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镇江市区域卫生信息化建设项目选入全国互联网+医疗健

康案例集

据 3月 24 日在济南召开的 2016 中国智慧城市（国际）创新大

会上获悉，镇江市区域卫生信息化建设项目经过国家卫计委及行

业专家的严格评审，荣幸选入全国互联网+医疗健康案例集，全国

共有 19 个案例入选，其中区域卫生信息化建设案例 7个，在颁奖

仪式上，主持人对镇江区域卫生信息化建设项目予以了充分肯定。

作为两轮医改的试点城市，镇江一直全力致力于医改工作的

探索创新，积极推出密切结合镇江实际的镇江医改模式，同步探

索创建“区域智慧健康服务模式”，围绕打造“智慧健康 健康镇

江”的总目标，制定“2411”总体规划，把“互联网 +”思维融

合到医疗卫生行业的改革中，依托两级平台，全力打造满足多种

服务需求的智慧健康信息系统,充分发挥信息化的基础保障和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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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导向作用，推动医疗卫生标准化、集团化、信息化、网络化、

一体化的现代医疗卫生服务体系健康模式，增强健康服务能力和

智慧健康管理水平，助推医改“升级”。

下一步，我们将大力拓展互联网与医疗健康领域融合的广度

和深度，充分利用和整合现有资源，着力谋划创新医疗卫生服务

模式，增强百姓对智慧健康服务的获得感，加快推进新型智慧健

康城市和“富强美高”新镇江建设，

林枫：信息化支撑镇江医改之路再审视

“我一直讲，‘铁三角’就是患方、保方、供方，或者叫需方、保方、

供方，三者形成筹资、服务、偿付三个关系，处理这三个关系，就叫改

革。”2016 年元旦伊始，镇江市卫生计生委主任林枫在接受 HIT 专家网

的采访时如是说。他认为，在这个架构中，信息化建设在确立现代医疗

服务制度中，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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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的机遇很好，卫生信息化可以把人的一生纵向联系起来，可以

根据基因数据测算出将来会生什么病，根据信息发现人体的生长规律；

把人与人联系起来，患者与患者之间、患者与医生之间都可以建立起一

定的关系；把人与万物联系起来，把感知设备、移动设备和人联系起来，

未来会有无限的可能性。”林枫说。

1994 年，国务院正式批准镇江市试点医疗卫生制度改革。在林枫看

来，医保、医疗同属医疗制度改革范畴，而不是前后两个过程，尽管现

在人们已经习惯把“老医改”理解成 1994 年重点推进的医保制度改革，

而把“新医改”理解成 2009 年之后推动的医药卫生体制改革。整整 20

年医改之路，信息化的作用不断在凸显。

老医改：医保和医疗服务应保持联动

镇江市的医改是首先改革城镇职工医保，再改革学生医保、农村医

保、居民医保。

“但是在医保运转的第二年就遇到一个问题，那就是跟医院的关系问

题。”对此，亲历这场改革的林枫记忆犹新：“医疗费用在第一年（1995

年）的时候控制得非常好，第二年（1996 年）增长速度很快，又迅速回

升到高点。这反应了医保的一个特征，医保和医疗服务是连在一起的，

医保需要通过医疗服务才能体现在老百姓的身上，医保和医疗服务一定

要联动改革、共治才能够解决问题。”

镇江市从 1996 年开始调整了很多医保政策，最主要的还是研究医保

支付制度，医保支付制度成为促进医改发展的主干。

林枫说：“医保支付制度的改革，先从项目付费到定额付费，再到总

额控制，又改到弹性结算，后来又研究了人头指标，现在是总额预算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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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按人头付费的方式。这样一条改革路线，推动了医院内部改革，控制

医院的内部成本，否则就不能适应医保制度改革。这也导致了医院内部

治理管理体制和运营方式发生变革，这也是为什么镇江市在全国最早开

始做医院全成本核算。”

