平的整体提高和分级诊疗制度的有效落实。２０１５年 １２月起，该

项目在云龙社区服务中心试点，目前已签约服务１３００多位居民。

人们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专家坐诊，挂号、诊疗、转诊、体检和

健康讲座全免费，还能享受到医保优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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盐城市卫生计生系统部署推进信息化工作

３月１５日上午，盐城市卫生计生委召开全市卫生计生信息

化工作会议，全面总结２０１５年全市卫生计生信息化工作，分析形

势，谋划“十三五”卫生计生信息化工作，部署今年工作任务。市

卫生计生委分管领导出席会议并讲话。

会议指出，２０１５年全市卫生计生信息化工作取得较好成效：

一是区域信息平台建设水平得到新提升。９个县（市、区）和辖区

内二三级公立医院及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全部接入区域信息平

台。二是业务应用系统建设取得新成效。改造升级市级新农合

信息平台，完善高清视频会议系统，推进预约诊疗平台联通，实

施全市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指挥与决策系统建设。三是远程

医疗和居民健康卡建设迈出新步伐。完成远程医疗系统硬件平

台调试和软件部署实施，实现市、县远程会诊系统联网调试运

行，各地加快县级人民医院与基层医疗卫生机构远程会诊系统

建设。完成了相关地区和试点医疗机构居民健康卡需求调研，

大丰区已制发健康卡 １５万张，投放读卡器 ３００台。四是探索智

慧医疗模式取得新进展。盐都、亭湖、响水等地开展了智慧医疗

物联网、移动随访服务和“掌上医院”等模式提高服务能力，改进

群众就医感受。

会议要求各地各单位要理清工作思路，扎实打好基础，突出

工作重点，完善现有资源，拓展业务应用，确保全面完成年度各

—９—



项卫生计生信息化工作任务。深化各级综合信息平台建设，全

面实施“三个一”工程，加快推进远程医疗系统建设，认真实施

“智慧健康服务工程”和信息惠民工程，积极探索健康医疗大数

据开发应用，强化基层信息化建设务实应用，不断规范医院信息

化系统建设，努力提升分级诊疗建设水平。

扬州市卫生计生委推进
市区远程医疗会诊系统建设

２０１５年扬州市启动了远程医疗项目建设工作，２０１６年 １月

１４日，扬州市卫生计生委举办了市区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检验、影

像信息管理系统和远程会诊系统建设推进会。推进会上，通报

了３９家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乡镇卫生院及分院项目建设情况，

软件公司对市区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检验、影像信息管理系统和

远程会诊系统进行了介绍和培训，市卫计委陈东升处长阐述了

该项目建设的意义、目的以及项目的建设情况，并对下一步工作

提出具体要求和措施。

该项目建成上线后，全市将实现基层卫生机构与中大型医

疗机构之间远程会诊，居民健康档案、医学影像、检验检查结果

等远程共享，进一步提高基层卫生机构的医疗服务水平，人民群

众在基层卫生机构就可以便捷享受到中大型医疗机构的优质医

疗资源，有效缓解医疗资源分布不平衡的矛盾，进一步降低医疗

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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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北人民医院、扬州市一院、市妇幼保健院、市中医院、市区

３９家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乡镇卫生院及分院分管领导和信息化

项目负责人参加了推进会。

南京市浦口区举行
送健康下乡暨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启动仪式

为进一步深化医疗卫生体制改革，扩大便民就医工程应用

范围，１月２８日，南京市浦口区送健康下乡暨家庭医生签约服务

启动仪式在浦口区永宁街道举行，省卫生计生委规划信息处处

长王爱年、基层卫生处副处长任晓波、省卫生统计信息中心副主

任刘晓强等领导出席。

浦口区卫计局加强卫生信息化建设，努力改善就医环境，提

高诊疗服务质量，真正施惠与民。先后建成了区域健康信息平

台、基层医疗、公共卫生、家庭医生、分级诊疗、新农合、保险等信

息系统。此次，浦口区健康信息平台通过与江苏省健康信息平

台直接对接，共享全省健康医疗数据资源，在此基础上建立了双

向转诊、协同服务的医疗服务系统，进而与东南大学附属中大医

院、解放军八一医院等单位实现了信息资源对接。

在基于家庭医生制度的分级诊疗体系建设中，浦口区确定

桥林、永宁、江浦三个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为首诊医疗机构，

实行家庭医生与居民面对面签约，家庭医生根据居民的实际需

求为其确定服务内容，提供个性化服务包，以卫生信息化为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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撑，建立家庭医生绩效管理模式，促进家庭医生积极主动开展服

