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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化早诊断、早治疗、早康复；

坚持保基本、强基层、建机制；

普及健康生活、优化健康服务；

完善健康保障、建设健康环境；

发展健康产业、保障人民健康；

“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

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
2016年8月19-20日 没有全民健康 就没有全民小康

健康中国--国家战略



医疗卫生健康国情

整体水平：卫生总费用：4.1万亿元，

GDP占比：5.92%（美国：16.2％）

人口结构：总人口数：13.7亿

县级行政区（基层）：2850个

县级医疗机构：6500—7500家

基层覆盖人口：9.6亿（70%）

其中农村人口：6亿（43.9%）

（引自《2016年统计年鉴》）



城市农村医疗资源分布不均

基层医疗技术服务网底破碎

医疗现状不容乐观



慢病天价负担

经济负担 高昂的医疗费用劳动力缺失

社会负担 耗费大量社会资源因病致贫

心理负担 精神状态异常生活质量降低

全国2.6亿人患病 医疗费超5千亿美元

极大降低
个人、家庭、社会和国家整体幸福感



 2009年 17，541亿

元

 2016年 65，712亿

元增长3.7倍

国家财政医疗卫生支出增大



北京 2017.9.17

治疗为中心转向健康为中心

手段方法：

互联网 大数据 医学人工智能

小康社会—大众健康时代



生

健康是目标

医疗是保障



中国工程院：《中国健康服务业发展战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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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届杭州国际智能医疗大会 2017. 11. 15





《纲要》指出：加强健康医疗大数据应用体系建设，推进基于区
域人口健康信息平台的医疗健康大数据开放共享和广泛应用。

“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
2016年10月25日



“十三五”全国人口健康信息化发展规划
国发〔2017〕6号

《规划》指出：加强人口健康信息化和健康医疗大数据服务体系建设，推动
政府健康医疗信息系统和公众健康医疗数据互联融合、开放共享，促进健康
医疗大数据应用发展。



《纲要》指出：构建电子健康档案、电子病历数据库；建设医疗
健康管理和服务大数据应用体系。

《大数据发展行动纲
要》

国发〔2015〕50号



《意见》指出：
将健康医疗大数据应用发展
纳入国家大数据战略布局，
规范和推动健康医疗大数据
融合共享与开放应用，建立
和完善全国健康医疗规范数
据资源目录体系，全面深化
健康医疗大数据应用，营造
促进健康医疗大数据安全、
创新应用的发展环境。

促进和规范--应用健康医疗大数据指导意见

国办发〔2016〕47号



健康医疗行业--大数据

1 医疗体系
 通过区域信息化、在线问诊、远程医疗等技术链

接上下级医疗机构，实现医疗资源优化配置。

 建立电子病历共享措施，搭建数字化医疗健康服

务中心，提高效率精准医疗。

 制定更优的付费机制，将按服务收费转变为基于

价值的付费机制，如DRGS。

2 机构运作
 通过商业智能，优化供应链及患者

管理，提升医院、诊所、药店等传

统医疗机构的管理效率，提升就医

体验。

 提高工作效率，加强员工培训，改

善薪酬机制，调动员工积极性。

3 临床研发

 通过基因测序、影像识

别等技术挖掘更多维度

的数据，缩短临床验证

周期，提升新药研发效

率。

4 诊断治疗

 通过认知计算、机器学习等技

术。实现精准治疗，辅助提升医

生诊断治疗效率，提高医疗服务

质量。

5

 通过可穿戴设备、在线问诊、远程医

疗、人工智能等技术间的相互配合，为

用户提供健康管理、疾病预测，提供有

效的干预方案，降低医疗费用支出。

健康管理



健康医疗大数据发展的三个阶段

序号 内涵 内容

第一阶段 夯实基础 构建统一平台
健全标准体系
数据共享开发
建设防护体系
完善应用系统

第二阶段 深化应用 全民健康应用
临床科研应用
行业治理应用
预警决策应用

第三阶段 创新发展 新业态
新数据
新模式
推广试点





健康医疗大数据爆发式成长

 每年以48%的速度增长，是增
速最快的行业之一，从2009
年到2020年预计增长44倍。

 2016年末，我国大数据市场
规模达到2485亿元；

 2020年，市场规模预计将达
到13626亿元的高点；

 2020年，我国医疗大数据应
用市场规模将达到79.05亿元。

医疗行业在数字世界占比高

医疗行业 其他行业

30%



 2016年10月21日国家卫
计委健康医疗大数据应用
及产业园建设试点工程启
动。第一批试点省市：福
建省、江苏省及福州、厦
门、南京、常州。

 2017年12月12日，启动
第二批试点省市：山东
省、安徽省、贵州省。

健康医疗大数据产业园启动



国家人口与健康科学数据共享平台

 2017年1月，国家科技基础建设重要平台、国家人口
与健康科学数据共享平台发布。
《2016年度国家人口与健康科学数据共享平台科技资源》

 本次发布237个数据集（数据量49.1TB，2.8亿条），包括生
物医学、基础医学、临床、公共卫生、中医药学、药
学、人口与生殖健康七大类的数据集。



2017年在国家卫计委的牵头下，三大国家级健康医疗大数
据公司正式成立，承担着国家健康医疗大数据中心、区域中
心、应用发展中心和产业园建设任务，

国家成立健康医疗大数据公司

 中国健康医疗大数据产业发展集团公司

 中国健康医疗大数据科技发展集团公司

 中国健康医疗大数据股份有限公司



健康医疗大数据发展规划：
1+7+“X”

