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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卫生信息化舆情监测周报

（第三二二期）

北京市卫生计生委信息中心 2019 年 4 月 26 日

本期导语：

本期周报共收集 5 篇卫生信息化相关信息，时间从 2019 年 4 月

22 日到 2019 年 4 月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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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互联网+医疗”为市民健康提供精细化服务（新华网）

2、定西市稳步推进“互联网+医疗健康”（甘肃日报）

3、全国首家残联系统人工智能残疾人康复训练中心落户西安（中

国新闻网）

4、“互联网+医疗”助力全民健康（慈善公益报）

5、中医 5G 时代来了 江苏省中医院将打造 5G智慧医疗中心（江

苏省中医院）

二、具体内容

1. 标题：上海：“互联网+医疗”为市民健康提供精细化服务

媒体: 新华网

链接：http://sh.xinhuanet.com/2019-04/24/c_138002247.htm

主要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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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网上海 4 月 24 日电（仇逸 吴一航）随着市民对医疗健康

服务的需求不断增加，如何规范医疗机构的医疗行为，提高健康服务

水平？23日，上海市卫生健康委员会主任邬惊雷在做客“2019 上海

民生访谈”中表示，上海将在“互联网+医疗”方面有进一步探索和

尝试，利用信息数据化的支撑为市民健康提供精细化服务。

据了解，上海市共有 5000 多所医疗机构，但面对全市 2000 多万

人口和外地患者健康服务需求，压力依然巨大。随着互联网及信息技

术的发展，上海卫生健康信息中心通过搭建“1+1+1”“健康云”“智

慧健康小屋”等信息网络平台，将全市医疗机构集结在一起，不仅可

以起到监管作用，更能为市民提供便捷服务。

通过“1+1+1”医疗机构组合签约，即市民选择 1 家三级医院、1

家二级医院、1家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签约居民可通过家庭医生转诊

至上级医院，得到及时有效的治疗。为进一步促进健康服务下沉，上

海二、三级医院针对社区推行“两个 50%”，即包括知名专家在内的

门诊预约号源 50%、预约开放前的 50%时段，优先向家庭医生和签约

居民开放。

“通过信息网络平台，我们不仅可以进行监管，而且还能对全市

不同医院诊疗相关疾病的数据及治疗方式进行比较，从而进行优化管

理。”邬惊雷说，截至目前，“健康云”已经有 376 万注册用户，通

过相关认证后，平台将会把市民既往的就诊信息、诊断结果以及治疗

方式上传至云端，在不同医院就诊时，医生可以根据市民的“健康云”

信息快速诊断。同时，“健康云”服务在后续的延伸和拓展方面，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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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把社会普遍关注的疫苗接种管理纳入其中。

邬惊雷介绍，今年上海市政府提出“80 个智慧健康小屋”建设

项目、促进市民关注自己身体健康状况。在智慧健康小屋里，市民通

过手机号或者是身份证、社保卡登录以后可以实现一系列的测量，包

括身高、体重、体温、血压，还可以进行心电、血氧等测量。检测结

果将同步发送至“健康云”，家庭医生也会根据“健康云”上的信息

实时监测市民身体情况，一旦出现不好的苗头就会及时提醒。

养老问题一直是人们关注的热点话题，作为国内人口老龄化程度

最高的城市之一，上海正通过“互联网+养老”等创新举措，来化解

城市养老难题。

邬惊雷透露，根据国家卫健委发布的“互联网+护理服务”试点

工作通知，上海市卫健委已经基本拟好了试点实施方案，预计今年上

半年将会在一些区域先行试点并逐步推广。试点工作主要是指医疗机

构利用在本机构注册的护士，依托互联网等信息技术，以“线上申请、

线下服务”的模式为主，为出院患者或罹患疾病且行动不便的特殊人

群提供护理服务，帮助解决老年人特别是失能、半失能老人的医疗护

理需求。

在“长护险”及“医养结合”方面，上海也正在开展一系列积极

探索。“‘长护险’从设立推广到现在，我们对社区卫生主体进行评

估和等级评定，并且根据等级进行相应的长护险补贴。‘医养结合’

是在老年人照护方面通过其他项目支撑来进行的。比如大肠癌的免费

筛查，早发现早处理，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老年人的生活品质，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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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老年人的欢迎。”邬惊雷说。

