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通过手机不但能够预约挂号和付费，还能实现医保报销甚至医疗商业保险理赔；走进诊室，还未开
口，医生就已经对你之前的就医情况甚至家族疾病史有了很详细的了解；登录手机客户端，可以查询自己
的健康档案……在省卫生计生委统计信息中心位于海口白龙南路的办公室内，十几名工程师正在夜以继
日地赶进度。他们所进行的工作，正是要帮助我们尽快实现以上便捷的就医和健康管理方式。

近日，我省出台《海南省全民健康信息化互联互通建设实施方案》（以下简称《方案》），加快推进全民
健康信息化建设，实现全省医疗卫生信息系统互联互通，医疗服务数据交互共享，提高群众就医服务体验
的获得感。

“这个App里存有我那么多信
息，连病例都有，这信息能不能保密
呢？”虽然感受到了智慧医院App带
来的就医便利，但三亚市民李丹也透
露出了自己的担忧。在当今互联网极
度发达的社会，公民在网络上登录过
的痕迹往往会被一些企业所收集和利
用，“其他信息也就无所谓了，这种医
疗信息还是很私人很敏感的。”

“我们现在由政府来统一打造这
个智慧医院APP，就是想要解决患者
通过网络挂号可能存在的信息泄露问
题。”陈昌裕解释，在整个信息化建设

的顶层设计中，最重要的就是信息标
准和安全标准建设。

健康医疗大数据中的信息涉及
很多个人的隐私。“在我们整个人口
健康数据库里，有很多个人隐私信
息。一开始我们在推动全民健康信
息化工作时，就特别强调个人隐私信
息的安全。每一步工作推进过程中，
都先考虑到信息安全，其后才陆续推
进后续工作。这也是为什么我们的
信息化工作推进不可能非常快，因为
要考虑到信息安全的因素。”陈昌裕
介绍，在引入第三方公司时，首先给

对方提出的要求就是要确保个人信
息安全。

目前，很多医院都引入第三方
公司为医院建设自己独立的预约
挂号和缴费平台，在这个过程中，
很难保证一些患者的个人信息不
会沉淀到一些公司的系统后台，造
成患者个人隐私信息如身份证、联
系方式、地址、健康情况等的泄
露。“而由省卫生计生委统一打造
的智慧医院APP，整个平台建设依
托省政府的政务云，信息是闭环运
行的。”省卫生计生委统计信息中

心副主任陈光焰解释，省政府的政
务云有更多的防护手段，按照高等
级的要求来运行。平台的运行还
会进行安全等级备案，接受公安部
门的管理和监督。同时，政府也会
请专业公司对平台进行安全等级
测评，及时发现和整改平台存在的
安全隐患，不断提升信息安全防护
级别。这些防护措施，也能够进一
步确保患者的所有信息都不会外
泄至第三方。“更好地保护患者的
个人信息，这也是政府主导打造智
慧医院APP的初衷。”

打造智慧医院最先考虑隐私安全
整个平台建设依托省政府的政务云，信息是闭环运行的，还会接受公安部门的管理和监督，确保患者信息不外泄

12月11日早上8时许，省三院普
外科的医生们正在查房。和很多医院
的查房不同，这些医生们没有抱着厚
厚的病历本，也没有带纸笔。上级医
师在查看患者情况并下医嘱时，住院
医师便在一辆移动手推车上的电脑上
迅速记录下了医嘱，需要查看患者相
关检查记录时，也可以在电脑上随时
调取。

“这就是我们的移动医生工作
站。”指着这台半人高的手推车，普外
科住院医师潘建民笑着说。有了移
动医生工作站，住院医师可以在病人
床头就完成医嘱工作，上级医师也可

以当场确认，不但缩短了医生书写医
嘱的时间，也能够避免医嘱书写出现
偏差。“除了这个移动手推车，我们在
平时的查房时还能够携带一台平板
电脑，随时调阅患者的详细病例，在
最短的时间内了解患者最详细的情
况。”潘建民说，在传统模式下，医生
要了解患者的病情，还得去翻看病历
本查找患者信息，这样既浪费时间也
容易造成失误。而有了随身可以携
带的平板电脑，医生则节省了很多翻
看病历的时间，也不容易出现失误。

