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江苏省互联网医疗服务稳步推进

截至２０２０年１２月３１日，我省已发放互联网医院牌照１０３家

（含３家互联网诊疗资质准入），开展监管对接医疗机构１６１家，

准入执业人员 １６，９２９名，诊疗科目 ２６８个，诊疗科室 ４，８９９个，

累计服务患者３９０，２１０人次，开具在线处方２１０，２３２张。

２０１８年，国家颁发《互联网诊疗管理办法（试行）》《互联网

医院管理办法（试行）》《远程医疗服务管理规范（试行）》３个文

件，标志着我国“互联网 ＋医疗健康”迈入规范化发展的新阶段。

江苏作为国家首批“互联网 ＋医疗健康”示范省与“互联网 ＋护

理服务”试点省，坚持将“以人民健康为中心”作为出发点，全面

贯彻落实国家有关政策要求，加强顶层规划设计，颁布了系列配

套政策与标准规范，建成了省互联网医疗健康服务与监管一体

化平台，实现了我省互联网医疗健康服务资源的汇聚与共享，支

撑了各级医疗卫生机构便捷入驻并开展服务，保障了互联网医

疗服务的全流程与实时监管，促进了互联网医疗服务监管的省

市两级协同。

江苏省互联网医疗健康服务与监管一体化平台于２０１９年８

月正式上线，居民可通过全省统一的卫生健康服务门户———“江

苏健康通”获取互联网医疗健康服务。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期

间，省级平台迅速增设发热门诊咨询服务，为居民提供及时的在

线健康评估和专业指导。截至 ２０２０年 ４月底，发热门诊咨询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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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服务２２，９００人次，在线诊疗累计服务 ５３，０００人次，减少了人

员聚集交叉感染的风险。同时，根据江苏省对口支援黄石市的

要求，我省迅速部署，充分发挥“大后方”优势，基于省级平台快

速搭建“江苏—黄石医疗服务在线系统”、“远程影像服务平台”，

开通“省际远程会诊系统”，并组织省内 ７００余名副高以上职称

医师火速上线向黄石市居民提供在线医疗咨询服务，累计服务

黄石市居民２，０００余人次，助力全国打赢疫情防控狙击战。

为进一步加强监管，规范互联网医疗服务行为，确保医疗质

量和医疗安全，维护广大患者健康权益，我省将监管系统分级部

署到设区市，落实监管责任到人，真正落实互联网医疗服务属地

化监管原则，目前已基本完成部署与医院数据迁移工作。

省级平台的实施应用与各项配套政策的逐步落地，推动我

省形成了整体联动、共建共享的互联网医疗良好生态，实现了互

联网医疗发展各阶段的工作目标。下阶段，我省将持续推动“互

联网 ＋医疗健康”健康发展，具体工作目标及任务如下：一是确

保监管到位。确保全省的互联网诊疗服务与互联网护理服务业

务接入监管；确保监管数据实时、准确；确保对监管预警与投诉

举报问题的及时处置。二是规范管理流程。落实各互联网医疗

服务机构自身监管并责任到人；探索并落地“自查—督察—检

查”的监管制度。三是提升服务质量。通过政策制定，进一步细

化并规范全省互联网医疗服务，保障服务水平。四是创新服务

项目。重构互联网医疗服务流程，持续增强居民互联网医疗获

得感。五是深度业务融合。深化平台与健康管理、远程医疗等

业务的融合，推动我省大健康产业全面快速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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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省传染性疾病监测预警系统
入选智慧健康医疗创新应用优选实践案例