2000 年，镇江市开始提倡推动“三医联动”，医院、医保、医药

改革联动，后来实行药品零差价政策。2004 年，镇江市已实现全面医保，

医院和医保的关系已经非常紧密，医院离不开医保。

“医保完全是医院的第一支付人、第一买单者。在这种关系下，仅靠

支付制度改革其实已经有困难了，支付的压力非常大。”林枫说。为此，

到 2006 年，镇江市开始重视社区卫生建设，出台了医保引导政策，把慢

病引导到社区医院，接纳更多的参保患者。对于患者而言，社区医院的

报销比例更多，吸引更多的慢病患者回流到社区医院。同时还配套出台

了对特定病人免诊疗费、免挂号费、以及全面实行药品零差价的政策。

新医改：整合公立医疗资源 全民参与医改

2009 年 4 月 6 日，国务院正式发布了新医改方案，镇江市成为全国

17 个公立医院改革试点城市之一。镇江市为探索公立医院改革的路径，

将城区 7家医院和 18 家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分别组建成两大医疗集团，即

江苏康复医疗集团和江滨医疗集团。两大集团通过优化和整合卫生资源，

以重构健康服务体系为目标，以技术和服务为纽带，最终形成医疗集团

与社区服务机构的医疗服务协作机制。

林枫认为，新医改启动之后，仅仅重视医疗是远远不够的，健康管

理是未来一定要重视的方面。于是，镇江市又开展了“3+X”家庭健康责

任团队的签约服务，实行网格化管理，医疗服务的内涵发生了一些变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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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十二五”期间推出了“健康镇江五年行动计划”，更加重

视健康管理、促进健康教育。“这个行动计划让镇江市连续 4 年荣获江

苏城乡居民健康素养第一名，原来是第九名，这个进步反应了镇江市对

健康城市建设的重视。”林枫自豪地说。

从镇江市医改的发展思路来看，医改是整合服务体系，是为了让服

务对象的体验更好；健康镇江的理念变革了原来卫生服务的本质，就是

全民参与。林枫认为：卫生原来是由医生精英服务，实质上卫生的未来

是群众运动，是在专科医生、全科医生指导下以群众广泛参与为主导的

自我健康管理。

镇江医改始终离不开信息化

在“十二五”期间，镇江市做了卫生发展规划、医改规划、健康镇

江五年行动计划这三个规划，三个规划平行、联动推出。维系整个医疗

卫生体系的变革方向，更加合理、科学。提出“健康镇江、智慧健康”

八字口号，“智慧健康”的口号就反映出了信息化对于镇江医改的重要

作用。

林枫介绍：“镇江市医疗卫生改革的‘四梁八柱’中，每根柱子上

都有信息化，比如展示一个成果是通过信息化，改变上级医院和基层医

院的关系也要信息化，让群众参与健康管理也要信息化，哪个地方都跑

不了。”

新医改之前，镇江市医院和公卫系统的信息化已经有了自我发展。

当整合体系和全民参与这两个命题提出来之后，改变了整个卫生信息化

的内涵，对信息化的要求提到一个非常高的程度，区域卫生平台应运而

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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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卫生平台先要建库、建网、用卡、统一个人地址，完成基础工

程。从去年开始的第三个阶段到下一阶段，镇江市的重点是应用问题，

包括平台与平台之间的关系、内网与外网之间的关系、智慧健康怎么发

展这三个方面。林枫概括：“整个过程简单来说，第一个阶段是信息化、

数字化的过程；第二个阶段进入平台的概念，完成大数据的基础设施建

设；第三个阶段是大数据的形成和应用。”

林枫认为，从“十二五”到“十三五”，卫生信息化将发生如下几个

转变：一是从基础设施到软件应用，公卫、医疗系统实现联网，全部操

作都可以进入数据平台，下一步就是对应用软件进行提升和优化；二是

从局域网到互联网概念的转变；三是信息化的主要服务对象和群体从医

院医生发散到整个社会居民；四是从医疗服务走向健康服务；五是从自

主建设到实现开放共赢的局面。

镇江卫生信息化将在三个方面重点发力

镇江市正着力推进的信息化建设重点包括三个方面：第一，健康教

育与健康促进。通过互联网对社区居民进行健康教育，减少线下门诊人

次，但是网络服务增加之后，总服务人次仍旧会有提升。林枫强调：“新

时代如果不发挥信息化的手段，满足民众的需求，健康教育、健康促进

就不能真正实现。”

