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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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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 年 9月

2日到 2019年 9月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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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卫生健康委关于印发全民健康信息化为基层减负工作

措施的通知（规划发展与信息化司） 

2．从智慧医疗到智能育种 人工智能助力美好生活（东方资讯） 

3．智慧医疗 未来已来（人民日报海外版） 

4．平谷区医疗信息化让医生拥有“最强大脑”(新京报) 

二、具体内容 

1.标题：国家卫生健康委关于印发全民健康信息化为基层减

负工作措施的通知 

  媒体：规划发展与信息化司 2019-09-03 

      链接：

http://www.nhc.gov.cn/guihuaxxs/s10741/201909/b59981a6d0124

40a8d121df5ce63cf33.shtml  

       主要内容： 

http://www.nhc.gov.cn/guihuaxxs/s10741/201909/b59981a6d012440a8d121df5ce63cf33.shtml
http://www.nhc.gov.cn/guihuaxxs/s10741/201909/b59981a6d012440a8d121df5ce63cf33.shtml


国卫规划函〔2019〕199 号 

   委机关各司局，委直属和联系单位： 

 为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办公厅关于解决形式主义突出问题为

基层减负的通知》精神，解决基层反映突出的“系统报表繁”、

“多头重复报”、“数据共享难”等问题，我委制定了《全民健

康信息化为基层减负工作措施》。现印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 

   联系人：规划司  龙期良、赵 飞     

   联系方式：010-68791490、2480、2031（传真）     

                                      

国家卫生健康委                                   

2019年 8 月 28日 

（信息公开形式：主动公开） 

全民健康信息化为基层减负工作措施 

  为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办公厅关于解决形式主义突出问题为

基层减 负的通知》精神，针对基层反映突出的“系统报表繁”、

“多头重复报”、“数据共享难”等问题，现就推进全民健康信

息化为基层减负工作，提出如下具体措施。 

 一、强化规范管理，压缩报表数量，解决“报表繁”问题 

（一）加强数据资源管理。严格落实国家卫生健康委《委内数

据资源管理服务办法（试行）》，强化数据统一采集、规范管理，

进一步优化工作流程，从管理上减少报送频次（工作时限：长期，

责任单位：规划司）。制定印发《关于加强卫生健康统计工作的



指导意见》和《全国卫生健康统计工作管理办法》，加强顶层设

计，强化统一管理，从源头上杜绝“数出多门”（工作时限：2019

年 12月底前，责任单位：规划司）。实施《全国医院数据上报管

理方案》和《全国医院上报数据统计分析指标集》，形成一整套

覆盖患者服务和运营管理的医院数据采集标准，缓解医院上报数

据压力，从制度上减少多头重复报送（工作时限：长期，责任单

位：规划司）。 

 （二）落实统计调查制度。全面梳理委内各司局（单位）要

求基层上报的各类数据报表，摸清底数，建立清单，规范管理（工

作时限：2019 年 9月底前，责任单位：规划司、基层司、统计信

息中心）。对直接以及委托第三方机构要求基层报送的报表，凡

未纳入卫生健康统计调查制度的，原则上不再要求基层报送，确

保报表数量减少 30%以上（工作时限：2019 年 12 月底前，责任单

位：相关司局和单位）。对确因实际工作需要，要求基层报送统

计调查制度之外的报表，须经委主要负责同志和分管负责同志审

核同意，并报委网信领导小组办公室备案（工作时限：长期，责

任单位：相关司局和单位）。 

 （三）规范数据资源采集。加快国家级全民健康信息平台建

设，逐步实现信息系统统一接入，确保采集的数据资源真实、准

确、完整和及时（工作时限：2020 年 12 月底前，责任单位：规

划司、统计信息中心，相关司局和单位）。依托国家级全民健康

信息平台，按照“谁主管、谁提供，谁采集、谁提供”原则，完



善委内数据资源目录，确认数据责任主体，负责采集数据的共享

应用（工作时限：2019 年 9月底前，责任单位：规划司、统计信

息中心，相关司局和单位）。按照“一数一源、一源多用、统一

标准、整合共享”的原则，凡是国家级全民健康信息平台采集的

数据，由数据主责司局负责共享应用，其他各司局（单位）原则

上不再重复采集，确保采集数据的指标项减少 40%以上（工作时

限：2019 年 9 月底前，责任单位：相关司局和单位）。 

 二、强化顶层约束，推进系统整合，解决“多头报”问题 

（四）清理“僵尸”信息系统。按照“大平台、大数据、大系

统”原则，对我委原有 200余个信息系统进行清理整合。对一些

没有开展统计分析、长期处于空置状态、运行维护停止的“僵尸”

