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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卫生健康大数据与政策研究中心 2023年 2 月 28 日

本期导语：

本期周报共收集 4 篇卫生信息化相关信息，时间从 2023 年 2

月 1日到 2023 年 2月 28 日，监测范围包括全国主流媒体及政府网

站等。

一、信息目录

1. 《发展数智中医，赋能中医药产业》分享会在京召开

（环球网）

2. AI+医疗正逐步成真？

（中国经济网）

3. 李谭伟：数据赋能医共体建设蝶变跃升 | 2023 未来健康论坛

（京报网）

4. “互联网+中医医疗”调研与评估项目中期会圆满落幕

（北晚在线）

二、具体内容

1.标题：《发展数智中医，赋能中医药产业》分享会在京召开

来源：环球网

链接：https://3w.huanqiu.com/a/c36dc8/4BgXGd7kfwa



主要内容：

《发展数智中医，赋能中医药产业》分享会在京召开

2023-2-13 来源：环球网

2 月 11 日，由名医在线主办的《发展数智中医，赋能中医药产

业》为主题的座谈分享会在京召开。本次分享会上，名医在线推出了

线下中医馆新锐品牌—名太医数智中医馆。

名医在线创始人兼董事长 谭增辉

近几年来，随着全球新冠肺炎疫情的爆发，“互联网+医疗”展现

了空前蓬勃的发展态势。在数字政府建设的大背景下，全民健康信息

化建设将更加注重融合创新，提升数据赋能效率。名医在线创始人兼

董事长谭增辉表示，“名医在线自 2013 年创办以来，一直专注于为医

疗健康全产业链提供数字化、智能化的解决方案，希望通过打造智能

化健康服务平台来帮助更多的患者解决‘看病易、看病准、看病省’的

就医问题。公司将从信息化平台建设、数智中医馆的落地等多维度持

续对医疗产业进行赋能，为患者提供精准科普、精准医疗服务，推动

健康中国事业的发展。”



名医在线战略副总裁 赵哲

分享会现场，名医在线的战略副总裁赵哲详细介绍了“名太医”数

智中医馆的运营模式及全球化发展趋势。他表示，“名太医的落地是

公司创新发展现代中医馆、创建数字化和智能化中医馆的重要载体，

是在传统中医馆的服务模式下，加持‘在线诊疗+智能诊断辅助+道地

药材+健康科普+名医专家’五大服务的创新整合，为患者提供‘新中医、

新体验、新服务’的五位一体的新中医服务模式。”

据了解，名医在线致力于帮助更多的药企合作方全面推进中医药

全球化发展。利用海内、外互联网平台优势，为患者提供超过 30 万

部的科普短视频、超过 5000 万条的科普问答和文章，未来，将不断

制作优化适合在全球本土化传播的科普内容，来推动中医药文化走向

世界，同时，也能够满足不同地域患者找医生、找专家、查疾病、搜

症状、看直播等查阅和学习需求。

医疗产业是筑牢民生底线的重要基石，数字经济对促进医疗产业

提高效率、医疗资源合理分布有着重要作用。大力发展数字医疗产业

在服务民生、产业升级中可产生多重价值。赵哲表示，在未来通过“互

联网+医疗”的形式，充分整合业务资源，调动海内外团体机构、专家



学者、医师资源，加强学术交流、信息交流、成果交流，促进中医药

文化的传承、创新和发展，推动好中医药的国际传播与发展，造福百

姓。

5. 标题：AI+医疗正逐步成真？

来源：中国经济网

链接：

http://www.ce.cn/cysc/yy/hydt/202302/16/t20230216_38395979.