第二，疾病预防与慢病管理。建立起医院、公卫、社区三位一体的服

务体系，保持三者联动、信息共享。

第三，助推医疗资源下沉，支撑便民服务。医疗卫生资源紧缺与医疗

资源结构不合理这两者相比，资源结构配置问题更为突出，资源供给结

构的调整是当务之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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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枫总结了镇江市区域卫生信息化建设的两个主要方向：卫生信息化

是推动医疗卫生计生或者健康服务体系和能力现代化的重要推手；通过

“智慧健康”助推“健康中国”理念的实现。

为了保证基本方向的持续生命力，从宏观层面上来说，林枫认为政府

应该主导，部门统一协作，动员社会力量，鼓励全民参与，积极对外开

放。从微观层面上看，一是医疗服务体系的整合创新，二是技术创新，

三是服务模式创新这三要素。

林枫认为，卫生信息化也是最有前景的，但是健康卫生又是最复杂

的，充满了无限的挑战和可能性。

首先是整合的问题，整合是信息化面临的最主要挑战。林枫曾经批

评医改领域最大的问题是充斥着分立的文化，比如医药分开、管办分离

等等。“分工之后一定要协作，只有分工而没有协作产生的问题，要比

没有分工还糟糕。所有我们就提出医疗服务与药品的分工协作机制，药

品品规选择和处方的开出属于医疗服务而不是药品服务，而药品的物流、

信息流、资金流则属于药品服务的部分。”林枫认为，整合有如下几个

层次：一是在内部进行整合共享，形成大数据；二是外部要进行开放互

联整合，提供更多的增值应用服务；三是线上线下推动供给方式的改革，

优化医疗资源配置；五是政策、规范、流程、硬件、软件之间的整合，

改善患者就医体验。

其次是效能，投入要考虑产出，投入的机制、投入的切入点和投入的

方式要接地气。林枫举例：比如“互联网+医疗”服务，最切合实际的投

入方向应该是慢病管理，其中涉及到的轻问诊是最适合互联网服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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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个问题是安全，因为参与者众多，卫生是个性命攸关的事情，个

人信息数据不能泄露。安全需要从立法、技术、管理的流程上，甚至建

立惩处机制上等方面来完成，是一个体系建设。

【工作动态】

镇江 12320 参加“无忧避让 守望生命”主题宣传活动

启动仪式

3 月 11 日上午，由市文明办、市卫计委、市公安局等多家单

位联合主办的“无忧避让 守望生命，一起为生命通道让行”主题

宣传活动启动仪式在镇江万达广场隆重举行，镇江 12320 参加了

此次活动。

活动现场，12320 卫生热线通过展示宣传展板，发放生命急救

手册，12320 宣传三折页等形式向市民普及应急救护知识。市急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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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12320 相关工作人员现场指导市民心肺复苏操作流程。通过

此次宣传，强化了群众的自救互救意识，提高了自救互救能力。

次宣传活动由镇江日报、京江晚报、扬子晚报、现代快报、

电视台、电台、江苏交通广播、金山网等多家主流媒体进行报道。

镇江 12320 参加“全民自救互救素养提升工程”主题宣传

3月 18日上午，为积极响应江苏省“全民自救互救素养提升工程”，切

实提高民众自救互救能力，贯彻落实“健康镇江”急救知识普及活动，镇

江 12320 联合市急救中心走进镇江高专，打造自救互救素养提升工程推广

活动。江苏省卫生应急办主任顾帮朝、镇江高专副校长万碧波、市卫计委

应急办处长莫俊、市急救中心主任花长松等出席了活动。

活动现场，12320 卫生热线通过展示宣传展板，发放生命急救手册，

12320 宣传三折页等形式向市民普及急救知识。市急救中心、12320相关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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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人员现场为高专护理专业的同学及校急救协会的志愿者讲解了心肺复苏