访谈现场，邬惊雷还对市民提出的“如何缓解三甲医院拥挤”“儿

科医生数量不足”等问题作出了回应。

邬惊雷表示，首先，通过医联体建设，推进医疗资源下沉，提升

区级医疗中心的服务能力，增强市民对区级医疗中心的信任。其次，

通过医联体的方式，将数个儿科医院联动起来，推动医生在不同岗位

的轮转。第三，加大儿科医生在医学院校培养的力度，增加儿科床位，

进一步提升儿科医疗健康服务品质。

访谈最后，邬惊雷强调，目前医疗机构众多，信息鱼龙混杂，上

海市卫生行政部门专门建设了“搜医网”来为市民提供权威的医疗机

构及诊疗项目等信息，希望通过一系列“精细化”服务可以让市民的

选择更加放心、更具针对性。

“2019 上海民生访谈”由中国经济信息社、上海人民广播电台、

阿基米德 FM主办。17 个上海市委办局主要领导将走进直播室，直面

听众，关注民生，聚焦责任。

[责任编辑: 吴恺 ]

2.标题：定西市稳步推进“互联网+医疗健康”

媒体：甘肃日报

链接：http://www.gs.xinhuanet.com/dfwq/dingxi/2019-04/24/c_1124410821.htm

主要内容：

近期，甘肃省居民电子健康卡定西市首发仪式在临洮县中医院举

行。目前，该市二级及以上医院有 4 个基本完成电子卡调试，14 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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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院正在进行系统接口改造，全市将于年内正式进入“多卡合一、脱

卡就诊、一码用”电子健康卡便民就诊时代。此外，定西市还组建全

民健康信息化建设服务团队，为全市各级医疗卫生机构推进信息化工

作保驾护航。

近年来，定西市深入贯彻落实国家和省级关于促进“互联网+医

疗健康”发展的工作要求，坚持以群众健康为中心和便民惠民的原则，

建设全民健康信息平台，实现基层医疗卫生信息管理一体化，创新启

用居民电子健康卡，推进远程医疗服务，实现全市医疗健康信息互通

共享，提高了医院管理和便民服务水平，为健康定西建设提供了坚实

的保障和支撑。

截至 2019 年 1 月底，定西市 19家二级及以上医院、8家妇幼保

健机构、165 家乡镇卫生院（社区服务中心）、1944 个村卫生室及

10 个民营医院已通过甘肃省卫生信息专网完成与市、县全民健康信

息平台的对接及数据上传工作，实现了省、市、县三级平台的数据共

享、互联互通。（宋亚萍 强华）

3.标题：全国首家残联系统人工智能残疾人康复训练中心落户西

安

媒体：中国新闻网

链接：http://www.chinanews.com/jk/2019/04-25/8820285.shtml

主要内容：

中新网西安 4月 25 日电 (记者 张一辰)“我们将把人工智能康

复机器人训练中心和就业培训基地建设成为展示残疾人精准康复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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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工作和就业培训工作的创新品牌，营造全社会关心残疾人康复和就

业的良好氛围。”西安市碑林区残疾人联合会理事长马红绪表示。

4 月 25 日，以“人工智能·开启康复新时代”为主题的碑林区

残联人工智能康复机器人训练中心及就业培训基地揭牌仪式在西安

举办，通过借助人工智能康复训练设备，将为更多肢体残疾人提供更

加精准高效的康复服务。

近年来，人工智能技术在中国得到快速发展，并逐渐渗透到社会

各行各业当中，其中，康复医疗产业也因智能传感器技术、云计算技

术、人机交互技术等出现而驶入发展的“快车道”。

记者在人工智能康复机器人训练中心看到，几名残疾人正在治疗

师的指导下进行训练。五年前一场大病令家住西安东郊的梁浩(化名)

无法正常行走，如今，他正在“下肢康复训练机器人”的帮助下，缓

慢练习走路。他告诉记者，原本以为康复无望，但经过训练治疗，如

今自己可以一个人上下台阶，一个人出门，不用再借助外力，希望以

后能够如正常人一样行走。

据介绍，该中心设有下肢人工智能康复机器人、上肢反馈康复训

练系统、等速肌力训练评估系统、减重步态训练器、四肢联动康复训

练仪、自发电楼梯机等多种康复训练设备可供肢体残疾人进行康复训

练。

马红绪表示，碑林区残联人工智能康复机器人训练中心是全国残

联系统下首家人工智能训练中心，中心将坚持应用人工智能、云平台

等现代技术，打造国内残疾人人工智能康复品牌。同时，就业培训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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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将依托该平台的资源优势和技术优势，为残疾人提供更多培训机会

和就业机会。(完)

4.标题：“互联网+医疗”助力全民健康

媒体：慈善公益报

链接：http://www.xinhuanet.com/gongyi/2019-04/25/c_138008014.htm

主要内容：

近年来，随着国家加大对基层卫生事业的投入和远程医疗体系的

拓展，“互联网+医疗”惠及越来越多的群众。发展“互联网+医疗健

康”、加快建设远程医疗服务体系，是解决近 14亿人口大国“看病

难”问题的重要一招。利用信息化手段，积极解决老百姓看病就医的

“痛点”和“堵点”问题，“互联网+医疗”有助于实现让信息多跑

路、让群众少跑腿，更方便人们看病就医，有效提升人民群众的幸福

感、获得感。

远程医疗缓解群众“看病难”

