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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卫生信息化舆情监测月报 

（第十八期） 
 

北京市卫生健康委信息中心          2019 年 9 月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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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月

1 日到 2019年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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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昌平推信用医疗，与医保共建“区域医院结算支付平台”  （HIT

专家网） 

2、信息系统“中断”50 分钟：北京友谊医院中秋前夜实战上演

应急“大片”（ HIT 专家网） 

3、北京市家庭医师累计签约 740 万人 总签约率 35% （中国数

字医学） 

二、具体内容 

1.标题：昌平推信用医疗，与医保共建“区域医院结算支付平台” 

  媒体：HIT 专家网   2019-09-11 

  链接：https://www.hit180.com/39166.html 

  主要内容: 

https://www.hit180.com/39166.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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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月 5 日，北京市昌平区卫生健康委召开了“健康昌平·信

用医疗”上线启动仪式，“北京昌平健康云”App 和“信用医疗

结算综合平台”正式在全区推广使用。 

居民无论是自费患者，还是社保、商保患者，通过“北京昌

平健康云”App均可享受预约挂号、预约接种、家医预签约、健

康档案查询等医疗服务。同时，家医签约患者只要拥有良好的信

用，就可以持续享受线上结算的信用服务，就诊完成后即可离院，

免去以往反复排队缴费的烦恼，真正享受到“互联网+医疗健康”

的便捷。 

据北京市昌平区卫生健康委副主任谭光剑介绍，目前“北京

昌平健康云”App 的挂号预约服务已经覆盖了全区所有二级以上

医院、17 家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北大国际医院等部分市属医院，

信用医疗结算服务已于今年 8 月在昌平城区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试

点运行，预计 2019年底全区各级医疗机构将全部实现信用结算功



3 

 

能。 

与医保共建“区域医院结算支付平台” 

谭光剑谈道，在传统医疗服务模式下，需在每个服务环节完

成一次医保费用分解和缴费动作，才能进入下一个服务环节，这

也是目前医院秩序混乱、患者就诊等候时间长、就诊体验差的最

主要原因，便捷的医疗结算支付服务一直是患者的刚性需求。 

“由于医疗费用有第三方（医保、商保等）参与支付的特殊性，

只有打通医保支付才是真正的、完整的信用医疗。”谭光剑表示，

昌平“信用医疗”服务模式依托与医保共建的区域医院结算支付

信息平台，家庭医生签约服务的居民可以自愿申请成为“信用医

疗”用户，享受“先看病、回家付”的便利服务。即：在就诊时，

挂号-检查-取药环节均可绿色通行，取消了繁琐的缴费环节；就

诊结束后，患者通过自助机确认自己的费用，结算支付平台即可

自动分解医保费用，将自费部分账单推送到手机 App，患者只需

在 48小时内通过手机支付结清即可。 

2017年，北京市医疗综合改革启动，要求医改要大力改善群

众服务就医体验感，在社区实现“先诊疗后付费”工作模式（即

医事服务费自费的 1 元钱在诊后交）。谭光剑表示，“昌平区紧密

结合北京市医改提出的工作要求，设计开发昌平医院结算平台，

同时打通基层 HIS系统，在‘先诊疗后付费’的基础上，我们提

出了‘信用医疗’创新服务模式。” 

通过一年多时间建设，2019 年 8 月底在城区社区卫生服务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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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点运行。试点运行两个月之后，在保证结算平台和自助机服务