近日，由省卫生统计信息中心、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南京

医科大学联合组织开发应用的江苏省传染性疾病监测预警系统

在第二届中国智慧健康医疗大会上被评为智慧健康医疗创新应

用优选实践案例。

江苏省传染性疾病监测预警系统依托省全民健康信息平台

建设，通过对省平台每日采集的医疗机构门急诊数据分析，通过

自然语言处理方式将非结构化的门诊病历进行标化处理，筛选

出诊断或症状可疑病例，按地区进行归类分析，支持及时常态化

预警。并利用省平台采集的医疗机构历史诊疗数据设置基线，

建立传染病发展预测模型。该系统除了对确诊疾病的预警之

外，同时支持对传染病主要症候群进行预警，结合我省正在推进

的医疗机构门急诊结构化电子病历标准化改造，未来可以根据

标准化的病历文本判断疑似传染病进行预警。预警范围能够支

持多级预警，包括省、市、县三级预警，同时也能够支持单个医院

范围内的预警。

系统已实现的预警方向主要为症状及症候群，目前正在开

展传染病多点触发预警建设，纳入除诊断、症状之外的其他临床

数据，如住院医嘱、检验、检查等指标，同时归集其他部门的数

据，如公安、教育、药店、通信、民政、交通运输、海关等相关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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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智慧化预警多点触发机制，全方位监测我省各级区域范围

内的传染性疾病异常情况。

在新冠疫情常态化防控的大背景下，有效地预警传染病发

生发展，可为各级政府处置传染病疫情发挥重要辅助作用，能够

支撑疫情防控管理和科学决策，满足系统化、精细化、高效化的

管理需求，有助于全方位、全周期维护和保障人民健康。

连云港市卫健委与腾讯开展
“互联网 ＋医疗健康”战略合作

１２月２４日，连云港市卫生健康委员会与腾讯公司正式签署

战略合作协议，携手开展医疗健康信息化建设，并正式对外发布

“健康连云港服务号”小程序，整合预约挂号、在线缴费、医保结

算、扫码取药、家庭健康档案等创新应用，满足港城居民的医疗

健康服务需求。连云港市卫生健康委主任、二级巡视员周伟、副

主任刘蓉、腾讯电子健康卡总经理吴一凡等出席合作签约及发

布仪式。

“健康连云港服务号”小程序上线，打通全程就医线上医保

结算。作为双方医疗健康信息化战略合作的起点项目，“健康连

云港服务号”小程序以电子健康卡 ２０为核心载体，集成了分时

段预约挂号、门诊在线缴费、候诊排队查询、实时报告查阅、健康

档案管理等一站式医疗健康在线服务，并整合医保电子凭证，打

通医保在线结算，为港城居民打通了又一个通往“智慧医疗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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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的便捷入口。

电子健康卡不仅是居民享受智慧化医疗服务的基础工具，

也是实现从“以治病为中心”向“以健康为中心”转变的重要载

体。此次上线的小程序，运用“家庭健康管理”的思路，通过电子

健康卡进一步打通居民个人的家庭关系、建立家庭健康管理体

系，强化老年慢病、孕产妇幼等群体的精准健康照护提供与触

达，以家庭为单位落实居民健康管理的各方责任。后续，双方将

进一步完善小程序与港城医疗卫生各业务应用系统的对接，让

更多精准照护和基层医疗健康服务通过“家庭健康管理人”触达

到港城老少，以居民健康信息化驱动互联网与医疗健康服务深

度融合。

南京智慧医疗，动动手指实现“精准就医”

２０１５年底，南京市正式启动全市智慧医疗项目建设，实现互

联互通、信息共享。５年来，南京智慧医疗走上了一条高质量发

展之路，在缓解“看病难”“看病贵”等难题的同时，也大幅提升百

姓健康获得感。

让看病更便捷，让看病更智慧。从上年３月份开始，鼓楼医

院的预约门诊细化到“按时段预约”。从门诊量预约来看，专家

预约从５年前的６０％到现在的８０％，普通号预约从５年前的６％

到现在的３０％。而且现在看病越来越智能，患者挂号的时候，就

可以先描述患者的症状，系统就会帮患者导诊。一些检查，ＡＰ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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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者微信号上就能查，无需患者再东奔西跑。未来，就诊智慧化