系统，一律进行清理和销户（工作时限：2019 年 9月底前，责任

单位：相关司局和单位）。清理后发布信息系统目录清单，凡未

列入目录清单内的，基层可拒绝报送数据，并将情况反馈至委网

信领导小组办公室（工作时限：2019年 9 月底前，责任单位：规

划司、统计信息中心）。 

 （五）推进信息系统整合。整合委内业务重叠、分散独立的

信息系统，原则上每个司局（单位）只保留一个业务信息系统，

并与国家级全民健康信息平台对接，确保信息系统总数量减少 50%

以上（工作时限：2019 年 12 月底前，责任单位：相关司局和单

位）。将我委分散独立的信息系统通过集成平台整合为互联互通、

业务协同、信息共享的“大系统”，与国家数据共享交换平台对



接，实现政务信息整合共享（工作时限：2019 年 12月底前，责

任单位：规划司、统计信息中心）。确因实际工作需要，可以保

留部分业务信息系统，须经委主要负责同志和分管负责同志审核

同意，并报委网信领导小组办公室备案（工作时限：长期，责任

单位：规划司、统计信息中心）。 

 （六）规范数据报送渠道。统筹推进省级全民健康信息平台

建设，按照“一窗登录、分级授权、集成录入、整合共享”的原

则，指导各地开发统一的省级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数据采集信息系

统，逐步实现基层数据采集“只录一次”（工作时限：2019 年 12

月底前，责任单位：规划司、基层司、统计信息中心）。加强基

层信息化建设，在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推广移动终端应用，实现数

据一次采集，实时上传。推广适用于家庭签约医生的服务 APP，

帮助基层医务人员实现一次完成信息录入、随访、诊疗等签约服

务（工作时限：2020年 12月底前，责任单位：规划司、基层司）。

数据采集信息系统对基层开放接口，实现与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信

息系统互联互通，自动产生指标汇总和统计分析，减少人工二次

填报汇总（工作时限：2019 年 12月底前，责任单位：规划司、

基层司、统计信息中心）。 

 （七）规范建设运维保障。各司局（单位）原则上不得在国

家级全民健康信息平台之外再新增信息系统，增加基层负担。确

因工作需要新增信息系统的，须经委主要负责同志和分管负责同

志审核同意，并报委网信领导小组办公室备案（工作时限：长期，



责任单位：相关司局和单位）。建立投资和运维经费协商会签机

制，对不符合共建共享要求的全民健康信息化建设项目不予审批，

对不符合整合共享要求且不按要求整合共享的信息系统不予安排

运维经费（工作时限：2019 年 9 月底前，责任单位：规划司、财

务司）。 

 三、强化分析应用，实现数据共享，解决“共享难”问题 

（八）推进数据资源共享。依托国家政务信息共享交换平台，

实现卫生健康部门的全员人口、生育登记、出生医学证明、死亡

医学证明等数据资源的跨部门共享，支撑个税改革等政务便民服

务。逐步扩大委内数据资源共享清单范围，实现医师执业注册、

护士执业注册、医疗机构执业登记、大型医用设备、医学教育等

数据资源的跨业务共享（工作时限：2019 年 9 月底前，责任单位：

规划司、统计信息中心）。实现国家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人口基

础信息、婚姻登记信息、企业基本信息等委外数据资源在卫生健

康行业跨部门共享。根据实际工作需要，逐步丰富数据内容，扩

大共享范围，支撑卫生健康行业便民惠民应用（工作时限：2019

年 12月底前，责任单位：规划司、统计信息中心）。推进“互联

网+政务服务”，依托全国一体化在线政务服务平台，实现卫生健