系统稳定的基础上，首先在昌平区 17 个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推广运

行。 

信用医疗为患者节约时间、提升就医体验 

据了解，目前健康昌平 App 上线后实名认证人数达到 2100人

左右，自 9 月 5日“健康昌平·信用医疗”启动仪式会后，信用

医疗申请用户达到 45 人。截至 9 月 8日，使用信用医疗账户支付

15 人次，资金为 366.20元。目前各项数据还在上升中。 

信用医疗服务模式重塑了传统的诊疗流程，极大地提升了患

者的就医体验。谭光剑谈道，从城区社区卫生服务试点情况看，

社区居民特别认可这样的服务模式的改变，挂号-看病-诊疗-检查

一路绿色通道，极大节约了诊疗等待时间。患者去医院看病时，

精力只需放在医患交流、检查、化验、拿药等看病就医环节上，

无需经历和操心繁杂的结算支付环节。为患者节约更多时间，真

正实现“让信息多跑路，让患者少跑腿”。 

 “从社区医院管理者角度来看，一台自助机能节约医院 1-2

个人力，患者体验的提升会随之提升其对社区医院的粘度，患者

在医院停留时间缩短，改善了医院的秩序。但是，管理者目前对

居民信用管理仍有顾虑，社区医院对信用医疗的使用持积极观望

的态度。”谭光剑介绍说。 

政府兜底，白、灰、黑三色管理 

据了解，昌平信用结算平台将根据成员的信用结算还款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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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成员分为“白名单”、“灰名单”和“黑名单”三种类别。患者

被归类为“灰名单”或“黑名单”后系统会自动发短信提醒患者。 

正常没有任何欠款的信用医疗成员属于白名单。 

如果患者过期 48 小时但未超过 20 日未还款，患者会被自动

归类为“灰名单”，不再享受信用医疗授信成员的全部待遇，待

还款成功后，可正常享受信用医疗的全部待遇。 

对于恶意欠款超过 20 日的成员，会被平台自动拉入“黑名

单”，永不能享受信用医疗待遇。 

就昌平推广信用医疗的初衷来说，首先针对的是社区医院患

者，社区医院患者一般居住在本地，相对长期固定在某一社区卫

生机构就诊，经过家医签约的信用条件进一步筛选，形成一个类

似于“熟人”和“老顾客”的人群，是信用医疗的适宜人群和优

质人群。由这部分人群逐步培养出信用就医的良好社会氛围，为

向其他人群推广创造条件。 

目前我国其他地区也有信用就医的案例，但有些地区使用量

比较小，被评价为“叫好不叫座”，对此昌平也做了调研和分析。

在谭光剑看来，信用就医“叫好不叫座”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有

的是信用就医模式不完善，比如不能支持医保结算，患者体验不

佳；有的信用支付需要预存额度，本质上还是先支付、后就医；

有的是人群信用成熟度不够，信用管理跟不上，导致坏账比例过

高；有的是管理者对信用管理信心不足，在用户筛选和流程设计

上限制过多，人为制造了另外的麻烦，使用户数量不能形成规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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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能成为医院主流的支付方式，导致后期投入和管理的动力不足，

逐渐流产。 

针对这些问题，昌平目前主要采取了政府兜底的方式，来转

移医院的坏账损失，打消医院的顾虑；并首先从家医签约、学校、

机关职工推广，由此降低信用风险。谭光剑表示，“目前昌平区刚

刚试点运行，信用医疗的很多工作和管理措施还需要进一步完善。

我区将在试点运行的基础上总结问题，同时尽快与银行合作，把

银行的授信人群纳入信用医疗审核名单。依托银行强大的信用功

能由银行先行支付费用，彻底解决医院费用亏空问题，这样信用

医疗服务模式才能尽快在全区推广。” 

区域卫生信息化互联互通是根基 

谭光剑认为，推广信用医疗有几个前提条件：首先需要区域

卫生信息化互联互通和成熟度达到一定级别。目前昌平区卫生健

康信息化已建成了 1 个基础平台（昌平区全民健康信息基础平台）、

6个业务管理平台（社区卫生综合改革管理服务和绩效管理平台、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管理平台、疾病预防控制管理平台、公立