会让患者更受益。此外，医院配备了“红马甲”，专门为不会用智

能手机的老年人服务，协助老人去自助机处享受“智慧”，让看病

不再是“苦等”。

家庭医生帮忙，高级专家号不难“抢”。为落实好国家关于

分级诊疗的相关制度，让每位居民都能拥有一位合格的家庭医

生，南京市将签约、随访、转诊服务进行整合，建立了基于家庭医

生签约服务的分级诊疗系统，建立了转诊绿色通道、签约医生预

约渠道，构建了基层首诊、双向转诊、急慢分治、上下联动的以家

庭医生为基础的分级诊疗体系。目前，基于家庭医生签约制度

的分级诊疗系统已接入全市 １２个区 １３５家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乡镇卫生院，省人民医院、鼓楼医院、市妇幼保健院、市第一医院

等１８家三级医疗机构向签约医生优先开放 ３０％的专家号源，５

家医院向基层开放了检验检查资源，８家医院开放了虚拟住院病

床。互联网结算，享受“点单式”医疗服务。

南京智慧医疗还建设了医疗一账通结算系统，建立了区域

统一支付结算平台，可以在人工窗口、医生诊间、自助终端、移动

支付端等多种途径快捷支付，同时实现了现金、银行卡、微信、支

付宝、信用付等多种方式的聚合支付，大大缩短了患者的排队缴

费时间。目前“医疗一账通”已在１３家医院和４个区上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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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州市召开第二届互联互通和
电子病历测评培训会

１２月１０日，徐州市继续教育项目“徐州市第二届互联互通

和电子病历测评培训班”成功举办，省内医疗卫生机构信息化从

业人员共计４５０余人参加了本次培训。

本次培训班由徐州市卫生信息学会主办，徐州矿务集团总

医院承办。省卫生统计信息中心主任刘晓强出席会议并讲话，

他介绍了我省互联互通和电子病历测评开展情况，并指出：通过

互联互通和电子病历测评将对医院信息化建设起到重要的推进

作用，一是通过流程优化改善患者就医感受；二是使医务人员的

操作更加简便有效，提升医疗服务的效率；三是实现闭环管控，

有效避免了医疗差错；四是通过数据中心的建设，促进医疗质

量、医疗技术、医疗安全及绩效的精准管理；五是支持医疗科研、

药品使用评价等。本次培训会邀请到南京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

院党委书记季国忠等多位省内外专家授课。

近年来徐州市扎实推进医疗机构信息化建设，截至去年底，

徐州市共有１３家医疗机构达到电子病历系统应用分级评价４级

水平，徐州矿务集团总医院率先通过互联互通成熟度测评４级甲

等水平。同时，门（急）诊电子病历书写得到进一步规范，公立医

院门（急）诊病历首页、病历记录电子化书写率普遍达到 ９５５％

以上。下一步，徐州市将通过以评促建、以评促改，以评促用，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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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加强医疗卫生机构信息化应用能力建设，不断提升“互联网 ＋

