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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卫生信息化舆情监测月报

（第十三期）

北京市卫生计生委信息中心 2019 年 4 月 30 日

本期导语：

本期周报共收集到 5篇卫生信息化相关信息，时间从 2019 年 04

年 01 日到 2019 年 04 月 30 日，监测范围包括北京市主流媒体及政府

网站等。

一、信息目录

1. 北京天坛医院实现患者“连续就医”需求（新华网）

2.药兜网创始人邱中勋：医药大数据将成为行业核心资源（人民

网-人民信金融）

3.医保将拒付 30 天内跨院重复开药（北京青年报）

4.北京世园会 5G 急救医疗系统培训举行（央视网）

5.北京 20家三甲医院下月“急诊分级” 急重症优先看（北京日

报）

二、具体内容

1. 标题：北京天坛医院实现患者“连续就医”需求

媒体: 新华网

链接：http://www.bj.xinhuanet.com/bjyw/2019-04/16/c_1124373250.htm

主要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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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网北京 4月 15 日电 （记者侠克）“上次给我看病的医生了

解我的病情，我怎么才能继续找他看病？”记者从北京天坛医院获悉，

近日北京天坛医院实现患者“连续就医”的需求，副主任医师职称及

以上的医生，可实现“点对点”预约。

据介绍，患者在手机“京医通”的挂号界面选择北京天坛医院即

可发现，医院主界面新增了“复诊挂号”选项，按照系统提示登录、

绑定医保卡或“京医通”就诊卡后，选择“复诊挂号”就可以看到自

己在北京天坛医院的就诊记录，并可以根据记录预约 8 天内的号源，

副主任医师及以上的医生可直接进行“点对点”预约。

北京天坛医院门诊部主任张悦说：“在对患者就医需求的调查中

了解到，不少慢性病患者希望接诊医生能够相对固定，以便于了解病

情并掌握病情变化。”

据了解，患者在就诊时也可以直接与接诊医生预约下次就诊时

间，医生通过点击工作站“诊间挂号预约”功能的“一键复诊”按钮，

可直接为患者进行预约。（完）

2.标题：药兜网创始人邱中勋：医药大数据将成为行业核心资源

媒体：人民网-人民信金融

链接：http://health.people.com.cn/n1/2019/0416/c14739-31032947.html

主要内容：

人民网北京 4 月 15 日电 （孙阳）近年来，随着“零加成”、“两

票制”、营改增等政策的铺开，整个医药流通环节得以整顿，行业集

中度提升，药品流通环节的监管力度明显加强。对于医药流通领域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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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互联网+”则正成为行业发展变革的重要驱动力量。

在政策加持和市场集中度提高的大背景下，“互联网＋药品流通”

的发展现状和未来趋势如何，成为研判行业风向的重要窗口。日前，

药兜网创始人、中国食品药品企业质量安全促进会副会长邱中勋在接

受记者采访时表示，“互联网+医药”在经历行业洗牌后，已经进入

快速发展阶段，医药大数据将成为未来行业竞争的核心资源和壁垒。

2018 年，为破解“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我国医改有序进

行，分级诊疗制度逐步完善，远程医疗平台也在逐步建立，卫生健康

工作成效显著。邱中勋认为，这些针对性政策的落地推行，能够帮助

老百姓用上种类更多，也更便宜的药品。而“网上药店”的出现，也

在一定程度上可以降低用药费用、提高医药流通效率，使药品尽快到

达病患手中。

谈到“互联网+医药”的行业前景时，邱中勋表示，2014 年以后

互联网+医药出现了行业井喷，从目前来看互联网医药已经进入了一

个快速发展的阶段。

“网上消费者买药的零售市场的规模呈现出快速增长态势。同

时，市场已经淘汰了很大一部分不适合在这个领域的公司，现在留在

这个领域的公司都是已经能够对市场和行业有一定影响的企业。”邱

中勋介绍说，药兜网的数据显示其平台用户大部分都是三四线、四五

线城市的人群。对于一些偏远乡村的老百姓来说，很多药品在当地很

难买到，但互联网平台可以有效解决购药难的问题。

“药兜的使命是希望能够整合医药行业的供应链，为中国的老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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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提供更加优惠和更高品质的药，也是我们创业之初的设想。我们希

望当我们为用户为消费者创造价值以后，我们然后再获取经济价值和

企业价值，实现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统一。”

