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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卫生信息化舆情监测月报 

（第十六期） 
 

北京市卫生健康委信息中心          2019 年 7 月 31 日 

    

  本期导语： 

  本期周报共收集 3 篇卫生信息化相关信息，时间从 2019 年 7 月

1 日到 2019年 7 月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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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琚文胜：互联网医疗还有哪些短板待补（健康报） 

2、北京市政协召开议政性主席会议 围绕“推进专科医联体建设”

协商议政（人民政协报） 

3、北京医耗联动综合改革见成效 门急诊出院患者次均费用双下

降（北京晚报） 

二、具体内容 

1.标题： 琚文胜：互联网医疗还有哪些短板待补 

  媒体：健康报 

  链接：http://www.phic.org.cn/gzdt/hydt/201907/t20190723_274425.html 

  主要内容: 

   导读：医保的支持要到位，互联网医疗信息系统要与实体医院

http://www.phic.org.cn/gzdt/hydt/201907/t20190723_274425.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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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系统互联互通，要为病人建立可即时更新并共享的电子健康

记录。 

 

北京市卫生计生委信息中心主任 琚文胜 

 卫生信息化的下一步重点是充分发挥互联网的作用。国家卫

生健康委在《互联网诊疗管理办法（试行）》、《互联网医院管理办

法（试行）》中，对开展互联网医疗工作提出了非常高的要求，设

置了较高的门槛。这些门槛的设置有利于加强监管、保障医疗安

全，维护患者利益。但这些条件都是基本要求，要使互联网医疗

真正方便百姓，至少还要做好以下三方面工作。 

 首先，医保的支持要到位。国家应尽快出台互联网诊疗相关

的收费与报销配套政策，以及从技术上支持医保的脱卡支付。如

果医生在互联网上提供的服务不能得到合理的价值体现，医生的

积极性就难以发挥；而如果没有合理的报销政策，就很难引导患

者充分利用便捷的互联网医疗服务，互联网医疗服务就可能陷入

叫好不叫座的境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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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 2019年重点工

作任务》要求，国家医保局在 9 月底之前完成制定互联网诊疗收

费和医保支付的政策文件。目前完成这两项政策制定的地方还很

少，四川、江苏制定了部分“互联网+医疗服务”项目的收费价格，

还没有地方出台医保支付的相关政策。 

 医保报销政策的制定面临的困难更大。一方面，互联网医疗

将看病过程简化了，为患者提供了方便，医保应有相应的报销政

策予以支持和引导；但另一方面，互联网医疗提高了医疗服务的

可及性、便利性，有了医保报销，个人负担减轻了，就很有可能

引发更多的无效医疗服务，造成资源的滥用，降低医疗服务效率。 

 而一旦互联网医疗服务项目被纳入医保报销范围，那么医保

的脱卡支付就变得非常重要。互联网医疗发生的场景往往是在家

里或单位或旅途中，如果不能脱卡支付，互联网医疗的实际应用

将非常困难。 

 其次，互联网医疗信息系统要与实体医院信息系统互联互通。

互联网诊疗、互联网医院的区别之一在于前者只能用本院的医生，

后者则可以用外院的医生。但二者都必须依托实体医院。无论哪

种互联网医疗方式，都需要做到网上医疗信息系统和线下实体医

院信息系统无缝衔接。 

 病人在线上诊疗时可能遇到 3 种情况，一是假设作为某种慢

性病的复诊病人，医生在线上了解病人情况后，认为病人无新情

况，开出线上的重复处方，病人交费后，药品可能第二天就快递



4 

 