去年 9月，《互联网诊疗管理办法（试行）》等 3 份互联网医疗

领域文件发布实施，互联网诊疗行为得到进一步规范。目前，全国所

有的三甲医院都开展了远程医疗服务，并覆盖所有贫困县县医院。远

程医疗服务向基层延伸，提升了基层医院的医疗水平，医院诊疗更智

慧，患者就医更便捷。

云南省由于地理及社会经济发展等因素，有的县级医院还不具备

疑难病诊治能力，医疗信息化建设的推进势在必行。为此，云南启动

了远程医疗项目建设。据云南省卫健委相关负责人介绍，远程医疗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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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通项目运行以来，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基层医院诊断的准确率。目

前，远程医疗已覆盖全省 16 个州市、129 个县市区的 204 家医疗机

构，部分县区已实现“乡乡通”。全省已累计完成 219 万例远程医疗

服务，共为患者节约医疗支出 25.89 亿元，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群众“看

病难、看病远、看病贵”问题。

此外，云南首创的县域智慧医疗医共体平台也在广西百色市田阳

县上线使用，并将逐步在文山广南县、大理巍山县、德宏、昭通等地

上线。该平台让老百姓在乡村医院即可享受影像检查、化验检验、物

理诊断、专家会诊等远程医疗服务，通过“互联网+医疗”模式，打

通县、乡、村三级医疗资源信息共享壁垒，从根本上解决看病难看病

贵、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数据统计等诸多问题，为贫困人口提供健康

教育、疾病预防、慢病管理、分级诊疗、康复指导等全方位、全周期

的卫生健康服务。

人工智能促进医疗服务

互联网进入医疗领域方兴未艾，目前远程医疗技术普及推广较

快，与此同时，便民惠民的服务措施与人工智能也发挥着不可或缺的

作用。今年两会上，“人工智能”第三年出现在政府工作报告中：“要

深化大数据、人工智能等研发应用，培育新一代信息技术、高端装备、

生物医药等新兴产业集群，壮大数字经济。”

4 月 18 日，湖南省岳阳市妇幼保健院自助挂号缴费、诊间支付、

护理监控等一系列智慧医疗系统正式上线使用，标志着覆盖诊前、诊

中、诊后的线上线下一体化医疗服务模式初具规模。其中，为解决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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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排队难、就医难的问题，该院上线运行了自助挂号缴费系统，在自

助一体机上实现了自助办卡、挂号、缴费及检验报告查询等功能。诊

间支付系统与自助挂号缴费系统同步运行，实现了医疗卡、身份证、

社保卡、银行卡四卡合一的就诊功能，在诊室就能对医师开具的处方

进行扫码支付，大大缩短排队交费的等待时间。此外，为了保障妇女

儿童的生命安全，岳阳市妇幼保健院搭建了孕产妇保健系统、营养门

诊系统、数字化急救平台、远程胎心音监测系统、危急值报告系统等

一系列先进的信息化平台。

“日用产品买不到”的情况在医院很常见，产科及其他科室都遇

到过类似情况。人工智能设备除了解决患者排队难等问题，安徽省阜

阳妇女儿童医院科室门口位置投放了医柜医疗自助售货机，在该售货

机里面有刚出生宝宝穿的新生儿服，产后产妇使用的弹力网裤，剖腹

产、顺产腹带，新生儿及产妇创口贴……患者通过手机支付购买，第

一时间可以买到急需、刚需的产品。这样就避免了患者买不到产品或

买到不安全产品的隐患。同时，医柜医疗自助售货机设有实时远程监

控系统，补货人员能随时查看货品信息，及时补货，避免患者买不到

急需商品。医柜医疗自助售货机为大家提供了便捷，在时间上也满足

了患者的需求。（ 记者 郭诗锦）

5.标题：中医 5G 时代来了 江苏省中医院将打造 5G 智慧医疗中

心

媒体：江苏省中医院

链接：http://www.js.xinhuanet.com/2019-04/26/c_1124420293.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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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内容：

4月 25 日下午，江苏省中医院党委书记方祝元与中国移动通信

集团江苏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关懿珉正式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共同打造