康行政服务事项“应上尽上、一网通办”，努力实现群众办事“最

多跑一次”（工作时限：2019 年 9 月底前，责任单位：规划司、

办公厅、统计信息中心）。 



（九）加快垂直系统对接。加强省级全民健康信息平台建设，

推进疾控、妇幼等 10 个重点垂直系统，医政医管的医师、护士执

业注册系统和科教的医学教育系统与国家级全民健康信息平台数

据实时对接，强化垂直系统信息在国家级和省级平台之间的跨层

级共享（工作时限：2019 年 12 月底前，责任单位：规划司、疾

控局、医政医管局、科教司、妇幼司、统计信息中心） 

（十）强化数据分析应用。各司局（单位）应当强化报送数据

的分析应用，并通过适当形式将分析应用结果反馈服务于基层，

同时报委网信领导小组办公室（工作时限：长期，责任单位：相

关司局和单位）。强化数据应用服务，推进委内数据资源可视化，

完善健康决策 APP，让数据“看得见、摸得着、用得上”，为机

关科学决策提供有力支撑（工作时限：2019 年 9 月底前，责任单

位：规划司、统计信息中心）。推进委属（管）44 家医院患者就

诊基本信息、门急诊诊疗、住院病案首页等信息的统计分析利用，

为医院管理和患者就诊提供服务（工作时限：2019 年 12 月底前，

责任单位：规划司、统计信息中心）。 

2.标题：从智慧医疗到智能育种 人工智能助力美好生活 

   媒体：东方资讯  2019-09-03 

       链接：http://industry.caijing.com.cn/20190903/4613996.shtml  

 主要内容： 

面对一台特殊的照相机,拍下视网膜照片,瞬间就会收到自己

的健康风险评估报告。 

http://industry.caijing.com.cn/20190903/4613996.shtml


这是中信领投的人工智能企业 Airdoc在医疗健康领域的最新

应用。通过人工智能自动识别视网膜照片,便可尽早发现眼部、心

血管、神经系统、内分泌系统的 30 余项健康风险,实现早发现、

早治疗。Airdoc已经率先在各级公立医院、体检中心、连锁眼镜

店、保险公司等场合,为居民提供便捷的健康检测服务。 

人工智能,正以前所未有的程度深刻改变着人类生活,不断满

足人们对美好生活的期待和追求。日前在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最

受关注的马云和马斯克的对话中,尽管两人有许多争论,但他们都

不约而同地认为,“AI 就是爱,AI 的存在是让世界变得更美好。” 

智慧医疗提速 

“从教育、医疗、智慧城市,乃至环保领域,AI都能够给我们

带来帮助。”卡内基梅隆大学计算机学院院长、有“机器学习教

父”之誉的 Tom Mitchell 教授在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表示,正确

地运用 AI 技术能让人类过上更便捷和体面的生活。 

作为我国辅助生殖专业领域的代表性医院,中信湘雅医院正在

将其终身荣誉院长、首席科学家卢光琇教授倡导的“未来医疗模

式”逐步落地。“未来医疗”模式主要包括开展互联网看诊,省去

排队等待之苦;基于病人的医疗数据信息系统提供个体化的医疗

方案;动态监测病人医疗数据和病情,让病人足不出户享受医疗服

务。 



根据这一模式,中信湘雅医院已经建立了互联网门诊,利用互

联网对就诊全流程进行管理,让患者通过智能手机与医院的连接,

实现患者远程就诊的需求。 

中信湘雅未来还将在智能化方面积极推进 AI 应用的落地,包

括建立智能分诊、智能导诊、客服机器人、AI 影像产品等;在知

识化方面,他们将结合医疗文献知识和中信湘雅大数据,建立数据

预处理、知识提取模型,进行生殖大数据的数据分析与知识挖掘,

为未来精准医疗、智慧医疗提供数据支持。 

智能育种,在电脑上“种地” 