到家了。二是同样作为某种慢性病的复诊病人，医生在线上了解

病人情况后，认为病人有新情况，需要做个检查才能下诊断，医

生开出了线上检查单，病人线上交费，按要求做完检查，医生在

线上看到检查结果后诊断还是原来的慢性病。三是如果线上医生

看完检查结果之后，认为病人还有可能得了另一种病，按照互联

网医疗不能对首诊患者做诊疗的原则，病人还需要到线下实体医

院找医生做诊断。所以后两种情况都要求互联网医疗信息系统要

与实体医院信息系统互联互通，只有这样，病人线上线下的看病

过程才是顺畅的。 

 第三，要为病人建立可即时更新并共享的电子健康记录。在

互联网医疗的过程中，医生在线上问诊时，不仅要采集病人的主

诉，还希望看到病人的电子病历或电子健康档案等资料，以便于

更准确地做出诊断，判断是否是复诊病人，判断诊疗活动是否符

合要求。如果没有电子的，病人可能要扫描或是拍照，不仅不方

便，准确性也会打折扣。目前，很多地方已经实现病人可以在自

己的手机上查看检查检验结果、健康档案，医院医生可以在病人

授权的情况下，调阅病人的健康档案或在其他医院的电子病历。

《互联网诊疗管理办法（试行）》《互联网医院管理办法（试行）》

都明确规定互联网上的诊疗活动应当按照《医疗机构病历管理规

定》和《电子病历基本规范（试行）》等相关文件要求，为患者建

立电子病历，并按照规定进行管理。因此，互联网医疗过程中产

生的电子病历与线下实体医院中的病历具有同等的地位和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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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前，各地正在按照国家卫生健康委的要求积极推进全民健

康信息平台建设。这个平台建设的目标之一，是实现人生命全周

期的健康信息汇聚，形成个人全面的电子健康记录，并实现在不

同医疗机构之间的互联互通与共享。在互联网医疗这种新的模式

出现后，患者在互联网医疗中产生的电子病历也应汇聚其中，线

上的医生和线下的医生一样也能共享调阅病人的电子病历或电子

健康记录。如果这个目标实现了，患者在互联网上看病将更方便。 

   2.标题：北京市政协召开议政性主席会议 围绕“推进专科医

联体建设”协商议政 

    媒体：人民政协报 

    链接：http://news.hc3i.cn/art/201907/43083.htm  

    主要内容： 

     北京市政协 10 月 29 日召开第十三次主席会议，围绕“深化

医药卫生体制改革、推进专科医联体建设”专题协商议政。 

 本次会议首次在会前组织视察活动，主席会议成员和部分委

员到同仁医院实地考察眼科专科医联体发展情况。与会人员在听

取市卫计委相关情况通报和市政协教文卫体委相关调研和建议报

告后深入协商建言。 

 会议认为，建设和发展医联体是近几年医改任务的重中之重，

也是推进分级诊疗制度的重大举措。建议结合京津冀协同发展，

统筹考虑专科医联体建设与医疗资源合理布局，带动医疗服务较

薄弱地区医疗水平提升；建立利益共享、合作共赢的长效机制，

http://news.hc3i.cn/art/201907/43083.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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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善核心医院与合作医院在学科建设、人才培养、双向转诊等方

面的运作机制；优化人才合作培养机制，提高合作医院医务人员

能力素质，调动工作积极性；充分利用大数据、云服务等技术手

段，统一推进各医院诊疗信息平台建设，促进互联互通，破除信

息“孤岛”难题。 

 据了解，截至今年 8 月，北京市共建立 8 个专业 20 多个专科

医联体，涵盖 120 家二级、三级医院，专科医联体内下转患者 2022

人次，上转患者 1673 人次，牵头医院派到合作医院专家 2243 人

次。 

 会议由北京市政协主席吉林主持。部分在京全国政协委员列

席会议，“模拟政协”活动部分师生代表观摩会议。 

 3.标题：北京医耗联动综合改革见成效 门急诊出院患者次均

费用双下降 

媒体：北京晚报 

  链接：https://www.cn-healthcare.com/article/20190726/content-521855.html 

主要内容: 

全北京 39 家二级以上公立中医医院门急诊次均费用同比降低

1.7%，其中三级医院同比降低 1.8%；出院例均费用同比降低 5.8%，

三级医院同比降低 6.7%。 

 北京启动医耗联动综合改革一个多月来，全市中医系统医疗

机构总体平稳有序，改革符合预期，初见成效，中医药健康服务

https://www.cn-healthcare.com/article/20190726/content-521855.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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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式日趋合理。记者今天从北京市卫生健康委了解到，公立中医