医疗健康”服务水平，为市民提供便捷高效的健康医疗服务。

常州市卫健委邀请省内外专家共同研讨
“十四五”卫生健康信息化专项规划

１２月１１日，常州市卫健委邀请北京市卫健委信息中心主任

琚文胜、江苏省卫生统计信息中心主任刘晓强、南京市卫生信息

中心主任殷伟东到常州市参加“十四五”卫生健康信息化专项规

划研讨。常州市卫健委副主任刘志洪以及各辖市（区）卫健局、

各二级以上公立医院、委属各公共卫生机构相关领导和科室负

责人参加了研讨会。

琚文胜以北京市电子健康档案分享、实名就诊卡（症状监

测）系统、社区卫生服务系统 ３个案例，对信息化的需求管理和

项目管理方法进行了细致剖析，就“十四五”的目标、规划、内容

设定等进行了启发式交流。刘晓强详细阐述了卫生健康信息化

“十四五”专项规划的设想思路，提出了加强区域和医疗机构信

息系统统一标准化建设，以电子病历应用和互联互通成熟度测

评为抓手促进信息化建设，打造院内院外、线上线下一体化信息

集成平台；加强健康医疗大数据汇、存、管、用，提升居民、患者和

医务人员获得感等。他希望常州在大数据中心、云影像以及智

慧病历等方面勇争一流、打造亮点。殷伟东介绍了南京市智慧

医疗的总体架构、创新发展具体应用及“十四五”的初步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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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通市通州区基层医疗智慧服务落地见效

移动支付和自助服务建设是南通市通州区首次探索借助社

会资本开展基层卫生信息化建设的项目，有效节约了财政资金。

经公开招投标，南通农商行被确定为“银医通”项目合作银行，投

资７５０万元用于南通市通州区基层医疗单位移动支付和自助服

务建设，目前已经基本完成建设。

全面推广移动支付。目前，南通市通州区 １家专科医院、４

家中心卫生院、３０家乡镇卫生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及其分支

机构和２０８家村卫生室收费窗口均已上线扫码付，支持微信、支

付宝缴费。通过统一的对账入口，帮助财务人员实现一键对账，

提高工作效率。截至２０２１年１月５日，患者使用微信、支付宝缴

费累计５１万笔，总金额５６５４万元。

建立线上服务平台。“通州卫生健康平台”微信公众号、小

程序和支付宝生活号提供预约挂号、门诊缴费、住院预交金充

值、查询检查检验报告、健康档案调阅、满意度调查、就医评价、

投诉建议和资讯报道、健康宣教等便捷服务，已在南通市通州区

乡镇卫生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全部上线使用。居民通过个人

电子终端经授权认证方可调阅、查询、管理自己及家人的电子健

康档案，自我维护个人基本信息。通过添加就诊人管理，可以替

家人挂号缴费、查询报告和投诉建议，切实解决老年人运用智能

技术困难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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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便民自助服务。２０２０年底，自助服务终端已在全区乡

镇卫生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全面上线，提供挂号、缴费、健康档

案调阅和打印检验报告、住院日清单、电子票据等功能，在专科

医院和中心卫生院还实现了门诊病历本自助打印发放。

拓展电子票据应用。２０２０年１０月９日，率先成功开出全省

区域首张医疗电子票据；１０月底，完成包括村卫生室在内的全区

医疗卫生单位医疗电子票据上线工作。患者完成线上或自助缴

费后，电子票据自动即时产生，同时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或支付

宝生活号查阅、下载电子票据，使用院内自助服务终端打印，让

群众切切实实享受到智慧医疗的便利。

东海县深入推进“智慧医疗”便民服务

为方便群众就医看病，近年来，东海县以信息化技术手段为

支撑，运用“互联网 ＋”手段推进“智慧医疗”，突出便民惠民利民

宗旨，提高预约诊疗服务效率。目前，全县通过平台预约诊疗达

１５万人次。

一是对接市医疗便民服务平台。居民可通过健康连云港

ＡＰＰ或微信公众号，在线选择医院分时段预约挂号、缴费、健康

档案查询、医疗就诊服务记录查询等，极大缓解了挂号难问题，

也为患者合理安排就诊时间提供了便利。二是普及电子健康卡

应用。在全县范围内发放电子健康卡２０余万张，实现跨医疗机

构、跨地域信息互通共享，开展医疗协同服务。广大群众凭借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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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健康卡，即可实现从挂号就诊到住院等就医全过程的“一卡