人工智能不仅在健康筛查和精准医疗上大显身手,在智能育种

等领域也早已开始造福人类。 

传统育种产品开发周期长,产出一个优选品种可能要配成千上

万个组合,在育种资源有限的情况下,还可能漏掉具有特殊潜力的

品种,此外,品种在地里反复试验,时间成本、土地成本和人力成本

都很高。 

中信农业旗下的国内种业龙头企业隆平高科从 2018 年开始组

建智能育种体系。据公司研发中心林海艳博士介绍,智能育种体系

可以利用人工智能建立模型,通过图像识别采集农作物数据,再将

海量数据导入计算机进行模拟,这样不用种在地里,就能预测出结

果,省去了为了“海选”而大规模地进行杂交的过程。 

隆平高科运用智能育种技术,一方面降低了试验成本,另一方

面显著提升了育种效率,在育种领域实现了革命性进展。 



“智能育种面向未来,研究怎么能实现管理更方便、品质更优

良、食品更安全。”林博士说,“相信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开发利

用,我们面向未来会有更多更好的产品,让人们充分享受人工智能

带来的成果。” 

3.标题：智慧医疗 未来已来 

媒体：人民日报海外版  2019-09-03 

链接：http://www.xinhuanet.com/info/2019-09/03/c_138360357.htm 

主要内容： 

 

工作人员在智博会上介绍“5G 智慧医疗”中的“5G 远程急救”

技术。新华社记者 唐 奕摄 

 在可预见的未来，人们的医疗场景会变成什么样子？人工智

能、大数据、物联网、5G等新技术正在深度赋能医疗领域，也为

民众生活提供了极大便利。 

 前些天，笔者在重庆 2019 中国国际智能产业博览会便真切地

体会了一把未来医疗的“科技范儿”。“5G+智慧医疗”、智慧医

http://www.xinhuanet.com/info/2019-09/03/c_138360357.htm


保、3D打印、智能机器人等，让人眼界大开的同时，也不禁对今

后更具智能化的医疗场景有了更多美好憧憬。 

 在中国移动的展厅前，“5G 急救车系统”给笔者留下了深刻

印象。基于 5G网络，为救护车配置多种数据采集设备与急救设备，

医院能在第一时间与病患取得联系、获取患者信息并远程作出决

策。 

 分秒必争的过程中，就是 5G 大显神威之时。在此之前，受限

于数据传输速度，急救车在行驶过程中很难实时向医院的大夫提

供患者信息。5G通讯技术高速率、低时延的特点，可以很好解决

这一难题。与此同时，像中国联通“护理移动”“院外延续护理”

等应用了人工智能技术的平台搭建，则将 AI语音识别的优势发挥

到极致。 

 展会现场，笔者还看到了不少应用于康复产业的智能机器人，

这也能在一定程度上弥补当前我国康复医护人员不足的短板。以

其中展出的一个围拢了不少观众的多体位智能康复机器人系统为

例，患者可以站在高大威猛的仿生设计外骨骼机器人当中，机器

人可以模仿人正常行走时的步态过程，从而带动患者下肢运动，

帮助患者行走功能的康复。 

 机器人能做的显然远不止于此。今年 6 月，北京积水潭医院

院长、“天玑”骨科手术机器人首席科学家田伟就曾实施了全球

首例骨科手术机器人多中心 5G远程手术，5G 与机器人的联袂，



让分处北京、天津、河北、新疆四地的大夫携手为病人成功完成

了手术。 

 从重庆到北京，时间稍稍前移。8 月 20 日在北京举办的 2019

世界机器人大会上，笔者同样看到了许多兼备多种能力的医疗机

器人。手术机器人、康复机器人、陪伴或养老类机器人……能力

之强大自不必说，更让人感到欣慰的，是涉及场景的多元，真真

正正从医疗服务中最重要的“人”的角度出发，思考医疗需求的

解决方案，提供相对应的智能化产品。 

 总而言之，智慧医疗的确堪称传统医疗卫生信息化的“革命

性升级”，不仅全面提升了医疗领域的技术能力、服务水平，也

将成为推动健康中国建设的重器。 

 智能医疗领域衍生出更多应用的趋势正越来越明显，科技向

善，技术创造出更美好生活。这当然值得我们拥有更饱满的信心，

因为这里面藏着的，是人类医疗事业的未来，是解决人类健康问

题的新答卷。 

4.标题：平谷区医疗信息化让医生拥有“最强大脑” 