技术及自动体外除颤仪的使用并进行了急救技能展示。

急救志愿者、高专在校大学生及校急救协会志愿者等 100 多人参加了

这次活动。镇江民生频道、金山网等媒体对此次推广活动进行了报道。

镇江 12320 卫生热线邀请网民走进急救中心科技体验馆

为进一步提高群众防灾避险意识和自救互救技能，不断提升应急救护

能力，3月 17日下午，镇江 12320卫生热线通过市金山网、0511梦溪论坛

以网上预约形式邀请网民走进急救中心科技体验馆。

急救科技体验馆现场，参观者观看急救宣传片，参观急救设备、器材，

学习如何正确拨打 120 急救电话，并在中心互动体验区模拟意外事故、灾

害避险中的包括心肺复苏和创伤救护、AED 机使用等紧急救援技术知识。

12320 热线向参观者了发放了《急救知识手册》，12320 宣传折页。

此次活动对提升公众卫生应急意识，提高群众自救互救能力打下了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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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的基础。活动受到了现场网民的一致好评，达到了良好的社会效益。

“12320 您身边的健康顾问”—请您走进直播室

“12320 您身边的健康顾问”。3月 20日是全国第五个“12320 主题宣传

日”。3月 18日下午，镇江 12320卫生热线邀请市名走进金山网直播室，现

场观看了 12320 宣传视频，使市民了解了 12320 是国家卫生计生委官方权

威健康传播平台，全心全意为百姓提供优质健康服务是 12320的服务宗旨。

活动当日，还邀请了镇江市第四人民医院儿科童庆主任和大家探讨了春季

气候忽变如何应对小儿发热，市民就此话题和专家展开了热烈的讨论。

通过此次活动，宣传普及了镇江 12320 卫生热线的服务功能，提高了

我市 12320的社会知晓度。

“社会共同努力，消除结核危害”镇江 12320 参加世界结

核病日防治宣传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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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 24 日是第二十一个“世界防治结核病日”。 3 月 23 日上午，市

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市 12320 卫生热线联合市第三人民医院、丹徒区谷阳

镇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在丹徒区谷阳集镇开展“世界结核病日”宣传活动。

活动中，市第三人民医院结核病防治专家为市民提供义诊服务。活动

现场通过摆放结核病防治宣传展板、电子屏播放 12320 宣传主题、发放健

康知识手册、12320宣传三折页及宣传礼品等形式，向市民宣传结核病防治

知识、12320 服务功能，群众踊跃参与，反响热烈，宣传效果明显，为我市

进一步做好“12320”卫生服务热线和结核病防治工作营造了良好的社会氛

围。

镇江民生频道进行了现场专题报道。

【12320受理分析】

镇江12320卫生热线2016年3月数据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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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3月，镇江12320卫生热线共受理各类来电咨询2344件次，

其中健康咨询电话1465件，预约挂号851件。网络信箱26件，共发送

手机健康短信8000件，手机卫生舆情推送360件，呼出服务524件，

第三方调查635件次，健康镇江网上信息发布440条，发布健康微博

120个，健康镇江微信160件。

咨询电话共计2344件，其中健康咨询1465件，专家在线56件；

12320投诉受理28件次，受理12345政府热线工单159件次,满意度

96.3%。

办理情况一览表（单位：件次）

内容
日常咨

询

工单交办
预约挂

号

领导信

箱及网

络

专家在

线
合计

1-3 月

合计12345 12320

数量 1465 159 28 851 26 56 2585 6040

投诉、建议统计（单位：件次）
接收数 转办数 办结数 满意率

投诉 159 159 159 96.3%

建议

3 月工单办理情况统计

单位名称 派单数 回单数 不满意数 满意率

江苏大学附属医院 6 6 100%

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 36 36 4 88.9%

镇江市第二人民医院 12 12 1 91.7%

镇江市第三人民医院 4 4 0 100%

镇江市第四人民医院 11 11 1 90.9%

镇江市第五人民医院医院 2 2 0 100%

镇江市中医院 5 5 1 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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镇江市口腔医院 1 1 0 100%