医院 DRGs 管理平台、区域中药煎药配送服务平台、区域医院结算

平台），以及 3 个诊断中心（区域影像、区域心电、区域检验诊断）

和两个居民服务端（北京昌平健康云 App、健康门户网）。 

其次，要有一款功能比较成熟的支持结算功能的 App软件作

支撑。能在 App上实现的医疗支付结算的内容越丰富，人群手机

支付医疗费用的习惯越容易养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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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要能进行区域化的信用管理。在一定区域的医疗机构

内做到信用记录互通，进行区域化的信用管理，提高患者违信成

本。比如，在一家医疗机构违信，所有医疗机构均不能正常就诊。 

2.标题：信息系统“中断”50 分钟：北京友谊医院中秋前夜

实战上演应急“大片” 

   媒体：HIT 专家网  2019-09-14 

   链接：https://www.hit180.com/39192.html  

   主要内容： 

2019年国家层面大事多喜事多，但是对于位于首都核心区的

医疗机构来说，其公共卫生服务保障任务的压力巨大，同时对医

院信息系统的安全性也是非常严峻的考验。一所医院的信息系统

无论建设得多么完善、健壮，都可能会有“掉链子”的时候，此

时的信息系统故障应急处置将是最为重要的措施，不仅体现医院

的信息化水平，更体现医院的管理水平，必定是对一所医院能力

的全面“大考”。 

2019年 9 月 12日晚，中秋节前夜，北京友谊医院开展了一

次全院范围的信息系统故障应急实战演练，在西城和通州两个院

区同步进行。本文简要记录了此次演练的过程，期望能给大家呈

现一部医院信息系统实战演练的“大片”，引发医院信息同行的

交流和共鸣。 

一、“制片人”：应急实战演练的物质和精神支柱 

医院领导高度重视此次应急实战演练，由医院办公会批准授

https://www.hit180.com/39192.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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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执行。按照之前确定的信息化应急领导小组，由医院党、政一

把手任组长，信息化主管副院长任常务副组长，各副院长任副组

长，组员是各职能管理部门主任。 

二、“导演组”：由医院信息化负责人担任 

应急实战演练的“总导演”由信息化主管院长担任，负责统

筹医院各相关部门的高度配合，组织开展相关会议，并将演练的

执行进度汇报给应急领导小组。信息中心主任为“执行导演”，负

责执行上级指令、演练技术方案设计、行动指挥、时间线把控、

突发事项处置决策、演练进度上报等，在演练中统筹管理信息中

心各岗位工作。 

三、“角色”：任务清晰，各司其职 

应急实战演练并不是“纸上谈兵”、“案上比划”，与真实故障

应急处置唯一不同之处就是“有计划、有准备”。信息系统应急演

练绝不是医院信息中心一个部门的工作，涉及医院每个职能部门、

业务部门的高效联动。在前期筹备阶段，医院各职能部门、相关

临床医技部门召开了两次准备会议，由信息化主管院长召集，各

部门负责人和业务骨干参加，会上明确各部门工作分工，交流讨

论演练期间可能遇到的各种问题以及处置方法，强调部门间的协

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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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急实战演练多部门准备会 

信息中心作为此次演练的技术部门，负责技术准备和技术操

作，制定应急演练技术方案，并自主研发了新版本应急单机版程

序，对收费环节的功能做了较大改进，在辅助医生开医嘱的同时，

生成并打印收费二维码凭单，收费员扫码即可一键完成结算，大

幅加快了应急期间的诊疗效率。 

 

程序打印的收费二维码凭单 

应急演练技术团队由信息中心和系统厂商人员组成，按工作

任务划分为链路切换、主备机切换、应急程序保障三个工作组，

以西城院区（HIS 主服务器的所在院区）为主，两院区人员均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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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置。 