媒体：新京报 2019-09-03 

链接：

http://baijiahao.baidu.com/s?id=1643647547107220895&wfr=spider&for=pc 

主要内容： 

新京报讯（记者 田杰雄 通讯员 冉金洁）拿着医生手写的病

历一脸茫然，自己的病情却又说不清楚；得了普通感冒也一定要

http://baijiahao.baidu.com/s?id=1643647547107220895&wfr=spider&for=pc


去大医院才放心；同一种病，去不同的医院反复检查，浪费了时

间和财力……在平谷，随着医疗信息化的进一步普及，这些问题

被逐个击破，患者就医模式发生了深刻变化。 

近日，记者走访了北京友谊医院平谷区医院、平谷镇社区卫

生服务中心、东高村镇养老驿站等地，了解了智能诊疗辅助系统、

影音互通系统、医疗信息共享平台、自动售药、中药代煎的使用

情况，医疗信息化降低了医疗成本，提高了就医效率，取药更加

便捷，患者的满意度和获得感也不断提升。 

 

马坊敬老院社区卫生服务站医生通过影音互通与社区服务中

心医生商讨患者用药方法。张彤朝 摄 

智能诊疗 

基层医生仿专家思路问诊 

“咳嗽频繁吗？连续咳还是阵发性的？平时有没有什么用药

过敏的情况？”上午 9 点，平谷镇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医生王彩芝

正在将一位患者的现病史、既往史等情况逐一输入电脑，轻触鼠

标点击屏幕右上角的“智能标识”后，不出 5秒钟就形成了一张



详细的智能病历。随即，诊疗方案分析单、治疗建议、用药说明

等逐一呈现。 

王彩芝告诉记者，智能诊疗辅助系统降低了医生的工作强度，

也减少了患者的就医时间。“很快就形成了患者的电子病历，不

用我们再一个字一个字地敲键盘了，尤其是对打字速度慢的医生，

大大提升了他们的病历书写效率和质量。”据了解，系统投入使

用后，平谷镇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医生团队就诊效率不断提升，日

均服务患者人次增加了 2 倍。 

“比如腹痛，需关注持续时间、程度、部位、性质、发病诱因、

是否放射到其他部位、加重因素、缓解因素等，非常系统、精准，

不会落项。”王彩芝继续向记者介绍道。辅助问诊让基层医生模

拟专家思路问诊，引导基层医生详细询问患者每个症状的具体属

性，“对于刚刚入职的医生来说，智能诊疗辅助系统能起到不错

的参考作用。当医生输入患者的生命体征与症状的同时，系统会

结合血常规、拍片等辅助检查的情况，给予医生疾病诊疗提示，

帮助医生快速、准确做出诊断结果，防止误诊漏诊。医生可以根

据患者当前身体情况、既往病史、既往用药等，再通过合理用药

系统，便可综合分析出用药方案。” 

当王彩芝向记者演示知识查询功能时，输入“感冒清热颗粒”

药品名称后，该药的主要成分、用法用量、不良反应、注意事项

等均详细呈现在电脑屏幕上。“像一本医学教科书，随时可以咨

询，让医学搜索更全面、更专业。” 



“智能诊疗辅助系统相当于一个拥有‘最强大脑’的医疗助手，

能够提供‘参考答案’，医生根据病人的身体状况，选择最优治

疗方案，最大限度减少医疗差错，提升了基层医生的诊疗水平。”

平谷镇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副主任王雅红介绍。 

据了解，2018 年，平谷区 18 家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投入使用社

区版智能诊疗辅助系统（CDSS）。该系统包括辅助问诊功能、辅

助诊断、推荐治疗方案、合理用药、相似病例、知识查询六大模

块，基本覆盖常见疾病种类，超过 4000 种疾病，让医生“有理可

依”“有据可查”。 

区域互联互通 

患者过往诊疗情况一一呈现 

看同一种病，跑不同医院，各家医院 CT、B超、血项等不断重

复检查，患者付出无数的精力和花费……这是许多人共有的就医

体验。 

“我年龄大了记性不好，大夫说的话好多都记不住，每次大夫

问病史我都得想好半天，现在好了，大夫自己看病历，省好多事！”