镇江市疾控中心 1 1 0 100%

镇江市中心血站 0

5镇江市卫生监督所 0

镇江市医疗保险结算中心 5 5 0 100%

镇江市急救中心 1 1 0 100%

镇江市卫生局 1 1 0 100%

丹阳市卫生局 7 7 0 100%

扬中市卫生局 0

句容市卫生局 3 3 0 100%

润州区卫生局 22 22 0 92.9%

丹徒区卫生局 22 22 0 100%

新区社发局 26 26 2 92.3%

京口区卫生局 22 22 0 100%

其他 0

合计 187 187 7 96.3%

3 月份信访处理情况汇总

来源 日期 标题 受理单位 类型 办理情况

省卫生厅

公众平台
3-18

建议恢复镇江第一人民医院下午 4 点以

后门诊的免费预约挂号费取消
一院 建议类 已回复

江苏省阳

光信访平

台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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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记信箱

市长信箱
3-08 关于六十年代下放遗留问题 四院 投诉类 已回复

局长信箱 3-18 手术后桡神经损伤 359 投诉类 已回复

监督投诉

在线咨询

建言献策

3-01 关于 2016 年执业助理医师报名 医政处 咨询类 已回复

3-03 放射人员生育问题 疾控 咨询类 已回复

3-16 护师证发放 丹阳 咨询类 已回复

3-17 医疗经营企业如何在卫生局备案 医政处 咨询类 已回复

3-17 中级何时聘 丹阳 咨询类 已回复

3-18
关于上亿元疫苗未冷藏流入 18省份的

新闻
疾控 咨询类 已回复

3-21 2016年口腔执业医师考试现场确认时间 医政处 咨询类 已回复

3-22 医保定点医院名单 医保 咨询类 已回复

3-22 凯里酸汤鱼店员工没有办理健康证 润州 投诉类 已回复

3-23 2015 年的执业医师资格证 医政处 咨询类 已回复

镇江论坛

3-01 二次报销 医保 咨询类 已回复

3-11 上班玩游戏 江滨 投诉类 已回复

3-14 配药 其他 投诉类 已回复

3-14 二次报销 医保 咨询类 已回复

3-22 灵活就业人员生育可以报销吗 医保 咨询类 已回复

3-23
镇江市二院携手上海市第一人民医院举

行大型专家义诊活动
二院 表扬类 已回复

3-25
市区运河路上这两家相邻单位大门前交

界处旮旯里的陈年垃圾到底谁来清？
疾控 投诉类 已回复

3-25
2016 年二胎政策男方有没有护理假,有

的话是多少天?
家庭流管处 咨询类 已回复

3-29
中医院彭主任亲自为白血病老人李留保

把脉捐款
中医院 表扬类 已回复

网络舆情

3-08 江滨医院的妇科专家您真惜字如金 江滨 投诉类 已回复

3-14
镇江江滨医院“8号药房” 有“鬼” 有

“故事”
江滨 投诉类 已回复

3-22

京口医院 你们给宝宝注射疫苗的护士

看完手机 直接给宝宝注射疫苗 有没有

人管啊

京口 投诉类 已回复

3-23
去年在市疾控中心打的狂犬疫苗有问题

吗？
疾控 咨询类 已回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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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年 1-3 月市级八家医院工作报表