务工作，同时打通基层医疗机构信息系统与接诊上级医院的信

息通道，上级专家医生进入社区街道会诊时，能通过区域健康信

息平台调阅病人就诊信息，方便对出院后的患者进行随访与康

复指导，对家庭医生进行慢性病患者诊疗方案的指导。

浦口区通过区域医疗建设及分级诊疗制度的实行，最终实

现了以家庭医生开展工作为核心基础，做到资源合理分配，既为

群众提供廉价方便的服务，让群众得到了实惠，又缓解了大医院

的工作压力，有利于两个层级卫生资源的良性互补，这种新型城

市医疗服务模式得到了群众的一致好评，近期将逐步推广。

常州市钟楼区开启居家自助健康管理新模式

２０１６年３月 ４日上午，一场专门针对高血压高危人群监测

的软件应用培训会正式开启了常州市钟楼区居家自助健康管理

的新模式。

该模式主要是通过专门给高危人群配备内置通信模块功能

的血压计而得以实现。家庭医生对高血压高危人员进行筛查后

签订领用协议，在应用软件中输入人员信息、用药及测量指导方

案后，由高血压高危人群在家中每天定时进行自助检测，测量结

果会自动发射到监测应用软件平台，家庭医生可通过软件监测

到该高血压高危人员每天各时段的血压测量值。经过一阶段的

监测后，软件会生成统计分析表供家庭医生分析，了解药物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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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况，对血压控制不理想的人员及时进行用药调整和指导。同

时，该应用软件还开发了手机微信功能，对管理的高血压高危人

群，如果在监测数据中发现有高危异常情况，会及时将消息发送

到家庭医生的手机进行提醒，帮助家庭医生及时联系高血压高

危人员进行用药干预指导，降低其发生脑卒中的风险。在人口

老龄化及居民健康意识不断提高的今天，该软件的使用将开启

居民对健康自助管理的新模式。目前该项目在常州市钟楼区五

星、永红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进行试点。

简　　讯

● ２０１５年全省卫生计生统计年报工作会议在宁召开　１２月２８日，

２０１５年全省卫生计生统计年报工作会议在南京召开。２０１５年，按照规

范化、制度化和科学化的总体要求，各地加强组织领导、整合统计机构、

充实统计人员、健全统计管理、强化统计调查、完善信息发布、推进统计

信息化等，全面拓展全行业统计工作，圆满完成多项统计监测任务，为各

级党委、政府、相关部门领导决策和效果评估提供了重要的数据支撑。

省统计局授予省卫计委“江苏省部门统计示范点”称号。会议对２０１５年

统计年报工作、２０１６年综合统计工作、服务业报表工作做出了具体部署，

介绍了新版《全国卫生资源与医疗服务调查制度》和卫生计生统计信息

网络直报系统使用指南。全省各地市及部分县（区）统计工作负责人、具

体工作人员参加了年报工作会。

● 南京市六合区卫生信息化建设实现跨越发展　南京市六合区多

措并举，大力推进区域卫生信息化建设，完善医疗服务模式，实现优质医

疗资源下沉，进一步提升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的服务水平，将实惠送到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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层群众手中。依托区域卫生信息平台实现了多项惠民功能，降低了医疗

成本，提高了医疗质量，缓解了“看病难”问题。一是实现医疗业务协同

功能；二是成立区医学影像远程会诊中心；三是推出社区预约新举措；四

是实现医生站传染病自动监测功能。

● 镇江“智慧四院”孕产妇健康助手正式上线　在省、市卫计委的

直接领导下，镇江四院孕产妇“健康助手”于３月１０日在镇江第四人民

医院门诊正式上线。通过关注镇江四院微信公众号，就可使用其６大功

能：１、我的医院，预约挂号并及时查看检查报告；２、我的医生，提供一对

一的在线咨询；３、健康监测，实时记录健康数据；４、个人中心，享受服务

并可赚积分兑换礼品；５、孕期工具，提供宝宝影像查询等；６、孕妇乐园，

准妈妈的交流平台。

● “泰州智慧健康”微信平台上线　２月１８日，泰州市卫计委召开

会议，就泰州智慧健康微信平台建设和推进预约诊疗服务工作进行了动

员部署。泰州市正在推进全市预约诊疗服务工作，“泰州智慧健康”微信

平台已经建成，全市已有１７家二、三级公立医院加入其中。泰州市计划

通过两年时间，分四个阶段推进预约诊疗服务工作，到２０１７年１２月底

前，全市所有公立医院均能通过微信平台提供门诊挂号、结算缴费、检验

检查结果查询、报告打印等服务。

● 宿迁市加强结核病防治信息化平台管理　宿迁市结核病防治工

作依托“结核病信息管理系统”平台，开展患者发现报告、转诊追踪、治疗

管理、耐药筛查等项目，市疾控中心通过一系列措施强化结核病防治信

息化平台的管理。一是加强协调，建立机制。二是加强监管，定时监测。

三是加强保障，保证安全。在开展工作的同时，市疾控中心定时对结核

病防治信息平台系统进行自查，保证信息安全，及时为县区提供相关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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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支持，让结核病防治管理平台的运行畅通无阻。