四、“剧本”：内容详细，操作明确 

 “剧本”即演练技术方案，描述演练“剧情”的发展脉络和

角色的动作编排。结合我院多院区的性质、业务流程的特点和信

息系统的现状，信息中心对演练内容和形式进行了多轮技术性研

究和可行性推演，确定进行 HIS 主备服务器切换、院区间光纤链

路切换和应急程序实操等三个项目。 

我们对每个演练内容编制了详细的演练操作方案，包含前期

准备、演练操作、回退方法、问题与解决方法、桌面消息发布等

的操作步骤，每一步骤描述精确到院区、设备、端口、命令代码、

推送消息文本内容等，在演练过程中技术操作人员只需要按顺序

执行方案即可完成任务，避免因代码和文本编写、解决方案思考

推敲而耽误宝贵时间，降低误操作的风险。 

为了便于对整体演练过程的统筹，我们对演练技术方案内容进

行概括，以时间为主线编制了任务清单，突出各任务名称、时间

节点、人员分工、任务间关系等要素，为各操作人员提供流程性

指导。 

五、“表演”：上下一心，执行有序，时间管控 

1. 演练前 3小时 

参与演练的信息中心全体人员，利用远程医疗系统进行两院

区协同桌面推演，强化演练操作步骤。 



11 

 

 

两院区协同桌面推演（左西城，右通州） 

2.演练即将开始 

在演练前我们选取三个时间点，利用桌面管理系统向医院所

有工作站电脑推送演练预警通知，提醒医务人员做好各项准备，

在演练开始前务必保存诊疗信息、结束 HIS 系统操作。 

 

演练预警桌面通知 

在演练前半小时，开始对 HIS 主机集群状态和节点信息进行

检查。与此同时，应急程序保障组人员开始核查各诊区的应急程

序安装情况，提醒医生、收费员做预备，通报各诊区 HIS 使用情

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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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演练前 5 分钟，开始进行网络测试，两院区采取持续 PING

对端靶服务器的方式监测网络连通状态，对演练涉及的网络设备

配置文件做备份，同时，停止自助机、移动互联网应用服务。 

3.演练正式开始！ 

9 月 12 日 22 点，HIS 服务器切换演练、院区间光纤链路切换

演练、应急程序使用演练同时启动。 

（1）HIS 主备服务器切换 

主备机切换工作组执行演练操作，正常关闭所有 HIS系统 ECP

服务，确保 ECP缓存中的业务数据完全同步到主数据库。西城院

区人员手动拔除高可用集群主节点网线，同步查看切换日志，验

证确认了资源组已正常漂移至备用节点，立即在此节点下测试 HIS

可用性，正常可用后开始逆向操作。随后，恢复主节点网络，恢

复高可用集群，拔除备用节点网线，同步查看切换日志，验证主

节点已接管业务，立即在此节点下测试 HIS 可用性，正常可用后

恢复备用节点，检查 HIS 主机集群已恢复正常状态，启动 HIS 系

统 ECP 服务，各业务系统验证成功，HIS 服务器切换演练顺利完

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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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IS 主备服务器切换演练现场 

（2）院区间光纤链路切换演练 

链路切换工作组执行演练操作，西城院区人员通过命令关闭

西城内网核心交换机到通州主链路端口，触发院间主网络断链故

障。此时网络连接测试结果未达到预期，网络不通，检查路由浮

动情况后发现备用链路一台交换机配置有问题，不做处理，立即

回退，网络恢复，院区间光纤链路切换演练终止。 

（3）应急程序使用演练 

应急程序保障工作组的人员分布在两个院区各急诊科室现场，

在切换期间对应急程序使用做指导，反馈现场情况，同时负责业

务系统的验证和系统可用反馈。演练期间，应急程序共完成 9 位

患者多笔收费和挂号业务。 

HIS 业务恢复后，立即利用桌面管理系统向医院所有工作站

电脑推送演练完成、系统恢复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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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体演练时长短于预期，用时 50分钟，期间各诊区均有患者

就诊，未因应急演练而造成大的拥堵和排队，就诊环境井然有序。 

 

医生使用应急程序录医嘱打单据 

 

