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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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 年 06 月

26 日到 2021 年 07 月 02 日，监测范围包括全国主流媒体及政府网站

等。

一、信息目录

1.2021 北京健康医疗大数据论坛 7 月 17 日开幕 届时将开通线

上直播

（财讯网）

2.《中国互联网发展报告（2021）》发布：互联网医疗市场规模

增幅居首

（人民网）

3. 探讨高质量发展，“智慧医院”建设路径研讨会成功举办

（HIT 专家网）



4. 2021 全国卫生健康信息化发展指数城市结果发布

（HIT 专家网）

二、具体内容

1.标题：2021北京健康医疗大数据论坛 7月 17日开幕 届时将

开通线上直播

媒体：财讯网

链接：

https://hea.china.com/article/20210715/072021_828033.

html

主要内容：

2021 北京健康医疗大数据论坛 7 月 17 日开幕 届时将开通线上

直播

2021-07-15 来源：财讯网

第三届“北京健康医疗大数据论坛”将于 2021年 7月 17日上午 9

点在北京友谊宾馆正式开幕。

https://hea.china.com/article/20210715/072021_828033.html
https://hea.china.com/article/20210715/072021_828033.html


本届论坛由北京大学主办、北京大学健康医疗大数据国家研究院

承办。此次更是得到了中国医院协会健康医疗大数据应用管理专业委

员会、北京大学信息技术高等研究院、北京大学人工智能研究院、中

国医疗保健国际交流促进会健康大数据和数字化医疗分会以及

Health Date Science期刊的大力支持。

北京大学健康医疗大数据国家研究院院长詹启敏院士、北京大学

心血管研究所所长董尔丹院士担任本次论坛大会主席。论坛还得到了

医疗、计算机等领域顶级专家的大力支持，北京大学党委常委、常务

副校长、医学部主任、第三医院院长乔杰院士、清华大学临床医学院

院长、清华大学附属北京清华长庚医院院长董家鸿院士、著名流行病

学专家沈洪兵院士、北京大学人工智能研究院院长、三次问鼎马尔奖

的朱松纯教授、波士顿大学公共卫生学院院长 Sandro Galea院士等将

共聚论坛，展开顶级学术盛宴，国家和省市卫健委领导也将莅临现场，



与学术大咖们展开高端对话，集思广益，共谋我国健康医疗大数据的

学术和产业发展。

为响应国家疫情防控的需要及应部分不能到现场的专家学者、行

业从业者的要求，论坛特别设置了线上直播环节，与您相约线上观看

论坛盛况。

参会小贴士：

1、疫情防控须知

2、参会方式

3、最新日程

4、会场指引

01

疫情防控须知

1、严格执行会议举办地北京友谊宾馆的防控政策及要求严格落

实，精准防控;

2、为会务工作人员及参会人员配备必要的防护用品，进行体温

监测，要求会务工作人员在工作期同加强个人防护，保持个人卫生、

戴口罩、勤洗手、保持社交距离;



3、参会人员若出现发热、乏力、干咳及胸闷等疑似新型冠状病

毒感染的症状，请立即联系大会会务组，并启动应急预案，配合酒店

做好防控应急处置工作。若因参会人员故意隐瞒真实身体情况参会，

组委会将依法追究法律责任;

4、参会人员严格使用行程大数据，如实填写信息进行登记，绿

码出行。参会代表进入会场请佩戴口罩，请出示国务院 14 天通信大

数据行程卡和北京健康宝绿码，进入室内自动检测体温;

5、所有进入室内区域的人员必须全程佩戴口罩(讲者，主持在发

言期间除外)，会务组设置专人负责督促佩戴口罩，若有紧急需要，

会务组可提供备用口罩。使用过的口罩请勿随意丢弃，请放置会场专

用垃圾桶;

6、会场内，为避免人群聚集，参会人员实行分散就座;

7、其他未尽事宜参照北京市防疫要求执行。

※ 本次会议需提前线上注册，不设现场注册

02

扫描二维码，提前注册参会

关注“北大健康医疗大数据国家研究院”官方微信公众号，点击"