全国中医系统（江苏）首个 5G 智慧医疗中心。双方将结合各自行业

优势，积极探索 5G 智慧医疗领域创新性应用，共同推进远程医疗、

区域合作、智慧就医、智慧物联、人工智能与医疗信息化建设，努力

将江苏省中医院建设成为全国中医系统（江苏）首个 5G+中医智慧医

疗的标杆。

5G是第五代移动通信技术的简称，不仅是 4G的简单延伸，也是

真正的融合网络。从机器人辅助手术到 3D打印皮肤，医疗领域不断

寻求使用技术提供更好的健康服务的方法。随着网络医疗创新的出

现，人们越来越需要快速可靠的连接，以确保这些技术正常运行。从

健康预防管理到远程诊治，从医疗 AI的升级到医疗生态联动，5G的

出现满足了对连接要求，将为医疗行业的跨越式发展提供技术革新，

并催生颠覆性的新医疗生态系统，可以说“4G 改变了生活，5G 将改

变社会”。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江苏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沈杰表示，江苏省中医

院和江苏移动的合作从 4G开始，通过互联网这个平台，用户发展快，

取得了较好的效果。今天的签约也是双方在前期良好合作的基础上进

一步深化合作，也是共同推进医疗信息化建设再上一个台阶的标志。

沈总希望通过双方的进一步合作，共同探索一个 5G 的远程诊疗，远

程操控、线上中医四诊、健康管理，努力打造 5G+中医智慧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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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省中医院党委书记方祝元表示，推动信息化建设，提升医疗

服务，服务百姓健康一直是我们的目标宗旨。几年前，医院与中国移

动通信集团江苏有限公司战略合作，陆续开展 12580 预约挂号、自助

挂号、网上预约挂号等多个信息化项目，成效显著，进一步提高门诊

服务质量和工作效率，为建设“智慧医院”奠定了坚实的基础。5G

技术在医院的全面融合应用，是医院增强发展能力、提升信息化应用

水平的重要举措，是全面推进医院高质量发展，实现五个创新，建设

智慧医院的重要载体，也是近几年医院信息化建设的再升级和再出

发。中医整体思维与信息化思维是一脉相承。中医兴盛于农耕时代，

落后于工业化时代，但是中医一定会腾飞于信息化时代，腾飞于 5G、

以及 5G 以后时代。最后方书记表示，江苏省中医院将与中国移动通

信集团江苏有限公司共同发挥自身优势，为 5G技术切实落地提供应

用平台支撑，让患者更方便、快捷地享受到优质医疗服务，同心协力

为惠及民生，为患者营造更多就医获得感，更好地为患者提供“互联

网+医疗健康”发挥应有的作用。

5G+中医智慧医疗的创新应用：

5G 远程会诊和教学直播：通过 5G“高带宽”网络进行高清视频

与图像交互，甚至能够通过数据超链接，对患者进行远程诊治，实现

云门诊、国际远程会诊教学、联合会诊和教学直播等功能，国内医联

体以及偏远地区的患者无需长途跋涉，即可进行疾病咨询以及获取到

专家的诊治意见，进一步实现医疗优质资源下沉。

5G 急救：利用 5G“大带宽、低时延、高可靠”特性，实现急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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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与医院之间急救设备数据采集和实时传输、高清音视频交互（救治

指导）等功能。今后，在 5G技术支持下的院前急救联动系统中，从

患者被抬上 120 急救车，急救人员接触到患者的那一刻起，患者的基

本体征数据、病情评估图像、急症病情记录等都以毫秒级速度无损实

时传输到医院急诊中心，120 急救车与医院急救团队“零卡顿”远程

视频通话探讨、指导院前救治方案。同时，5G 网络还能高效规划、

优化急救诊疗流程设计，从而缩短院前呼叫至院内急救响应时间，为

患者争取更大生机。

5G 远程操控：基于 5G“低时延、高可靠”网络，探索 5G+AI 相

结合的远程操控类医疗应用，突破现有 4G技术带宽不够的壁垒，高

清视频与高清音流等数据的双向传递都不会受到限制。4G 网络下一

张 100MB 的图片在传输可能需要数秒甚至十几秒，而在 5G 网络下 1

秒都用不到，实现远程超声、远程病理、远程查房等远程指导和控制

应用。

5G 中医线上“四诊”服务：中医“望闻问切”对色差有着极高

的要求，5G大带宽网络，可以实时获取高清舌苔、面象等影像数据，

医生根据中医“望闻问切”，辨证论治给出临床建议，实现网络环境

下中医四诊合参诊治疾病。

5G健康管理：基于 5G网络大连接特性，支持多样化智能健康监

测终端接入，采集实时体征数据，实现实时监测预警和风险识别。数

据通过 5G移动网络高效流通，医院之间将链索成庞大的数据中心，

各家医疗机构可以基于大量病例数据给出各类疾病的预测分析，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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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期预警，形成新的健康管理模式。

5G 医疗云：医疗云能够提供应用业务的快速部署、实现网络的

灵活调度，并通过分机存储满足业务使用场景，实现医院信息化服务

的新模式。今后将在新建院区，新建医疗 5G 专网及医疗云，解决有

线网络的局限性，实现 5G 云桌面办公，为医院提供互通互联、安全

高效的专业云服务。（冯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