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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将核酸检测尧 疫苗接种和是否去
过中高风险地区这些信息自动整合到
健康码里遥 冶3 月 23 日袁国家卫生健康委
规划司司长毛群安在例行新闻发布会
上介绍袁这些信息均无须再填报遥

也就是说袁 打开健康宝等小程序袁
就能直接显示有没有接种过疫苗遥

此外袁野互联网+冶 医疗服务的医保
支付政策与线下保持一致遥 国家医保局
医药服务管理司司长熊先军解释袁参保
人在定点互联网诊疗的医疗机构就诊
所产生的费用渊不管是买药还是复诊冤袁
由医保的经办机构和提供互联网诊疗
的实体医疗机构进行结算遥

也就是说袁网上诊疗的费用袁医保
也能直接结算了遥

健康码能查疫苗接种情况了袁网上
诊疗也能医保结算了袁这些都和野五个
一冶有关遥 随着野互联网+医疗健康冶的落
地袁让野天使从网而降冶的实打实举措还
远不止这些遥

啥是野五个一冶钥
去年底袁国家卫生健康委尧国家医

保局尧国家中医药局围绕解决人民群众

医疗健康中的野急难愁盼冶问题袁研究制
定了 叶关于深入推进 野互联网+医疗健
康冶野五个一冶 服务行动的通知曳袁 推进
野一体化冶 共享服务尧野一码通冶 融合服
务尧野一站式冶结算服务尧野一网办冶政务
服务尧野一盘棋冶抗疫服务遥

前面提到的健康码查疫苗接种情
况以及网上诊疗医保结算袁 分别属于
野一码通冶融合和野一站式冶结算的具体
落地内容遥

除此之外袁各地都给出了扎实的探
索实践遥 目前袁全国各省市都已经出台
了 野互联网+冶 医疗服务和医保支付政
策袁北京尧上海尧江苏等地部分医疗机构
实现医保患者可以在家问诊尧 线上支
付尧药品配送到家袁天津尧黑龙江等地将
符合条件的互联网医疗机构纳入协议
管理范围噎噎

健康档案随身带
在江苏袁野一体化冶共享服务汇集到

一个名为野健康江苏通冶的 App 上遥 在这
个 App 上袁 不仅能够享受预约挂号尧线
上支付尧网上诊疗尧药品配送等医疗服
务袁 患者还可以查询检验检查报告尧影

像诊断报告等遥
野6100 多万居民的健康档案可以随

时自行调阅袁 健康档案实现随身带尧随
时用遥 冶江苏省卫生健康委副主任兰青
介绍袁有的影像资料容量比较大袁随身
带到手机里有一定困难袁今年将实施江
苏影像云项目袁把所有江苏医疗机构的
影像全面上云袁这样患者可以通过索引
来查询自己的影像资料遥

几千万群众的健康档案随身带袁得
益于前期的信息平台建设遥 兰青介绍袁
江苏在进行省市县三级健康信息平台
建设时设计了以身份证号码为索引的
自动汇集机制袁单个身份证号在省内所
有就诊记录都会自动汇集袁形成健康档
案袁三级医院的检验检查报告也做到实
时上传遥

导医有一套袁野经验最丰富冶排序
在一些电商平台上袁 有价格排序尧

热度排序尧销量排序噎噎这些设置帮助
人们快速找到心仪的商品遥 那么袁能不
能按照这个思路匹配到最合适的医生
呢钥

野现代医学专业性很强袁 分科越来

越细袁大医院有名的医生往往关注一个
领域袁在一个方面精通遥 但这些袁患者是
不了解的遥冶兰青说袁大部分人先选医院尧
再选医生遥

为了让患者直接找到最匹配的医
生袁江苏省设计了针对 26 万医生的人力
管理系统袁把所有医生的门诊尧住院尧手
术等相关的诊疗信息全部进行归集袁目
前包括 10 亿人次的门诊和 4100 多万份
的住院病例资料遥

大数据挖掘的重要意义之一是精准
匹配遥 野这个系统让公众可以知道某一
个疾病哪位医生看得最多袁通过 App 检
索到对这类疾病诊治经验最丰富的医
生遥 冶兰青说袁这就是精准导医遥

据介绍袁国家全民健康信息平台基
本建成袁并投入试运行遥 据不完全统计袁
目前 7700 余家二级以上医院建立起了
预约诊疗制度袁提供线上服务袁全国建成
互联网医院已经超过了 1100 家遥