通”，对缓解“看病难”，增进医患和谐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三是

推动分级诊疗业务开展。建立完善分级诊疗业务管理机制，规

范区域双向转诊、影像会诊、心电会诊等业务信息化全面开展。

四是推广使用统一支付平台。通过微信、支付宝等第三方支付

方式，实现线上手机支付，线下扫码支付功能。

东台市人民医院打造
“互联网 ＋护理服务”促健康

近年来，东台市人民医院加快护理学科建设和发展，推进信

息化建设及“互联网 ＋护理服务”，深化与延伸优质护理服务内

涵范围，建设专科护理联盟，促进优质护理资源下沉，做到护理

管理信息化、科学化、标准化、同质化，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

长的健康服务需求。

积极推进移动护理信息技术的应用，优化病区护理安全环

境，全面推行移动护理，在医嘱查询及执行、生命体征、输液执

行、血标本采集、输血管理等方面进行跟踪，不断优化流程。建

立消毒供应中心追溯管理系统，对物品的周转实行全程信息化

追溯管理，确保了环节质量的严格控制，无菌物品１００％合格。

深化优质护理服务内涵，积极推行“互联网护理 ＋上门”及

基于微信平台的延伸护理服务。根据专科特点，细化特色专科

护理服务举措；拓展延伸护理服务，建立医院—社区—居家护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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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链。“主管医生 ＋护理”及“家庭医生 ＋专科护理”双轨制的

建立，探索出一种快速、便捷、安全的“互联网 ＋护理服务”新模

式，通过线上线下融合，满足社会发展需求，让健康服务触手可

及。各科室通过微信公众号发布最新动态，让患者及家属了解

更多的健康知识。

网络与信息安全专栏

江苏省信息网络安全协会情况通报

２０２０年１２月２８日至２０２１年１月１０日，江苏省信息网络安

全协会发现并通报如下网络安全情况，请各单位加强防范检查，

及时整改安全隐患。１、僵尸网络感染情况。监测发现境内 ５８

万余个 ＩＰ感染僵尸网络对外发起攻击，影响其他信息系统安全。

其中省内 ＩＰ地址 ３，１５８个；物联网僵尸网络感染方面，境内 ３，

７２３个，其中省内 ＩＰ地址９２个。２、网站隐患及攻击事件。监测

发现省内３４家网站遭受入侵篡改，被植入违法广告或标语，造成

不良影响。省内２７家网站被植入后门，网站权限被黑客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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扬州市全面部署卫生健康系统网络安全工作

１月１１日下午，扬州市卫健委召开了全市卫生健康系统网

络安全工作会议。会上，集中学习了《扬州网信办关于认真做好

２０２１年全市重要时期、重大活动和重点系统网络安全保障工作

的通知》，并对全市卫健系统做好“三重”网络安全保障工作进行

了部署，要求全市卫生健康系统，一是要进一步认真做好互联网

资产排查建档工作，切实做到底数清、台账全、情况明。二是要

严格履行网络安全管理职责，严格落实领导责任制。三是要建

立健全网络安全应急体系，切实把网络安全工作做深、做细、做

实。四是要建立执行应急值班制度，确保通信联络畅通。会前，

市卫健委梳理了２０２０年度省、市网信办、省卫健委、市政府数据

资源中心等部门通报的网络安全事件，会上逐一进行了通报，并

结合近几年来发生的勒索病毒攻击、弱口令等漏洞、互联网资产

漏报等问题进行了讨论。

泰州市姜堰区召开卫生健康系统网络安全
应急演练暨网络安全培训会议

１２月９日下午，泰州市姜堰区卫健委联合区网信办、公安分局

召开姜堰区卫生健康系统网络安全应急演练暨网络安全培训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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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区卫健委网络安全和信息化技术小组全体成员、全区各医疗