shtml

主要内容：

【优秀提案展示】农工党安徽省委：运用智慧医疗 做好健康扶

贫

2023-2-16 来源 中国经济网

据中证网 2月 14日消息，百度表示已完成对全球领先一站式医

疗信息化数据提供商 GBI的并购，以此开启“AI+医疗大数据智能化

全链条洞察”的新纪元。众成医械 2月 9日消息显示，GE医疗已签

署协议，收购支持 AI的超声引导软件制造商 Caption Health。

这些消息再次提示人们，人工智能对医疗行业各环节的参与正逐

步深化。第一财经报道显示，知名市场调研公司 ReportLinker针对全

球医疗保健 AI市场的最新年度报告预测，全球医疗保健 AI市场规模

将从 2023年的 146亿美元增长到 2028年的 1027亿美元，期间复合

年增长率为 47.6%。



人工智能技术方面，近一段时间，由 OpenAI发布的对话式大型

语言模型 ChatGPT讨论度急剧提升。对于这一被认为是现象级的应

用，2月 13日，北京市经济和信息化局在北京人工智能产业创新发

展大会上正式发布的《2022年北京人工智能产业发展白皮书》（以

下简称“白皮书”）指出，全面夯实人工智能产业发展底座，支持头

部企业打造对标 ChatGPT的大模型，着力构建开源框架和通用大模

型的应用生态。加强人工智能算力基础设施布局。加速人工智能基础

数据供给。据了解，ChatGPT发布后，包括百度、科大讯飞、京东等

在内的多家企业纷纷公布自己在 AI领域的布局。2月 7日，百度官

宣其大模型新项目文心一言（英文名 ERNIE Bot）将推出。拥有海量

药械数据的 GBI与文心一言的结合被认为将在医疗商业方案服务领

域带来相应的影响力。

据了解，虽然热度较高，但 AIGC和 ChatGPT等人工智能技术

目前在医疗行业尚未有成熟应用，其用于未来单病种全程管理、智能

随访，慢病管理中承担拟真医生、拟真护士等的可能性正在被讨论。

3.标题：李谭伟：数据赋能医共体建设蝶变跃升 | 2023 未来健

康论坛

来源：京报网

链接：

https://news.bjd.com.cn/2023/02/20/10343102.shtml

主要内容：

李谭伟：数据赋能医共体建设蝶变跃升 | 2023 未来健康论坛



2023-2-17 来源：京报网

2 月 17 日,杭州市余杭区委组织部(人才办)、杭州未来科技城

(海创园)管委会、《麻省理工科技评论》中国、CB Insights 中国主

办,DeepTech协办的“2023 未来健康论坛”在杭举行,中共杭州市委

常委、余杭区委书记刘颖等领导出席。

中共杭州市委常委、余杭区委书记刘颖在开幕式上致辞

作为国内云原生医疗信息化中坚力量,华卓科技 CEO李谭伟受邀

出席,并作了题为《医共体大数据平台和信息化建设思考》的主题演

讲,与数字医疗领域各界代表共同探讨医疗健康产业的数字化协作之

道。

华卓科技 CEO李谭伟演讲分享



李谭伟在演讲中表示,政策评审需求增加、服务场景转移、新兴

技术普及等一系列变迁催逼着医院信息化不断升级。

在技术层面,随着人工智能等前沿技术赋能医疗的成果频现,医疗

服务模式正在被重塑,医院的未来也在不断变化。他以爆火的ChatGPT

为例,印证了 AI技术在医疗健康领域应用的巨大潜力。

华卓科技 CEO李谭伟与 ChatGPT对话截图

在人工智能赛道,华卓也在不断探索新技术在医疗健康领域的应

用前景,例如华卓 AI团队自主研发的电子病历命名实体识别技术,有

效提升医护人员的工作效率,该技术已成功应用于树兰医院临床科研

数据分析平台。



临床科研数据分析平台示意图

技术从“用”到“智”需要时间。李谭伟表示,未来在需求升级

与技术发展的双重驱动下,华卓会持续挖掘数据价值,基于医护人员临

床工作痛点、医院患者服务、运营管理、科研项目管理等需求,提供

全方位、数智化的解决方案。

此外,随着医院数字化建设如火如荼,区域医疗数字化建设也逐渐

成为行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课题,华卓结合以往项目建设经验,针对医

共(联)体、医疗集团提出“三个一”解决方案,助力打破医疗体系桎梏,

促进区域医疗资源优化配置、动态互补。

“三个一”解决方案:

一朵区域医疗混合云

即区域内医疗机构共用一个云计算机房,不再重复建设机房和搭

建系统运行环境;

一套云原生架构医疗信息化系统

即使用一套医院基础业务系统,减少各家医疗机构重复投入。同

时,它能够兼顾公有云的便捷性、经济性以及私有云的安全性,既满足



了医院对某些业务数据的安全及隐私需求,同时也支撑了医院的存储

和计算资源弹性扩容的长远发展需求;