收费员使用应急程序扫码收费 

六、“影评”：对演练的经验总结 

我们这次信息系统应急演练总体是成功的，但也有一些遗憾，

为下次演练或实战积累了宝贵的实践经验。总结了几点心得体会



15 

 

与大家分享： 

显而易见：信息系统应急演练不同于其他医疗演练，只有在

真实环境下的历练才能有真正意义； 

记忆深刻：在此次应急演练准备会上，多部门均拿出了自己

专业内较有实操性的应急方案，并对半年前演练中的经验如数家

珍，因此保证一定频率的演练能够加深用户的记忆，减少对信息

系统故障的恐惧； 

一丝不苟：为减少对临床诊疗工作的影响，我们特意把演练

时间窗设定在夜间，直接参与者不多，然而在整个准备过程中，

全体人员都相当认真，反复熟悉应急预案，充足准备应急用品，

开展应急培训，把演练当真练，达到了一定的普及性演练效果； 

迭代改进：上一次 HIS 主备切换演练中，没有达到自动切换

的效果，之后我们修复了系统缺陷，通过这次的演练得以验证，

所以，演练推动了信息系统的逐渐健壮。 

收获满满：通过演练我们能够熟悉流程、发现问题、克服困

难。只有经历多次演练、多次实操的磨炼，蓄积经验，才能在真

正遇到故障时从容应对，泰然处之； 

仍有遗憾：在演练中会有很多问题暴露出来，演练后我们都

会及时总结和复盘经验与教训，修补系统缺憾，优化程序不足，

力求将演练的效益达到极致。 

衷心感谢：信息系统应急演练虽然主要是技术工作，但需要

全院的支持和配合。信息中心团队都十分珍惜这次难得而短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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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练时间，也特别感谢院领导和各部门的全力支持。 

夜深了，中秋的凌晨，不但没有月亮，反而下起了雨，参加

演练的人员逐渐离开了，但仍有一些人员仍然在查找问题……  

3.标题：北京市家庭医师累计签约 740 万人 总签约率 35% 

  媒体：中国数字医学  2019-09-21 

  链接：https://mp.weixin.qq.com/s/RI2xa-_aQnLM4sm8B7QoZQ  

主要内容： 

“大侄子，我又来看你了！”前两天，一位年过八旬的老太太

来到大兴区亦庄医院，她径直走向外科诊室，一见到王华峰大夫

就乐了。王大夫也立刻起身把老人迎了进去，嘘寒问暖。旁边不

了解情况的病人一头雾水，然而诊室里的医生们却都知道这温馨

一幕背后的缘由。其实，这位老太太姓徐，并不是王大夫的亲戚，

而是一名患者。当天，徐阿姨是从位于北三环的家中坐了 3 个小

时的公交，特意来“看望”王大夫的。在徐阿姨和王大夫之间，

有一段持续 12 年的“医患情”。 

信任患者叫医生“大侄子” 

把时间拨回到 12 年前。那时已经 70 岁的徐阿姨住在亦庄，

因为受到脊柱畸形、颈椎病等困扰，老人情绪低落。徐阿姨无奈

之下来到亦庄医院外科就诊，当时接诊的正是外科大夫王华峰。

徐阿姨第一次来就诊的时候，颈部僵硬，仰头、低头都有些困难，

偶尔还会头晕目眩、头痛难忍。“这是典型的颈椎病的症状。”王

大夫根据自己从医多年的经验，采取综合治疗措施，不仅为徐阿

https://mp.weixin.qq.com/s/RI2xa-_aQnLM4sm8B7QoZ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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姨开了特效药，还搭配按摩和理疗仪。经过十来天的诊治，徐阿