卫生单位系统管理员、区卫健委各科室网络安全人员参会。本次

演练结合实际，采用桌面推演方式，模拟设定网络安全事件发生

后，区卫健委开展网络安全事件处置相关工作，各参演人员根据设

定开展应急处置工作。演练选择网页篡改网络安全事件进行直观

展示，通过网络安全事件监测预警、应急处置、恢复重建、调查评

估、经验总结等环节，检验卫生健康系统网络安全事件应急处置能

力和水平，完善网络安全应急预案。应急演练结束后，会议还就信

息系统等级保护２０等网络安全热点问题进行了培训。

简　　讯

● 常州市卫健委组织开展医疗健康信息互联互通标准化成熟度测

评培训　２０２０年１１月２４日，常州市卫健委召开健康信息互联互通标准

化成熟度测评培训，市卫健委副主任刘志洪讲话，他希望各单位在认识

上高度重视、在行动上加紧准备、在工作上贴近实际，通过参加测评，真

正达到“以测促建、以测促改、以测促用”的目的。会议邀请省内专家对

测评标准（２０２０版）进行了深入解读，帮助各单位进一步理清了测评申

报和定量测评的方式和要求。

● 江苏省１２３２０卫生热线管理人员培训班成功举办　１１月１９—２０

日，由全国 １２３２０管理中心指导，江苏省卫健委应急办主办的“基于

１２３２０的互联网＋公众健康服务”继续教育培训班暨江苏省１２３２０卫生

热线管理人员培训班在苏州举办。会上，我省１３个设区市１２３２０负责人

汇报了各市１２３２０卫生热线开展情况、成果和挑战等。会议还特邀国内

专家作专题讲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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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锡市开出首张医疗电子收费票据　１１月１３日，无锡市第一张