东北数据中心

华北数据中心

华东数据中心

华中数据中心

华南数据中心

西南数据中心

西北数据中心

1个国家数据中心 7个区域数据中心 X个应用发展中心（医疗、科技、文化、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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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行业治理 ②临床科研 ③公共卫生

⑤便民惠民 ⑥产业发展

卫生体制改革评估监测

医院精细化运营管理

医疗保险控费

临床决策支持

基因测序与精准医疗

临床医学示范数据中心

新药研发

公共卫生监测评估与决策管理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预警与应急
响应

整合多方多源监测数据

疾病危险因素监测评估和健康
保健智能应用

优化诊疗流程

一体化电子健康服务

互联网健康医疗服务模式

数据相关服务

传统产业融合

衍生平台

④管理决策

决策支持

资源优化配置

成本有效控制



健康医疗大数据产业链

①健康医疗信息数字化

监测 档案 轻问诊

院外数据

行为 影像 电子病历

院内数据

外显子 全基因

基因数据

②存储分析可视化

影像识别 语义处理 认知计算

分析可视化

提供云端储存、计算等服务，满足健
康医疗大数据企业数据处理等需求。

云服务

语音识别 生物信息

③终端应用

健康
管理

慢病
管理

消费
基因

C端

在线
问诊

精准
医疗

辅助
诊断

随诊
服务

分级
诊疗

精准
营销

供应链
管理

医疗
控费

其他

B-B-C端 B端



图片来源：2018年中国健康医疗大数据行业发展现状及发展趋势分析





“一带一路”，深耕医疗健康服务业

借助区域发展大势，开展务实高效合作。



——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副主任曾益新
“一带一路”互联网+医疗健康大会

2018年8月17日

第一，加强对话，对接各国互联网+医疗健康数据标准，推
动信息互联互通。

第二，创新合作，共享互联网+医疗技术和服务模式，推进
互联网技术在一带一路卫生合作中的应用。

第三，保障安全，构建可靠的互联网+医疗健康命运共同
体。

“一带一路”互联网+医疗健康大会



62位两院院士

10万余专家会员

120个二级分会

7大医学领域

成立于1987年，以践行健康中国发展

战略为己任，探索医疗健康服务创新模式。

“一带一路“区域协调共促医疗健康和谐

发展。

中国医疗保健国际交流促进会



医疗健康服务创新模式

医疗健康服务管理标准化体系建设

全学科大众化智能化诊疗平台建设

智能技术分步准入评估与法规建设

医疗健康分级管理与诊疗流程建设

构建模式开展多区域示范基地建设



三级医院
基层
医疗
机构

体检机
构

县级医
院

区域健康医疗机构

医疗健康服务创新模式

 人工智能技术提升医疗健

康服务管理水平

 融合医疗服务和健康管理

的全闭环标准化体系

 区域内人群和健康医疗机

构的全覆盖



心系千家万户 惠及黎民百姓

华佗工程是一个公益项目，

以医疗健康服务重心下移为引导，

推动城乡一体化专科标准化体系建设，

促进建立分级诊疗新模式。

华佗工程



华佗工程—技术帮扶基层

 适宜诊疗技术下移

整合优质医疗资源，全国范围组织医学专家建立“专科专项技术服务团

队”，以老少边穷地区为重点，建立帮扶合作关系。

 推广建设功能性全民健康档案

利用医疗健康网技术，以电子病例为基础，建立即时高效、全方位、全覆

盖、物美价廉的全民功能性健康档案。

 发挥中医中药优势

结合中医服务体系，以中医保健康复为依托，实现全民健康管理。开展健康

管理、亚健康康复、慢病管理等项技术服务。

坚持医疗健康服务重心下移，推动城乡一体化专科标准化体系建设，

促进建立分级诊疗新模式。

中国医疗保健国际交流促进会主导



华佗工程

1个
理念

践行健康中国
国家战略 2大

目标

① 下沉优质医疗资源
② 提升基层服务能力

3个
平台

① 专家学术平台
② 金融支持平台
③ 信息技术平台

4大
模块

① 公益活动
② 学科建设
③ 医学人工智能
④ 健康小镇

“华佗工程”是一个坚持政府主导、学术引领、社会参与的公益项目；

探索医疗健康服务创新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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