姨的病痛明显缓解。治病期间，王大夫还开导老人要学会与慢性

病和谐相处。正是第一次看病的经历，让老人和王大夫之间建立

起了信任。后来，一次次悉心的诊治、一句句认真的叮嘱，日渐

拉近了医患之间的距离。再后来，因为儿子出国定居，老两口得

搬回北三环居住。搬家前，徐阿姨还专门跑来医院与王大夫告别。

王大夫得知情况后，放心不下两位独自居住的老人，便与老人互

留了联系方式。 

从此，王大夫心中便多了一份牵挂。无论多忙，王大夫都会

抽时间致电两位老人，询问他们的身体状况，叮嘱注意事项。老

两口也会经常打电话，向王大夫咨询治疗方式，寻求用药指导。

这电话一打就是 12 年。十多年间，致电目的逐渐从回访与咨询，

变成了唠家常。老两口更是亲切地称呼王大夫为“大侄子”。在电

话沟通之余，徐阿姨还时不时地来医院“看望”王大夫。于是，

便有了开头的一幕。 

 “一个大夫跟咱 12 年，哪家医院能做到？”在诊室外，已

经 82岁的徐阿姨告诉记者，自己的身体状况，王大夫比亲儿子知

道的都清楚，“连孩子都说，把我的健康交给王大夫，全家放心。”

王大夫也告诉记者，之所以能有这段持续 12 年的“医患情”，正

是因为他和徐阿姨之间建立起了深厚的信任。而这信任，与时间

的积累有关，也离不开医生与患者的充分沟通。后来，医院推出

了家庭医生签约机制，王大夫正式成了徐阿姨家的家庭医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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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病就像“串门”一样自在 

记者了解到，像徐阿姨这样的并不是个例。截至目前，亦庄

区域已有 4 万余人签约了亦庄医院的大夫。亦庄医院是镇一级医

院，也叫亦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别看级别不高，可因为亦庄开

发区范围内大医院不多，亦庄医院要承担 22万人的医疗健康服务，

每一天的门诊量都在 1000 人次以上。虽然门诊量较大，但医院内

却井井有条。一大早，患者们陆续到来，陈宝军院长介绍，这当

中的三分之二都是签约患者，和自己的家庭医生都是“老熟人”

了。 

除了熟悉医院环境，和增进医患之间的互相了解，家庭医生

签约机制还有意想不到的收获。以徐阿姨为例，常来医院“看望”

王大夫，也让她结交了不少新朋友，其中不少也是王大夫的签约

患者，家住贵园北里的李阿姨就是其中之一。徐阿姨每次来亦庄

医院，都要喊上李阿姨，让王大夫一起为二人检查检查，“像我们

这么大岁数的人，一提到去医院，应该是紧张，可我不是，就像

是去亲戚家串门一样轻松自在。” 

李阿姨告诉记者，自己有二十多年的糖尿病史，以前都是去

三甲医院看，2016 年与王大夫签约之后，“王大夫一直跟了 3 年

多，现在我血糖基本接近正常人了，糖尿病造成的眼部病变也稳

定了下来。” 

签约一按软件轻松“绑定” 

签约患者有 4 万人，但医院内仅有 13个家庭医生团队。亦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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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院是如何能够接得住这么多居民前来就诊？又如何准确记录大