马坊镇患者李大妈告诉记者。和李大妈一样，很多人有着相同的

经历，但这些“记性差”的患者再也不用为记不住病史发愁了。 

2016年，平谷区建立了医疗信息区域共享平台。近日，记者

了解到，在全区医疗网络全面覆盖的基础上，以居民电子健康档

案、电子病历、临床路径、远程医疗为切入点，整合平谷各级卫



生机构的医疗卫生信息，通过平谷区卫生信息平台，形成三级联

网，实现各级医院医疗信息互联互通。 

平谷区、镇、村三级医疗机构实现互联互通后，“减负”效果

明显。在全区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社区卫生站，甚至村卫生室的

任何一台医疗电脑上，值班医生都可以查到患者在所有医疗机构

的门诊就诊病历，以及检验检查结果和影像结果，从而节约了患

者的就医成本和时间，医生的诊疗也更有针对性。 

记者试着在系统中输入自己的名字后，以往诊疗情况一一呈现：

滨河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就诊，感冒咳嗽，扁桃体发炎，血象不高；

平谷区医院就诊，咳嗽少痰……甚至开的什么药也可以看到，简

单清晰，一目了然。 

目前，区内 18 家一级卫生医疗机构及 127 个社区卫生服务站

系统全部实现互联互通，部分实现了和区内三家二级以上医院的

互联互通工作。与区内 3 家二级以上公立医疗机构的进一步互联

互通工作正在积极协调中。 

 



平谷镇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内，王彩芝（左）通过智能诊疗辅助

系统为患者诊疗。李占山 摄 

影音互通 

疑难病例得到准确诊疗 

“患者女性，64 岁，发热两月余。既往有高血压病 10 余年，

5 年前患急性非淋巴性白血病，Ⅱ型糖尿病 2 年。经治疗，仍间

断发热，体温波动在 38-39摄氏度。通过检查得出诊断：肝结核。”

北京友谊医院的一例疑难病例讨论，最终病人得到准确诊疗。通

过远程影音互通，平谷区医院同步观看疑难病例讨论，交流互动

后，平谷区医院医护人员获益匪浅，对疾病有了更开阔的诊疗思

路。 

为将市级医院优势学科医疗资源引入平谷区，有效利用信息化

网络影音技术，方便群众在平谷区内就能够享受北京市三甲医院

的诊疗服务，2013年，平谷建成集远程会诊、远程教学、远程会

议等功能为一体的三级医学影音互通系统。 

7 月 31 日，在马坊镇敬老院卫生服务中心，66 岁的李大爷通

过医学影音互通系统进行“远程”问诊。李大爷患有脑梗多年，

右侧身体偏瘫，近期右侧脸部出现肿胀现象。“坐班”医生王东

佳根据李大爷的身体情况及病史，开具用药处方后，通过影音互

通系统连线了马坊镇社区卫生服务中的内科医生。“处方没问题，

先用药，如果不能消肿再进一步进行诊疗。”听完医嘱，李大爷

连连称赞，“不出敬老院，就把病看了，不赖。” 



据了解，影音互通设备以信息化为主要载体，区内三级医院向

上与市级三甲医院优势学科，向下与区内一二级医院通过网络、

影音互通捆绑在一起。一二三级医院间上下联动，完成各级医疗

机构之间的资源共享，实现病例会诊、病例讨论、手术指导、手

术观摩等实时数据交互传输，形成强大的技术平台和人才培养平

台。同时，该设备也应用到对口支援工作中，解决了支援医院和

受援医院人员不足、时间紧张等问题。 

2019年，平谷区对医学影音互通系统进行完善改进。居民可

在离家最近的医疗站点，通过医学影音互通系统享受到社区卫生

服务中心、区属二三级医疗机构医生的诊疗，减轻基层医疗机构

用人压力，节约人力资源，方便群众就医，更全面地实现医疗资

源共享，实现优质医疗资源向山区转移，让患者少跑腿、少做重

复检查，减轻患者就医负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