医疗收费电子票据在无锡市妇幼保健院成功开出，首次实现门诊和住院

收费电子票据功能同时上线。这种“无接触、效率高”的服务方式在医疗

卫生领域的应用，可以有效减少人员聚集和接触，助力常态化疫情防控

工作。无锡市８家市属三级医疗机构于２０２０年全面完成财政医疗电子

收费票据上线工作，二级及以下医疗卫生机构也将通过县（区）级医疗电

子票据平台有序开展该项工作。

● 盐都区卫健系统电子票据建设试点工作稳步推进　根据国家、省

市相关文件要求，以及承接省卫健系统电子票据建设试点工作要求，２０２０

年９月初盐都区卫健委正式启动区域电子票据监督与管理平台建设平台

项目。该项目由盐都区卫健委、建设银行及平台系统供应商三方合作建

设，共分为五个阶段：分别为硬件安装、调试与测试环境部署、平台与ｈｉｓ对

接，电子票据院内监管平台的软件搭建、线上和自助机设备的电子票据夹

试运行、平台正式上线运行，目前已完成前三个阶段建设任务。

● 亭湖区卫健委强链建网守护百姓健康　盐城市亭湖区卫健委巩

固疫情防控成果，通过提取在亭湖缴纳医保的居民信息，生成居民“亭康

码”，并整合大数据平台资源，对接亭湖人民医院创建亭康互联网医院，

打通基础公卫、全民体检、医疗影像数据、互联网医院等环节，推动区、

镇、村三级医疗卫生服务一体化。同时，与上海瑞金医院慢病管理标准

化中心合作，在慢病中心平台上开展多项服务。

● 阜宁县开展基层医院便民自助服务平台建设　阜宁县卫健委按

照统一规划、分步实施原则，积极开展基层医院便民自助服务平台建设

工作，通过物联网智能设备云平台等核心技术为患者提供方便快捷的公

众服务。在院内，患者可以通过院内自助机实现自助挂号缴费、打印报

告、办理住院、出院结算等；在院外，患者可以通过手机进行网上挂号、缴

费、报告查询、就医记录查询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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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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３２８２２９９７ ６１ ３３８１２６３ ５０７７％ １５８９３０ ４７１３％ ２５８３７２６ ２１７４１１ ８４９０４
镇江市 ４４２０２５４７ ６１ １７７３９４７ ５０５７％ ２９８０９ ４４７０％ ６５２４１３ ３２８９９ ３３３７２
南通市 １１２９９８４７７ ６１ ２５７３２５５ ４９６２％ ９４０４４ ４１８７％ １１４０１９５ ７６４７４０ １４８６６５
南京市 ２６７０５５６５１ ６１ ７０４１２５９ ４９０９％ ２０１９６１ ６５２１％ ２５４５１４４ ３５９９２８ １０９７８９
苏州市 １９９２７１７３５ ６１ ６３６１１３７ ４４２９％ １５６３１５ ５０５５％ １９４１３０２ ４０３２９７ １０９１３２
常州市 １１１７７４３１６ ６１ ２０８２４００ ４３０７％ ６５０３３ ４８６５％ ９３９１２３ ８９０４７ ３１６２１
泰州市 ７１５８６５６３ ６１ １１０４８１８ ３７７７％ ８２５４８ ５８８３％ ２７３０２ ４２６０ ２４３５
宿迁市 ５４１３５８６６ ６１ １１２２２８５ ３３７９％ ４１７３０ ２６９１％ ２１１５３１９ ２３１１５２ ７１１４４
淮安市 ３９５２３８２１ ６１ ８６０８２１ ２８４１％ ５０６７４ ３４４９％ ２４８７７６２ １６５４５１ ５２５９１
扬州市 ５５６３０３２８ ６１ ８９８９１８ ２７４４％ ４６３３４ ３５０９％ ２５４０１４ ６５６６ ２６８６
连云港市 ５８１６２４１１ ６１ ７２３５６５ ２５２７％ ４２９４３ ３６０７％ ８６６５０３ ８６９２６ ２７９９４
盐城市 ５１１６７４９７ ６１ １１９７９２６ ２４０１％ ２８７９９ １７５４％ １８７９８１０ ３２０４０２ ７１５７６
无锡市 ８１６９４１２２ ６１ １７６９３２３ １９９３％ ６６８２５ ３２０９％ ９６０５５５ ２７６２０３ １０８７３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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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苏省中医院 ５２６２３９１３ ８９２８８２ ８０９４％ １４９５６ ９１９２％ １３１０２８０５ ６１
江苏省人民医院 ２４０６７７２５ １００５６７３ ９８７６％ ２６７００ ８９５２％ １１２３１８６１ ６０

东南大学附属中大医院 ２１５１４０４７ ３００９１１ ８７６９％ １４２４５ ８１２４％ ８９９１６８８ ６１
苏州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１７３６２２９４ ５６７２８４ ９０８１％ ２６５６６ ９７８６％ １４０８５８８９ ６１
徐州医学院附属医院 １４１４５４７７ ３４２３７２ ７５９６％ ２６７２６ ９９１１％ ８２１８４９８ ６１
南通大学附属医院 １３０６７６７２ ３７４１９２ ８６５０％ ０ ０ ２７０７１０ ６１
江苏省肿瘤医院 １１５７５４３１ ５９４８１ ７８７０％ １７０４８ ９７４３％ ４０１５８０８ ６１

苏州大学附属儿童医院 １０７４２３９５ ４２６４１９ ９５７６％ １２７８１ ９４８７％ ４６０２３９９ ６１
江苏省中西医结合医院 ５２１１７８２ １９８５６５ ９８６７％ ０ ０ １６３３３５６ ６０

南京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３２７２３４２ ７８９０８ ２８７０％ １０３４８ ９８１４％ ２６６３７４０ ５１
江苏省省级机关医院 ２７０３５４８ ７２７９９ ４６５４％ １０８８ ９３９６％ ４７９１０１ ６１
江苏省口腔医院 ２１０６７２２ １１６００２ ７９３２％ ５５８ ９８４７％ １２６３１０ ６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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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方式】
联系人：唐　凯　　电　话：０２５－８３６２０５２１　　Ｅ－ｍａｉｌ：ｊｓｗｓｘｘｘｈ＠１６３．ｃｏ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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