家的健康信息呢？这其中少不了各种智慧医疗设施的帮助。 

今天上午，64 岁的居民崔大叔走进全科门诊候诊室，没有急

着去找签约大夫，而是先来到楼北侧的健康自测区，熟练地查起

了血压、血糖，还掏出圆珠笔，把数据记在了小本上，“这都是大

夫告诉咱的经验，一会儿就不查了，也给大夫省省时间。”等他查

完血压血糖，刚在座椅上不到 5 分钟，分诊台的大屏幕就响起了

叫号声，让他到安大夫的诊室就诊。出门前，崔大叔就已经通过

“健康大兴”手机 APP 系统里预约了就诊时间。 

徐阿姨也说，这个 APP 上线前，她每次来之前都要和王大夫

反复确认。可毕竟年岁大了记忆力不好，有好几次自己记错了时

间扑了空，又不得不坐 3 小时公交赶回北三环。“有了 APP，我只

要一想来看王大夫，就在上面查一下他哪天出诊，太方便了。”记

者体验发现，这款 APP 扫码下载并实名注册后，可分别根据居民

需求按医院、科室预约未来一周号源，预约成功后还会收到就诊

时间提醒。在应用里的家庭签约模块，居民可一键签约家庭医生，

并可开展自我健康管理。通过 APP，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医生也

可以完成对患者的签约、随访、建档以及对患者的健康评估等多

项服务。区卫生健康委党委书记、主任李爱芳介绍说，今后还将

不断完善 APP 的服务功能。 

故事一通电话“发现”癌症 

除了在“健康大兴”APP 上与患者互动，亦庄医院还为签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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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民发放了家庭医生团队名片。病患只要有需求，拨通电话，医

生就能根据患者描述，给出合理的初步解决意见。除了电话沟通

病情，13 个家庭医生团队还会根据每一位居民自身的健康状况，

有针对性地推送健康指导短信。 

“多亏了家庭医生，我家老爷子保住了命，现在已经康复了。”

几个月前自己父亲的一次患病经历，至今仍让居民刘鼎琦对医生

连连道谢，“当时专家都说了，家庭医生很专业，晚来几天，老人

可能就不在了。”今年夏天，刘先生一家外出聚餐，回到家已是深

夜。70 岁的老父亲感到腹部疼痛，像是吃坏了东西一样。刘先生

拨通了家庭医生王大夫的电话，通过家人的电话描述，经验丰富

的王大夫作出了初步诊断：“左中腹部有拳头大小的包块，病情可

能很严重，事不宜迟，赶快送三甲医院。”听了家庭医生的建议，

刘先生连夜带着父亲前往 301 医院。最终，通过 B 超、血常规等

一系列检测，发现老人患的是淋巴癌。确诊之后，又经过了持续

数月的放化疗，老人才终于转危为安。 

数据服务满意度提高了 

亦庄医院院长陈宝军告诉记者，与医院医生签约的居民并不

是被动地接受家庭医生服务，也可以根据自己的看病体验，对医

院提出合理的改进建议。从今年起，医院院长、主管副院长都要

定期电话回访签约居民，做到心中有数，居民的评价，将直接影

响到医生的年终考核。 

目前，这项创新措施已经在体检环节初见成效。过去，辖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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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几千名 65 岁以上的老人，都要分批次和年轻人挤在一起排队，

体检要求不能吃早饭，这让不少老人感觉“吃不消”。通过电话回

访，亦庄医院了解到老人的诉求，在开设老年人体检专区的同时，

还把体检开始时间调整到了早晨 7 时 30 分，并准备了小零食和糖

块。再次回访时，大家因为体检抱怨的少了，为医院竖大拇指的

多了。医院还联合亦庄镇，每个月都为镇上的居民发放免费的《健

康生活手册》，让国内知名专家指导居民的健康生活。不少居民都

说，这本小册子已经成了“枕边读物”。 

不只亦庄如此，到明年，重点人群都将有家庭医生签约服务。

一项来自北京市卫生健康委的数据显示，目前北京市共有家庭医

生 6378 人。截至目前，全市家庭医师累计签约 740 万人，总签约

率 35%。到 2020年，全市重点人群都有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各区

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全部实现家庭医生团队服务接诊新流程。 

得益于“家庭医生签约”机制，患者在三级医院看病难的问

题得到了一定程度的缓解。全市基层医生的诊疗率平均增长了 30%，

年诊疗人次净增 1000 万，而三级医院诊疗工作量下降了 7%，二

级医院下降了 2%。 

伴随着看病难的缓解，患者的满意度也在上升。记者获悉，

全市社区卫生公共服务满意度整体水平持续处于高位，连续居于

全市十大服务行业满意度测评首位。根据北京市统计局发布的调

查数据，今年家庭医生签约服务满意度整体比上年提高 8.3 个百

分点，其中 58.6%表示非常满意，31.3%表示比较满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