一个区域健康大数据平台

即汇聚区域内全人全程的医疗健康数据,形成一个标准统一、规

范共享的医疗健康大数据平台,各家医院和机构数据能够更好地规范

和管理,患者能够跨机构接受各类医疗服务。

李谭伟表示,华卓为区域客户提供数据、软件等相关服务,不再是

单纯“大包大揽、独家占据”的模式,也不再是一次性买卖系统,而变

成一种持续的系统租用服务,医院有权选择享受或终止服务,且终身迭

代,医院不再被一众软件厂商所绑架。

他还指出,随着医疗信息化发展分工细化、技术日趋复杂,医疗生

态发展需要各细分领域的创新企业携手共进,将医疗产品集成起来形

成医疗开放平台,这样既能促进医疗产业生态链跨越式发展,也能为行

业客户提供更加多元、开放的服务。

华卓在云计算架构的基础上,依托医疗应用数据,将整个医疗机构

的应用场景、患者使用场景集成起来,最终形成一个医疗版的“App

Store”——软件应用市场,为不同医疗机构、区域医疗客户提供智能

化的服务。



华卓科技 CEO李谭伟与媒体记者畅谈未来医疗新模式

会后,李谭伟在接受Deeptech记者采访时表示,未来华卓希望厚植

创新沃土,广交医疗生态合作伙伴,携手共探医疗数字化更多的可能性。

4.标题：“互联网+中医医疗”调研与评估项目中期会圆满落

幕

来源：北晚在线

链接：

https://www.takefoto.cn/news/2023/02/21/10344296.shtml

主要内容：

“互联网+中医医疗”调研与评估项目中期会圆满落幕

2023-2-21 来源：北晚在线

2023年 2月 19日,由京东健康同中华中医药学会、中国初级卫生

保健基金会合理用药公益基金联合发起的“互联网+中医医疗”调研

与评估项目中期总结会在北京以线上线下结合的方式召开。

https://www.takefoto.cn/news/2023/02/21/10344296.shtml


北京中医药大学王琦教授介绍与会嘉宾并主持致辞环节,国家卫

生健康委员会医政司领导,中华中医药学会秘书长王国辰,全国名中医、

北京中医药大学首席专家高思华教授进行了开场致辞。

各位致辞嘉宾表示:在抗击新冠疫情中,中医药发挥的作用得到了

凸显,互联网+中医得到了很好的发展;互联网医疗在健康中国中发挥

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将中医药与现代技术相结合,对于充分发挥其独特

优势和作用,为维护人民健康提供有力保障。希望课题组可以总结存

在的困难及改进措施,结合中医药的特点,顺应人民群众对中医药服务

的期待,进一步推动“互联网+中医医疗”应用场景的多元化发展。通

过本次会议,希望专家们对课题提出宝贵意见,为下一步如何提供更好

的服务,满足百姓对医疗健康的需求提供建议。

中华中医药学会 王国辰副会长兼秘书长

全国名中医 北京中医药大学首席专家高思华

随后,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李秋艳副书记就“医疗机构信息

化建设与管理”进行了主题分享。李秋艳副书记从西苑医院研究型医

院的特点出发,详细介绍了以治未病思想建设医院网络安全中心,以急



则治其标的理念建设西苑医院互联网中医院,以数智融合的方式进行

医院数据中心的建设。

在报告环节分别由中国初级卫生保健基金会合理用药公益基金

主委史录文、复旦大学附属儿科医院(国家儿童医学中心)副院长翟晓

文、陕西中医药大学第二附属医院儿童医院院长张国成主持,武汉大

学医院管理研究所林丽开教授、田杨研究员分别就中国“互联网+中

医医疗”调研与评估项目进展概况、项目中期汇报同与会专家进行了

报告。山东省淄博市妇幼保健院总会计师许波就淄博市妇幼保健院

“线上线下相结合的中医融合妇幼保健新模式”同与会专家进行了汇

报和探讨。

中国中医科学院眼科医院副院长谢立科和南京医科大学附属苏

州科技城医院院长连斌共同主持讨论,嘉兴市第一医院院长姚明、西

安市临潼区中医院院长童嘉龙、重庆市永川区中医院院长毛得宏、北

京中医药大学第三附属医院互联网诊疗办公室主任孙慧媛、兰州大学

第一医院医务处副处长、河南大学淮河医院医务科科长秦林芳、京东

健康中医院院长李希牧等讨论嘉宾同会议各环节主持人就互联网+中

医医疗发展方向、课题如何从模式、管理、服务等方面进行细颗粒度

挖掘等方向进行了深入探讨,并提出宝贵意见。



与会嘉宾合影

中国“互联网+中医医疗”调研与评估项目,由中华中医药学会、

中国初级卫生保健基金会合理用药公益基金、京东健康共同发起,武

汉大学医院管理研究所、中华中医药学会医院管理分会主办,旨在掌

握和了解当前我国“互联网+中医医疗”的发展现状,评估其发展规模、

模式和趋势与大健康、社会、经济等方面发展需求的适应性,总结优

秀经验,同时分析和发现其面临的主要问题和挑战,为综合医院中医科

室建设、我国“互联网+中医医疗”的科学、规范、快速发展提供依

据。

作为项目发起方之一的京东健康是京东集团旗下专注于医疗健

康业务的子集团。业务范围涉及了健康商品营销与销售、医疗健康服

务、数字健康解决方案、智慧医疗解决方案等领域,同时与产业链上

中下游各环节的企业、机构进行合作,以打造更加完整的大健康生态

体系。自 2020年 6月京东健康中医院上线以来,已汇聚了包括石学敏

等 7位国医大师、9位国家级名老中医领衔的超万名中医科医生入驻,

组成了强大的中医阵容,为患者和用户提供在线问诊、复诊续方、团

队会诊等服务。



未来,京东健康中医院希望依托技术和供应链能力,通过本项目,

积极践行中医药十四五发展规划,助力中医药服务体系健全发展,为国

民健康福祉奋力前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