医院门急诊人次和出院人次“双增长”，门急诊和出院患者次均费

用呈“双下降”趋势。今后，市中医局将进一步推进中医医疗机

构落实改善医疗服务举措，在公立中医医疗机构做到五个统一实

现”的要求，即实现 100%专家门诊（含特需）上下午出门诊比达

到 1：1，实现 100%复诊患者诊间预约，实现 100%自助缴费机运

行良好，实现 100%的患者通过叫号系统引导到诊室门口候诊，实

现 100%窗口排队不超过 15 人。 

 

新华社供图 摄： 张玉薇 

 门急诊住院患者“双增长” 

 此次医改规范了中医诊疗技术的服务价格，破除了医院追求

医用耗材收入的逐利机制，推动中医医疗机构更注重运用体现劳

务价值的中医诊疗技术。市中医局有关负责人介绍说，改革启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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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后，二级以上公立中医医院日均出院手术患者围手术期应用中

医药治疗人次数同比增长 70%。总出院手术患者围手术期应用中

医药治疗人次数占比比去年同期增长了 4.9 个百分点。二级以上

公立中医医院日均门急诊人次同比增长 9.3%，其中，二级医院同

比增长 11.1%，三级医院增长 8.8%。日均出院人次比去年同期增

长 4%，其中，二级医院同比增长 6.4%，三级医院增长 3.7%。除

病理检查人次数保持稳定之外，各类检查服务量也有所增长。如

日均 CT 检查人次数同比增长 18.7%，日均核磁检查人次数同比增

长 34.8%。 

 门急诊出院患者次均费用“双下降” 

 全北京 39 家二级以上公立中医医院门急诊次均费用同比降

低 1.7%，其中三级医院同比降低 1.8%；出院例均费用同比降低

5.8%，三级医院同比降低 6.7%。二级以上公立中医医院门急诊次

均费用较全市二级以上公立医院平均水平低 16.2元，出院例均费

用较全市平均水平低 3693.7 元，且降幅均大于全市平均水平。 

 门急诊和出院患者次均费用中的卫生材料费明显低于全市平

均水平。二级以上公立中医医院门急诊次均卫生材料费同比降低

9.5%，其中，三级医院门急诊次均卫生材料费同比降低 9%。中医

类医院门急诊次均卫生材料费和出院例均卫生材料费均只是全市

医院平均水平的 50%。中医类医院总卫生材料收入占比仅为 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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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高值耗材收入占总卫生材料收入的比为 52.4%，比全市平均

水平低 16.8个百分点。 

 中医药健康服务模式日趋完善 

 各二级以上公立中医医疗机构采取多项举措，提高患者的满

意度。全市各三级中医医院对每天上下午出诊单元比例进行了调

整，目前，三级中医院各类医师上下午出诊单元比例为 1.23：1。

3 至 6 月各三级中医医院高级职称医师上下午出诊单元比例为

1.55：1，中级职称医师上下午出诊单元比例为 1.21：1，与去年

同期的 1.63：1 和 1.26：1 相比，下午出诊单元比例增多。为方

便患者咨询，及时回应患者诉求，三级中医医院均按要求设置了

一站式投诉中心，落实首问、首接负责制，部分医院设立了社工

部或社工岗，为患者提供各类助医支持服务。 

 在医耗联动综合改革中，市中医局进一步推动优质中医药资

源下沉，引导全市二级以上公立中医医院将优质服务延伸至乡村、

社区，满足广大群众的中医药服务需求，有效改善基层中医药服

务。全市平均每 2天就有一支中医专家团队驻村驻社区、每 3 天

就有 1 位中医领军人才下到乡村或社区、平均每天有 5至 6 位市

级三甲医院技术人才到基层开展中医健康服务、每 2天在基层就

有一次中医科普宣教活动、平均每天有 50人在家门口享受到市级

专家的中医健康服务、每天有 28 人不需出村或社区就能接受到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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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宣教服务。目前，基层中医门诊服务能力提升明显，人均日门

诊量由原来 10 余人上升至 30 至 100 余人不等，培养了为数不少

的基层“小名医”，一定程度缓解了百姓在家门口就医的需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