除了医生，省三院的护士们也拥
有自己的移动护士工作站。“这台手推

车上，不仅有医用电脑、平板电脑，还
有输液器等诊疗器材，是一部移动电
脑与治疗车的结合体。”省三院烧伤科
护士长刘映华为记者展示了这台移动
护士工作站，她轻轻点击鼠标，科室里
57名病患的资料按照床位顺序，以不
同颜色显示在电脑屏幕上，“不同颜色
表示病人的不同状态，红色的表示欠
费，蓝色表示存在风险。”

刘映华介绍，移动护士站还具
有分类检索的功能，利用该功能能
够迅速找到重病症病患，有效提高
医护人员的工作效率，“以前要花费
近 2 小时才能了解 57 名病人的情

况，现在不到 10分钟就能了解，还
不会有遗漏。”

“将医生和护士工作站迁移，不
但能够大大降低医生和护士的工作
量，成倍地提高了他们的效率，还能
提高他们的工作质量。同时患者也
可以在床头就能通过移动护士站了
解自己的医疗花费，报销情况等，所
有的事项都能够了解得一清二楚。”
陈昌裕说，以电子病历为核心的医
院信息化建设，能够提升医院医护
人员工作的精细化和信息化程度，
以便为患者提供更加精准、高质量
的医疗服务。

移动工作站让医生随时调阅病例
用最短的时间了解患者最详细的情况，医护人员工作效率成倍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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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出便民APP后：就医时间大幅缩短、各医院检查结果互认,可迅速调取过往病例、家族病史……

智慧医疗减轻就诊“难”和“烦”
■ 本报记者 符王润 通讯员 徐敬

昨天上午11时许，在海口市的
某家医院内，海口市民孙女士正站
在等待缴费的长队中。“我8点就过
来了，排队挂号，排队看医生，现在
又得排队缴费拿药，折腾一个上午
了。”拿着缴费单，孙女士一脸无奈。

而在三亚的许晶却有着不同的
就医体验。

“我前段时间看到新闻说有一
个这样的APP，可以预约挂号。今
天来医院使用，还真的很方便，挂
号、缴费都不用排队了，而且我还可
以根据自己的时间安排来选择就诊
时间。”12月7日上午10时许，许晶
来到海南省第三人民医院（以下简
称省三院）就诊。由于事先已经通
过海南省智慧医院APP挂了号，她
比预约的时间提前了半个小时来到
医院，很快便看完了医生。出了诊
室，她便在APP上通过支付宝支付
了药费，直接到取药窗口取走了医
生为她开出的药物，“这次看病只用
了一个多小时。以前不折腾个半天
都走不出医院。”

海南省智慧医院APP是由省
卫生计生委主导开发的海南省智
慧医院平台的其中一部分。按照
传统的就医方式，患者的就医流程
大致为预约挂号——排队挂号
——分诊报到——诊室就诊——
排队缴费——检验检查——打印
报告——返诊——排队缴费——
取药——离院。而通过海南省智
慧医院APP，这个流程则可以缩减
为分诊报到——诊室就诊——检
验检查——返诊——取药——离
院。在这个过程中，大大缩减了患
者的就医时间。

今年 9 月，海南省智慧医院
APP正式在省三院上线。据介绍，
之前，患者从填写病例、挂号、候
诊、检验检查、缴费、检验检查处
理、复诊到最后的取药，全程需要
约200分钟。而该APP上线后，这
个流程大约只需要 80 分钟。目
前，这款APP已经在省三院、琼海
市人民医院、海南省平山医院等上
线，今年底将会在我省其他医院陆
续上线。

在海口市民李良亮的手机微信
中，分别关注了好几个医院的微信
公众号，“去不同的医院就得加不同
医院的微信公众号来预约挂号。”