● 卫生信息化建设助力靖江医改　靖江市围绕“互联网 ＋大数据

＋医疗卫生”，投入３０００万元，建设了以居民电子档案为基础的区域卫

生信息平台和以电子病历为基础的人口健康信息管理系统。该系统给

群众带来了两个最直接的影响，一是通过实现医疗机构、社区卫生服务

机构、公共卫生机构之间信息的有序共享和互认，避免了重复检查，减轻

了患者的就医负担；二是通过信息技术，群众可以预约挂号、在线浏览和

下载检查报告等，降低交通、时间成本支出。截至目前，靖江市已建立居

民电子健康档案近６０万份，实现在籍常住人口１００％全覆盖。

● 淮安市一院扎实推进移动护理系统项目　淮安市一院移动护理

系统于２０１５年９月２１日在院八西病区试点上线，经过３个月的运行，稳

定且性能良好。２０１６年１月１２日组织了功能验收，认为软件功能符合

护理实际工作要求，具备继续推广的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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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市区域健康信息平台数据上传省平台情况（１月１日－２月２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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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９２０３６２１ ３ ３１９１７９ ３１２％ ４２２４ １５３％ ９２０％ ５９４ ７５１％
宿迁市 １２７３５４０６ ５９ ２４７６４８ ５９０％ ６２０３ ４７９％ ９８９９％ ６１２５％ ５２６８％
常州市 １１３９９４５１ ４１ １２６９６９ ３０１％ ０ ０ ５０６４％ １９７９％ ７０９６％
镇江市 ６６２８７１２ ３１ ６０９２７８ １７７１％ ０ ０ ３５０４％ ３３４２％ ６１７０％
南通市 ３４７５４４２ １９ ０ ０ ２７０２ １５０％ ２１１８％ １２３３％ ９２２％
无锡市 １８４０３５３ １ ０ ０ ０ ０ ４４７６％ １％ ６１５％
南京市 １８１５８３２ ９ ３５１４ ００３％ ０ ０ ６４３％ ６７７％ ８９４％
扬州市 １６７６２８１ ３１ ７０４１７ １８０％ ０ ０ ５９７％ ０６％ １２４％
泰州市 １５２９９２６ ４ ０ ０ ０ ０ １８９８％ ０ ０
淮安市 １３７８５８５ ２４ ０ ０ ５９ ００１％ ６１７５％ ３１３７％ ５００９％
盐城市 ８２９９３０ ５ １４４４８２ ２４１％ ２５７７ １６２％ ６５００％ ３６０％ ２５２１％
连云港市 ４５３９９３ １１ ７６７９４ １６６％ ６１８８ ６７５％ ２３９４％ ０７％ ０
苏州市 ２７６０７ ５ ０ ０ ０ ０ １４４％ ７２１％ １０１３％

各省属医疗机构数据上传省平台情况（１月１日 －２月２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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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苏省中医院 １６８９３６０４ ４９２２９４ ７７８２％ ８７０１ ９１９６％ ０ ５７
江苏省人民医院 １６８７６８７２ ４２７０８４ ７６２６％ １９４４９ ９８５３％ １１９１００ ５９
南通大学附属医院 １４５１８３５７ ８３５０５ ３２９４％ ０ ０ ０ １３

东南大学附属中大医院 ９１４６８０５ ２１６０７５ ８７６９％ １２４０６ １００％ １７７１７３ ５８
南京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８２１０１８５ １７２１４０ ８８１２％ ０ ０ ２２０１２３ ５９
徐州医学院附属医院 ７３９１４９１ １０８７１９ ２７９４％ １９４５１ ６６６９％ １１５７８０５ ５３
江苏省肿瘤医院 ５２６３２７７ １３４６６ ３８２６％ ７６２６ ９９４０％ ４７７０５１ ５９

江苏省中西医结合医院 ３３４７３１０ ５６２３４ ４１３６％ ２１２７ ５２７０％ ４３０３４６ ５８
江苏省省级机关医院 ２６２９３２３ １１０８４８ ６３８２％ １０６４ ８５６７％ ３４９０９９ ５９
苏州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７９４ ０ ０ ０ ０ ０ ４
苏州大学附属儿童医院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江苏省口腔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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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