邱中勋表示，药兜网的服务模式是“S2B+SAAS”，通过链接 b 端

用户服务于中小零售终端，收集从零售端反馈的大数据信息，通过中

心自营仓＋数据营销，提升工业配送能力及效率，进而完善医药流通

产业链条布局，拓宽医药电商服务的延展性。

“未来行业发展最核心的竞争力就是医药大数据，数据将会成为

核心资源和壁垒。通过医药大数据，我们可以更好地去了解这个市场，

更好地服务老百姓，大数据的价值将会越来越重要。”邱中勋说。

(责编：许心怡、崔元苑)

3.标题：医保将拒付 30 天内跨院重复开药

媒体：北京青年报

链接：http://epaper.ynet.com/html/2019-04/19/content_325281.htm?div=-1

主要内容：

医保

本报讯（记者 解丽）昨日，北京青年报记者从市“打击欺诈骗

保、维护基金安全”集中宣传月活动启动仪式上了解到，本市所有定

点医疗机构的就诊信息实现互连互通，下一步 30天内跨院重复开药

医保将拒付。

去年 9月，市医保局、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市卫生健康委、

市公安局、市中医局和市药监局，在全市范围内联合开展了打击欺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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骗保专项行动和“回头看”工作。截至目前，专项行动已追回违规费

用 568.44 万元，暂停医保卡结算 118 人，移交司法机关 90人。对违

规问题较多的 23家定点医药机构进行了处理，其中，解除协议 7 家，

中断执行协议 1 家，黄牌警示 6家，全市通报批评 1家，区内通报批

评 8家，对各类欺诈骗保行为形成有力震慑。

市医保局副局长杜鑫指出，为巩固打击欺诈骗保专项行动成效，

本市将进一步严厉打击医疗保障领域违法违规和欺诈骗保行为，持之

以恒强化医保基金监管，压实监管责任，堵塞制度漏洞，巩固打击欺

诈骗保的高压态势。

据介绍，今年开展打击欺诈骗保专项治理工作将针对不同级别、

不同类型的定点医药机构，分别突出对分解收费、超标准收费、挂床

住院、虚构医疗服务等行为进行检查。针对参保人员，分别突出对伪

造虚假票据报销、冒名就医、使用社保卡套取药品倒买倒卖等行为进

行检查。

除去专项检查之外，本市还将加大运用科技手段的力度，提高防

控能力。一方面是继续加强数据标准化建设，提升大数据分析能力，

推进中药饮片标准化、门诊诊断标准化建设和药品说明书电子化，优

化医保信息监测平台，发现薄弱环节，实现精准发力打击欺诈骗保。

另一方面将人脸识别技术、就诊信息互联互通、医保缴费信息与税务

部门纳税信息协查比对等机制，深度应用于门诊、住院和后台监控等

各个环节，提高基金风险防控水平。

据杜鑫透露，目前北京市所有定点医疗机构已经实现了就诊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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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互联互通，覆盖近 3000 家。即参保人员 30天内在各个定点医院的

就诊信息，在任一定点医院就诊时都可以看到。“目前，我们会对

30 天内跨院重复开药的信息对相关的定点医疗机构进行推送，提醒

其存在重复开药行为。而下一步，我们的医保系统将自动对这类跨院

重复开药数据进行拦截，医保基金将会拒付。以此，避免重复开药、

超量开药。”

同时，对于定点医疗机构还将强化协议管理，建立积分考核制度，

对定点医药机构进行综合评价和积分排名。 “对定点机构建立综合

评价体系，包括未进行实名制就诊、超量开药、虚构诊疗等违规行为

都将计入在册，而积分考核对于定点医疗机构的日常管理 、医保额

度等都有影响。”杜鑫表示，通过此次专项行动，希望能强化群众法

律意识，鼓励社会各界参与监督，保持打击欺诈骗保高压态势，构建

全社会共同关注医保基金安全的良好氛围。市民有相关线索，可拨打

市 医 保局 举 报 电 话（ 010 ） 89152512 、 登 录监 督 举 报 平台

（ybj.beijing.gov.cn）进行举报。

4.标题：北京世园会 5G 急救医疗系统培训举行

媒体：央视网

链接：http://news.cctv.com/2019/04/19/ARTIECqPzeRpkEX04puSPaxv190419.shtml

主要内容：

4 月 29 日，北京世园会将在延庆区举行。倒计时 10 天，由北京

市卫生健康委(以下简称“卫健委”)牵头组织，世园会医疗保障单位

及协同医院相关负责人齐聚北京清华长庚医院，集中进行关于 5G 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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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支持下的远程医疗急救系统业务培训。