而海南省智慧医院APP则可
以解决这个问题。

“海南省智慧医院APP将覆盖
我省所有的公立医院，等到我们省
的全民健康信息平台和国家的平
台打通后，可以实现全国公立医院
的全覆盖。这意味着只要下一个
APP，就可以在全国任何一家公立
医院进行预约挂号和缴费等业
务。”省卫生计生委统计信息中心
主任陈昌裕介绍，这个海南省智慧
医院APP的服务宽度和服务深度
都会不断拓宽，“下一步我们还将
实现通过APP查询个人健康档案、
实现医保统一支付和医疗商业在
线理赔等服务。”

海南智慧医院APP的建设也
将给民众就医带来实惠。联合药企
和金融企业等资源，海南智慧医院
APP未来还可以为患者提供挂号优
惠、购药满减、购药赠品、免费在线
问诊、商保优惠等一系列的优惠。

陈昌裕介绍，海南省全民健康信
息平台的建设，一项重要任务就是实
现信息的互联互通。“今年我们会争取
实现居民电子健康档案、全员人口库
覆盖全省城乡居民和信息共享应用，
基本实现与省政务信息共享平台、国
家全民健康信息平台的互联互通。明
年还会建设分级诊疗、区域影像诊断、
区域心电诊断、区域检验诊断等信息
化系统，全面实现我省全民健康信息
平台与省政务信息共享平台、国家全
民健康信息平台互联互通，信息资源
共享应用等。”

陈昌裕透露，一直以来，我省人口
健康信息化建设基础薄弱，顶层设计
欠缺，各市县、各部门、各医疗机构“各
自为政”，各业务系统自成体系，彼此
之间各不相关，也没有统一的建设标
准。因此，也造成了虽然同是医疗系
统，但各业务部门、各医疗机构的数据
无法共享的局面。

而通过将各个平台打通，将信息
资源整合，不但能够为医生提供更详
细的患者资料，帮助医生提供更精准
的医疗服务，还能够为政府的决策提
供有效参考。

全民健康信息资源的整合，到底
会给民众带来什么？

陈昌裕解释道，比如今后医院之
间可以实现检查结果互认，患者拿着
一家医院的检查结果，到同级医院或
者下级医院就可以实现互认，无需再
重复做检查（由于存在质量控制问题，
上级医院不一定承认下级医院的检查
结果）。又比如当人口信息、健康电子
档案、电子病例等数据都能整合到一
起，并能够供各大医疗机构的医生查
看调取后，医生接诊时就能够事先知
晓患者的具体情况，包括患者的健康
情况、历次的就诊病例，家族是否有遗
传疾病等，从而提供更加精准的诊疗
服务。

结合我省全民健康信息平台的建
设，待各个条块的业务信息实现整合
后，我省还将陆续推出各种公众服务
平台。“比如民众通过网站、手机客户
端、微信公众号、支付宝窗口等，就可
以查询到自己的个人健康档案、全省
的医疗机构分布、政府针对医疗机构
发布的监管信息等。”陈昌裕说。

信息的互通整合，还能帮助政府
作出精准的决策。“比如我们明年将要
建设的海南省公立医院运营综合监管
平台，能够实现全省二级以上医院经
营管理信息的汇聚和分析，这能够让
监管部门对各家医院的运营成本、药
费占比、控费情况等了解得一清二
楚。这一方面便于监管部门加强对公
立医院的监管，另一方面也能让监管
部门对公立医院建立更加精准的补偿
机制。”陈昌裕介绍道。

（本报海口12月27日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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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医院平台的建立
大大缩减患者就医时间，
全民健康信息平台和国家
的平台打通后，只下一个
APP，可在全国任何一家
公立医院进行挂号和缴费
等业务

就医耗时:
由200分钟
缩为80分钟

包括患者的健康情况、
历次的就诊病例，家族是否
有遗传疾病等，从而提供更
加精准的诊疗服务

接诊时医生能够
先知晓患者情况

（海南省第三人民医院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