毛群安表示袁野互联网+医疗健康冶
逐步从野可选项冶变成了野必选项冶袁从野锦
上添花冶变成了野雪中送炭冶袁互联网医疗
已经成为医疗服务的重要组成部分遥

张佳星

有媒体记者从交通运输部
获悉院网约车合规信息查询服
务日前正式开通遥 乘客可在交
通运输部微信公众号的服务
栏目点击 野网约车合规查询冶
功能袁输入车牌信息袁查询网
约车车辆和相应驾驶员的合规
情况遥

根据网约车管理有关规

定袁 合规网约车驾驶员是指通
过背景核查尧考核合格尧符合城
市人民政府规定条件且获得
叶网络预约出租汽车驾驶员证曳
的驾驶员曰 合规网约车车辆是
指已安装应急报警等装置尧技
术性能符合运营安全相关标
准尧 登记为预约出租汽车客运
且获得 叶网络预约出租汽车运

输证曳的车辆遥
交通运输部提示袁 合规的

网约车驾驶员和车辆袁 意味着
安全更有保障尧服务更有质量遥
为了保障乘车安全和服务体
验袁乘客要选乘合规的网约车袁
积极参与社会监督袁 共同抵制
不合规网约车遥

刘志强

外卖买药不跑腿袁 还能刷医保支付遥
近日袁浙江金华野网订店送冶医保结算试点
正式启动袁 当地参保人可以通过支付宝尧
饿了么尧淘宝下单袁在试点药店野刷医保冶
买药遥

野以前袁参保人用医保买药袁必须持卡
前往医院或定点药店遥 冶金华市医保中心
副主任吕警军介绍袁随着金华野网订店送冶
医保结算启动试点袁参保人只需在支付宝
激活并绑定本人的医保电子凭证袁就可进
行在线医保购药袁或者在相关网购和外卖
平台上搜索需要的药品袁在标有野医保支
付冶的定点药店购买遥

网上买药如何保证居民医保账户和
用药安全钥 据饿了么有关负责人介绍袁在
野网订店送冶流程中袁增设了三道野安全关
卡冶遥首先袁药品上架时平台会严格审批药
品类目袁危险药品一律不准上架曰其次袁支
付环节中在医保电子凭证认证的基础上
还专门增加一道野特殊认证冶袁确保人卡一
致曰另外袁药房配备执业药师会对每笔订
单复审袁 小票上还会标注药品批号效期遥
当消费者支付订单后袁药品将被密封在包
装袋里袁由饿了么或快递员配送到家遥

野耶网订店送爷医保结算是金华市市民
中心和支付宝尧阿里健康尧饿了么联合推
出的便民服务之一袁是在前期实行的浙江
24 小时耶网订店送爷的基础上结合国家医
保电子凭证激活个账基金的一次创新便
民服务遥冶吕警军介绍袁目前野网订店送冶医
保结算已经在金华 6 家药房试点启用遥

此前袁野送药到家冶已成为多个外卖
平台抢先布局的重点遥去年 6 月饿了么
和国大药房共同宣布开启战略合作袁国
大药房在全国近 5000 家药店全量上线
饿了么袁今年 3 月初饿了么联合高德推
出野地图找药冶服务袁近 10 万家在线药
店接入高德遥 用户在高德地图搜索野买
药冶袁即可查找附近的药店尧药品袁并可
通过外卖到家遥 有关数据显示袁美团去
年第三季度药品订单同比增加逾两倍袁
入驻美团买药平台的药店截至去年第三季度末近 10 万
家遥 近日袁美团上线了野百寿健康网冶袁据悉袁该网站涵盖
了医药招商尧代理尧展示以及售卖尧开店等全功能的医疗
服务遥

野目前袁 我们已在近 300 个城市推出了 24 小时送药到
家服务袁 药品范围也覆盖了从抗疫药品到日常用药的多个
品类袁其中 200 城的居民还可以在线购买高血压尧糖尿病等
慢性病处方药遥 冶饿了么有关负责人表示袁未来袁野网订店送冶
医保结算还将增加布点袁提升群众就医购药的便捷指数遥

让“天使从网而降”
互联网+医疗这些举措实打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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央视野3窑15冶晚会揭露了 360 搜索医药广告造假链条袁以及 UC 浏览器涉及为无资
质公司投虚假医药广告的问题遥 相关搜索引擎忽略自身监管责任袁容许虚假医药广告
登上搜索平台遥 庄永生 摄

网约车合规信息查询服务开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