北京世园会会期 162 天，预计参观人数不少于 1600 万人次。初

步参考上海市世博会的数据，其展览期间共进行了 1391 人次的急救

医疗转运，北京市设置了世园会三级医疗保障机制，包括园区医疗点、

延庆区医院、各大支持医院。同时，借助 5G 技术，搭建起世园会远

程急救协作、远程会诊、远程手术协作系统，以及急救指挥服务中心，

即通过科学技术串联北京市重点医疗机构专家资源，一同为世园会提

供医疗保障。据北京市健康医疗 5G示范应用项目专员徐健介绍，世

园会急救医疗系统是市政府统一部署的 5G应用示范项目之一，为世

园会医疗急救保障提供有力支撑，同时也是未来北京市 5G 新技术政

策制定、健康惠民、医疗保障、协同急救、分级诊疗、医联体、突发

公共事件应急处置等业务开展的积极有益探索。

培训由卫健委信息统计处刘小龙主持，他指出，北京清华长庚医

院执行院长董家鸿院士团队在全国率先开展了多中心远程协同手术

与虚拟现实相结合的业务，卫健委特吸纳董家鸿院士团队及北京清华

长庚医院参与世园会 5G 技术示范应用项目。为此，院方特成立领导

小组，配合世园会远程急救医疗工作，副总执行长赵刚表示，北京清

华长庚医院自建院以来就十分重视智慧医疗体系的建设，拥有一支

40 人组成的专门负责信息化系统的开发团队，是北京市率先实现从

医疗、管理到服务全覆盖的信息化医院。同时依托清华大学在传统理

工方面的巨大优势，联合信息、计算机、自动化、精密仪器等多个学

科，正在开展多项“医工”结合的专项研发工作，筹建更加完备的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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慧医疗体系。

北医三院、安贞医院、天坛医院、中日友好医院、儿童医院、北

京清华长庚医院、延庆区医院急救系统负责人参加了培训。在培训会

上，北京清华长庚医院信息管理处处长刘海一进行了“5G 与智慧医

疗”主题讲座，徐健对世园会 5G 项目进行了整体介绍。据了解，世

园会急救医疗系统项目由中国联通提供 5G网络支持，目前急救主责

单位与各家协同单位均已在院区内设点布局接收 5G 网络。急救医疗

系统由北京缙铖医疗科技有限公司、北京麦邦光电仪器有限公司提供

技术支持，技术亮点如可通过佩戴混合现实设备，实现异地共享急救

现场情景；专家通过手持设备在 5G区域内或 4G 网络下任一地点实时

参与急救支援。(通讯员 韩冬野)

5.标题：北京 20 家三甲医院下月“急诊分级” 急重症优先看

媒体：北京日报

链接：http://www.xinhuanet.com/2019-04/22/c_1124396614.htm

主要内容：

很快，本市医院急诊科将打破过去患者“先来后到”的看病顺序，

而是按病情轻重缓急将患者分为四级，以确保病情危重的患者优先得

到救治，而病情不太紧急的患者，挂急诊号很可能会等待很长的时间。

记者从北京市医院管理局获悉，今年 5 月 1 日起，20 家提供急诊服

务的北京市属三甲医院，将统一实施急诊预检分诊分级就诊（简称“急

诊分级”）。

大医院“急诊不急”成常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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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院急诊科是抢救急危重症患者的场所，承担着 24 小时不间断

的紧急医疗救治任务。近年来，随着我国急诊医学进入快速发展时期，

三级医院急诊量逐年增长。目前，本市市属三级医院的年急诊量已达

235 万人次。而造成就医人数攀升、环境拥挤的原因之一，就是大量

的非急诊患者占用了有限的急诊资源。有调查显示，在急诊就诊的患

者中，非急症患者比例大约占 30%到 50%，甚至有个别的医疗机构高

达 80%。

北京市医管局医疗护理处相关负责人表示，每一个前往急诊的患

者，都希望自己第一时间得到救治，也因此导致大医院“急诊不急”

的现象较为普遍。这一现状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急危重症患者的抢

救。“这就像高速路上的应急车道，被抢时间的私家车占用，当真的

出现紧急状况时，这条生命之路可能已经被堵死。”

“当前，医院亟待提高急诊的‘准入门槛’，实行‘分级而定’