论坛峰会"，即可在线观看大会精彩内容



03

最新日程



04

会场指引





2.标题：《中国互联网发展报告（2021）》发布：互联网医疗

市场规模增幅居首

媒体：人民网

链接：

http://finance.people.com.cn/n1/2021/0714/c100

4-32157624.html

主要内容：

《中国互联网发展报告（2021）》发布：互联网医疗市场规模

增幅居首

2021-07-14 来源：人民网

人民网北京 7月 14日电 （赵超）7月 13日，由中国互联网协

会主办的 2021（第二十届）中国互联网大会在京开幕。会上《中国

互联网发展报告（2021）》（以下简称《报告》）在大会上正式发布。

《报告》显示，2020年，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我国电子商务、在

线教育、互联网医疗健康等产业快速增长。其中，互联网医疗健康市

场规模达到 1961亿元，同比增长 47%，增幅位居各行业首位。网络

出行市场交易规模则首次出现负增长，同比下降 15.7%。



《报告》显示，2020年，我国云计算整体市场规模达到 1781.8

亿元，增速为 33.6%；大数据产业规模达到 718.7亿元，同比增长

16.0%；人工智能产业规模为 3031亿元，同比增长 15%。

云计算市场规模增速明显 大数据增幅领跑全球

2020年，我国云计算整体市场规模达到 1781.8亿元，增速为

33.6%。其中，公有云市场规模达到 990.6亿元，同比增长 43.7%，私

有云市场规模达 791.2亿元，同比增长 22.6%。

数据显示，2020年我国大数据产业规模达到 718.7亿元，同比增

长 16.0%，增幅领跑全球大数据市场。此外，我国 2020年人工智能

产业规模为 3031亿元，同比增长 15%，增速略高于全球增速。我国

人工智能企业共计 1454家，居全球第二位，仅次于美国的 2257家。

2020年，我国智能网联汽车销量为 303.2万辆，同比增长 107%，

渗透率保持在 15%左右。

虚拟现实/增强现实市场规模约为 300亿元，VR市场规模约 230

亿元，市场占比约 80%。预计到 2024年 AR的占比将超过 VR。

《报告》显示，2020年，中国网络视频市场规模达到 2412亿元，

同比增长 44%，数字音乐产业市场规模达 732亿元，同比增长 10%。

网络视频活跃用户规模达到 10.01亿、网络音频娱乐市场活跃用户规

模达到 8.17亿，同比分别增长 2.14%、7.22%。



互联网医疗市场增速迅猛 网络出行市场首次出现负增长

受疫情影响，网络出行市场交易规模首次出现负增长。报告显示，

2020年，我国网络出行市场交易规模约为2886亿元，同比下降15.7%。

网络出行服务支出占居民交通支出的比重为 11.3%，同比下降 0.1个

百分点。

2020年，我国在线教育市场规模继续保持稳定增长，达到 4858

亿元，同比增长 20.2%。报告显示，2020年教育行业共发生 247起投

融资事件，同比减少 26%。

《报告》显示，2020年，全国电子商务交易额达到 37.21万亿元。

其中，商品类电商交易额 27.95万亿元；服务类电商交易额 8.08万亿

元；合约类电商交易额为 1.18万亿元。

2020年，我国互联网医疗健康市场规模快速扩大，达到 1961亿

元，同比增长 47%，增速居各行业之首。

《报告》预测，我国互联网医疗健康市场规模 2021年将达到 2831

亿元，同比增长 45%，大健康产业整体营收规模达到 7.4万亿元，同

比增长 7.2%。我国医疗信息化市场规模突破 650亿元，同比增长

18.6%。



3.标题：探讨高质量发展，“智慧医院”建设路径研讨会成功举

办

媒体：HIT 专家网

链接：https://www.hit180.com/52289.html

主要内容：

探讨高质量发展，“智慧医院”建设路径研讨会成功举办

2021-07-14 来源：HIT专家网

2021年 7月 9日，由河北省人民医院主办的河北省继续医学教

育项目暨“智慧医院”建设路径研讨会在石家庄市成功举办。来自河

北、河南、天津等地多家医院的医疗信息化建设从业人员，以及医务、



护理、门诊、医保、药学、设备及绩效质控部门负责人，通过线上、

线下参会方式齐聚一堂，借助理论研讨、系统演示及现场参观相结合

的方式，从多角度共同探讨智慧医院的建设路径与实践经验。

日前，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推动公立医院高质量发展的意

见》，明确提出推进电子病历、智慧服务、智慧管理“三位一体”的智

慧医院建设。在本次研讨会上，国家卫生健康委医院管理研究所信息

标准化研究部主任舒婷通过远程视频的方式，深入分析了智慧医院在

公立医院高质量发展中的角色与定位。舒婷认为，智慧医院是公立医

院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抓手，其内涵是在增加复杂度、提升质量与优化

成本之间寻找平衡，目标是实现高质量的临床结果、高效率的供应链

与满意的患者体验。“智慧医院的智慧体现为如何由一次成功转化成

可持续成功的方法学，最终考核的是医院管理者的智慧，而非医院

CIO。如果哪个医院将智慧医院的任务直接‘甩’给信息科的话，注定

是无法成功的。”