医院

门急诊人次数 入院人数 出院人数

治愈好

转率（%）

病死率

（%）

病床使用

率（%）

出院者

平均住

院日

（日）

本期

上年

本期

上年

本期

上年

同期 同期 同期

江大附院 312315 308253 11986 11467 11827 11204 98.52 0.49 87.06 8.83

一院 311863 353249 16328 14603 16088 14395 97.57 0.41 85.13 7.92

二院 51426 51616 1970 1841 1911 1740 96.57 0.58 48.76 9.17

三院 42193 46722 1788 1850 1703 1686 96.60 0.40 73.18 16.88

四院 137951 144800 4699 4428 4619 4425 98.28 0.20 79.10 7.37

五院 25568 22728 665 455 631 394 96.81 0.32 116.88 98.17

中医院 79807 85985 1680 1676 1549 1585 99.51 0 58.55 9.44

口腔医院 27807 24457 10 — 10 — 100 0 1.98 3.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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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工单典型案例

1.市民来电建议：第三人民医院、丁卯医院等社区医院下班时间较

早（18:00下班），市民称江滨医院和康复医院距离丁卯较远，给丁

卯片区住户晚间就诊带来不便，希望有关部门在丁卯片区设置综合

门诊部，且安排医生值班。

新区社发局回复：已致电刘先生，告知丁卯桥路瑞康国际医院

正在建设中，其对回复满意。

2、市民来电反映：2015年 9月，其爱人生育二胎，现孩子还未上

户口，市民称昨日省人大已出台新人口计生法，故想了解2016年 1

月 1日之前生育的二孩，本市是如何处理的？

市卫计委回复：全面二孩政策实施时间为2016年 1月 1日起，

我省近日修改并审议通过的《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是围绕二孩政

策，对相关条款进行的修改和完善。投诉人所反映的二孩生育时间

为2015年 9月，仍按原政策执行。已电话诉求人，进行了沟通，表

示理解。

3、市民来电反映：其母亲3月 29日前往江滨医院肛肠科就诊，后

被医托带至大西路443号镇江协华银屑病白癜风医院。市民称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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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提供病历，且开药收费后无任何发票收据。市民怀疑该医院不正

规，希望有关部门尽快核实处理。

润州区卫计委回复：润州区卫生监督所4月 1日与诉求人联系，

将调查处理情况反馈。经查，该刘姓市民反映的“大西路443”疑似

黑诊所，实名为润州协华门诊部的医疗机构，持有《医疗机构执业

许可证》，有效期：2016年 4月1日至2021年 3月31日。为其母

“接诊”的徐广涛无医师资格证书、医师执业证书，已涉嫌违法，

监督员已立案，目前该案正在进一步调查处理中。

4、市民来电反映：其母亲一直住在第一人民医院普外科，3月 10日

院方在未通知家属情况下，护士长让其母亲前往医务科，后母亲床

位被安排他人，导致母亲无床位可住，市民不满。

康复医院回复：患者2006年因与我院存在医疗纠纷，早已无治

疗，并一直霸占床位。近期给予出院处理，已与患者家属沟通两次，

家属愿意至民事调或法院对纠纷进行处理，但要求医院继续让患者

住在医院，因患者现在无治疗需要，医院无法接受患者无理诉求。

3 月媒体监测风险提示

 传染病相关事件：

浙江义乌口岸首次在出入境旅客中检出甲型H1N1流感病毒、广

东新增两例输入性寨卡病例 全省报告至7例、北京已确诊4例输入

性黄热病病例等。

 食品安全相关事件主要:

卫计委：去年收到食物中毒报告169起死亡121人。

 环境及饮水卫生的相关事件：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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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职业卫生的相关信息：

吉林一煤矿发生煤与瓦斯突出事故 12人遇难、杭州大江东临江

工业园一工厂爆炸致1死 7伤、京港澳高速岳阳段发生油罐车爆炸

已致5死 20伤、安监总局：今年已发生3起煤矿重大事故 43人死

亡。

【联系方式】

镇江 12320 卫生服务热线

地址：镇江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电话：0511－12320

E－mail:zj12320@163.com

本期抄报：江苏省卫生信息中心镇江市卫生局

本期发送：镇江市各辖（市）区卫生局市直各医疗卫生单位

责任人 朱月兰 编辑 张梅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