的科学甄别和合理区分，并最终达到有效分流患者的目的。”该负责

人说，“我们希望把有限的急诊医疗资源最大限度地用在急危重症患

者的抢救上，进一步提高急诊救治效率。”

按病情分四级 急重症优先看

急诊预检分诊是根据患者的症状和体征，区分病情的轻重缓急及

隶属专科，进行初步诊断、安排救治的过程。急诊预检分诊是急诊就

诊的首要环节，安全有效的急诊预检分诊可准确识别急危重症患者，

确保患者安全，提高急诊运行效率。

市医管局此次明确提出，在本市提供急诊服务的 20 家市属三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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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院，统一开展急诊预检分诊分级就诊，并将患者分为“濒危、危重、

急症和非急症”1-4 级分级管理，遵循从重到轻、从病情迅速变化到

相对稳定的原则，合理安排患者就诊顺序，优先处理较重病人。有条

件的医院应尽量安排各级别患者的就诊通道和救治区域互不干扰、分

区管理。

其中，1 级患者病情濒危、随时可能危及生命，如出现心跳呼吸

骤停、休克、明确的心肌梗死、癫痫持续状态等症状，将即刻进入复

苏室或抢救室进行抢救；2 级患者病情危重或迅速恶化、存在生命危

险，如严重呼吸困难、昏睡、急性脑卒中、ECG 提示急性心肌梗死、

活动性或严重失血等，一般会在 10 分钟内进入抢救室进行救治；3

级患者病情急、存在潜在的生命威胁，如急性哮喘、吸入异物、吞咽

困难、持续呕吐、胸腹痛、轻中度外伤、轻中度出血等，将先于 4 级

非急症患者优先诊治，候诊时间大约 30 分钟左右；4 级患者为非急

症，病情程度一般，如无危险特征的轻微疼痛、不需要缝合的小的擦

伤、稳定恢复期患者复诊、仅开具医疗证明等情况。这类患者将根据

指引顺序就诊，等候时间较长。

“急诊科最重要的环节就是预检分诊。”朝阳医院急诊科主任郭

树彬称，朝阳医院每天的急诊量在 500—600 人次，高峰时高达 700

人次。如果医院不能将患者有效分诊，那么患者在等候就诊过程中就

会有可能发生生命危险。“进入不同区域候诊，抢救的及时性就会有

所不同，这将直接影响着患者的预后情况。”

专人动态评估候诊者病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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急诊科实行“急诊分级”就诊，很多患者可能会心存疑问：医院

如何保证分级的科学、公平和安全？

对此，市医管局推出了“三重保障”以确保每位患者的利益。第

一重保障为经验丰富的专业分诊医务人员，各医院急诊科将分别安排

经验丰富的人员从事急诊预检分诊工作，并组织急诊相关的所有医务

人员，进行了全员专项培训；第二重保障是专业仪器采集生命体征，

具体包括心率、血压、血氧饱和度等，同时医务人员会结合患者的病

史、症状、体征，做出最终科学的分级及隶属专科。第三重保障则是

专业人员监测候诊区患者病情。对于 3 级、4级患者，在候诊区等候

时，会有专门的医务人员定期进行巡视，对候诊患者的病情及潜在的

危险动态评估，可根据最新的评估情况再次调整分级，保证患者生命

安全。患者如有突发不适，也请及时告知医务人员，以便及时采取相

应的医疗护理措施。

那么，4 级急诊患者究竟要等待多长时间？

市医管局相关负责人表示，尽管各医院分诊台的护士会根据当时

患者的候诊情况进行大致估算，但 4级急诊患者的等候时间确实并不

太容易确定，等候两三个小时甚至更长时间也是有可能的。因为各医

院的具体情况不同，且每一天接诊患者的情况也有所不同，而儿科则

因医生紧缺等原因，等候时间可能会更长。原则上，我们还是希望得

到社会大众的支持和理解，建议非急症患者尽量选择到门诊就诊，把

有限的急诊资源留给真正有需要的急危重症患者。（记者 刘欢 实习

生 马君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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链接

20家市属医院名单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友谊医院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同仁医院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朝阳医院

北京积水潭医院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天坛医院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贞医院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世纪坛医院

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

北京清华长庚医院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医院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儿童医院

首都儿科研究所附属儿童医院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妇产医院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胸科医院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口腔医院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佑安医院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地坛医院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定医院

北京回龙观医院

北京老年医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