新技术是智慧医院建设的驱动因素之一，其中，帮助帮助临床医

生提升服务上限、帮助管理者守住安全底线的临床决策支持系统

（CDSS）非常关键。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信息中心副

主任杨郁青分享了瑞金医院 CDSS的建设及应用体会。杨郁青认为：

数据是 CDSS生长的土壤，CDSS作用发挥的大小取决于电子病历建

设完善和深入程度，建设 CDSS需要循序渐进；数据需要精加工才能

产生价值，需要引入现代化、智能化的工具辅助。同时，“目前 CDSS



发展的主要瓶颈是能力与场景落地不匹配，应用点主要集中在费用管

控、质量管理和行政管理方面，临床医疗类应用仍显不足，是未来发

展的重点。”

河北省人民医院是河北省首家获评电子病历应用水平六级的医

院，也是河北省首家获得国家卫生健康信息互联互通标准化成熟度测

评四级甲等授牌的医院。研讨会上，河北省人民医院信息管理处处长

刘新平从提高认识、健全机制、明确路径、加强建设、确保安全等方

面分享了《二三级医院电子病历应用水平升级路径》，副处长王泽阳、

高伟分别介绍了河北省人民医院在智慧医疗、智慧服务方面的信息化

建设与实践经验。

作为用户科室代表，河北省人民医院医务处、护理部、公费医保

办、药学部负责人结合本部门的信息化建设成果与使用体会，分享了

智慧医院建设为其带来的“获得感”与“幸福感”。其中，借助医务信息

管理系统，河北省人民医院帮助医务管理人员实现专业技术管理、进

修管理、质控管理、单病种管理等工作，对有效落实 16项医疗核心

制度情况进行全量样本的数字化监管；借助智慧护理系统，帮助护理

人员避免重复操作、自动生成护理记录，实现护理程序标准化、规范

化和闭环管理；借助合理收费审计系统、医用耗材联动库系统，帮助

医保办工作人员对医疗收费数据进行自动审计、筛查并辅助管理决

策，利用违规收费数据反馈和限期纠正等措施，创新医保基金监管方



式，取得良好成效；借助智慧药学管理系统，提高药师参与药物治疗

的深入程度，提高用药合理性，降低药品不良事件发生率。

此外，研讨会还设特别环节，集中演示了河北省人民医院医、护、

药工作站及门诊信息系统，以及医务、医保、耗材、绩效质控等管理

业务系统，使得与会嘉宾得以更加直观、全面、深刻地感受到智慧医

院的建设成果。



4.标题：2021全国卫生健康信息化发展指数城市结果发布

媒体：HIT 专家网

链接：https://www.hit180.com/52238.html

主要内容：

2021 全国卫生健康信息化发展指数城市结果发布

2021-07-12 来源：HIT专家网

2021年 7月 10日，全国卫生健康信息化发展指数（2021）城市

结果在第 16届中国卫生信息技术/健康医疗大数据应用交流大会

（2021 CHITEC）上发布。全国卫生健康信息化发展指数报告（2021）

同期发布。

此次发布的卫生健康信息化发展指数城市结果中，直辖市、副省

级城市及省会城市总指数前十的是：广州、深圳、北京、杭州、上海、

宁波、南京、武汉、济南、银川。地市级城市卫生健康信息化发展总

指数前三十的是：中山、苏州、佛山、无锡、珠海、惠州、江门、秦

皇岛、清远、中卫、扬州、遵义、安顺、蚌埠、东莞、十堰、襄阳、

https://www.hit180.com/52238.html


湛江、汉中、龙岩、茂名、大同、阳江、长治、荆门、芜湖、汕尾、

洛阳、三门峡、肇庆。

国家卫生健康委统计信息中心副主任胡建平介绍，卫生健康信息

化发展指数是在理论研究、专家调研和发展实践的基础之上构建形成

的，体现了前瞻性、全局性和战略性，是我国卫生健康信息化建设理

论内涵和实践成果的进一步丰富和发展。

国家卫生健康委统计信息中心主任吴士勇指出，全国卫生健康信

息化发展指数作为我国卫生健康信息化领域首个综合评价指数，将系

统化、标准化、立体化评估卫生健康信息化发展，努力打造卫生健康

信息化发展“风向标”与“晴雨表”，持续推进地方卫生健康信息化建

设，加快卫生健康领域的数字化转型和现代化进程。

全国卫生健康信息化发展指数（2021）一图速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