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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邹翔

湖北武汉推出打通互联网医院和

零售终端的医疗健康服务平台，参保人
员可享受线上问诊、线上购药、医保支
付、配送到家等一站式服务；山东建立
医保大健康平台，为入驻平台的互联网
医院开通医保在线支付，医保信息可即
时核验；新疆利用互联网医院助推优质
医疗资源下沉，克孜勒苏柯尔克孜自治
州的患者可接受江苏医疗专家的“零距
离问诊”和远程检查……近年来 ，我国
互联网医院快速发展，带来了医疗行业
的新变革，让患者就医更方便、用药更
便捷。

当前，我国互联网医疗行业处于快
速发展期， 无论是互联网医院的数量、
用户规模，还是问诊量、市场规模都在
快速增长。 截至 2021 年 6 月，我国互联
网医院已超 1600 家。 新冠肺炎疫情防

控期间，互联网医院在保障患者医疗服
务需求、 缓解实体医院医疗服务压力、
减少人员聚集、降低交叉感染风险等方
面发挥着重要作用，互联网诊疗发展成
为医疗服务的重要组成部分。

不过， 互联网医院也出现了一些
“成长的烦恼”。 由于品牌认知度低、运
营团队缺失、患者网络就医习惯尚未养
成等原因，不少互联网医院面临“建而
不用”的问题。 某省互联网医院运营数
据显示，58 家公立医院建设的互联网医
院中，真正开展互联网诊疗业务的仅有
11 家。 如何合理设置互联网医院、提高
其使用效率、实现错位特色发展，避免
资源闲置和重复建设，成为亟待解决的
问题。

破解这一难题 ， 首先要明确互联
网医院的发展定位。 从发展前景看，互
联网医疗行业处于发展初期 ， 但其市
场成长性看好， 整体上仍有很大发展

空间。 “十四五”规划和 2035 年远景目
标纲要提出，积极发展互联网医院。 随
着 5G、人工智能等技术的发展及其与
医疗场景的加速融合， 互联网医疗还
将吸引更多社会投入。 但从发展现状
来看，互联网医疗离模式成熟、大规模
市场化应用仍有差距。 这意味着，当前
快速发展的互联网医疗 ， 面对着一条
充满挑战的“慢赛道”。 只有利用好互
联网平台的优势， 从做大流量迈向提
升医疗服务品质， 才能以独特价值赢
得市场地位。

推动互联网医院健康发展，帮助其
提升医疗服务品质， 要用好政策杠杆，
放大其建立在新一代信息技术应用基

础上的独特优势。 比如，互联网医院可
以再造就医服务流程，减少排队、等候
时间。 在慢性病管理中，互联网医院可
以利用大数据分析， 帮助患者有效用
药、治疗，网上复诊、购药，让患者省心

省力。 应支持互联网医院在这些领域错
位发展，与实体医院协同配合，发挥更
大作用。 同时，还要加强政策扶持，消除
互联网医院发展面临的一些政策壁垒。
目前，我国对举办互联网医院的实体医
院及医生的激励、价格支付等政策尚不
明确，应加快研究和论证。 监管部门需
要统筹考虑医疗行业和互联网模式的

特点，实现对互联网医院的包容审慎监
管，进一步促进互联网医疗行业规范健
康发展。

互联网医疗服务新模式新业态的

蓬勃发展，展示了互联网赋能卫生健康
事业的广阔前景。 只有沿着正确的发展
方向，方能打开机遇的大门。 对互联网
医院而言，就是要在保持快速发展势头
的同时，提供更高质量、更加规范的服
务， 从而更好满足人民健康新需求，为
健康中国建设作出更大贡献。

（据《人民日报》）

让互联网医院找准发展节奏

1 月 12 日 0 时~24 时，31 个省
（自治区、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
团报告新增确诊病例 190例。其中境
外输入病例 66 例（上海 31 例，广东
17 例，天津 6 例，福建 5 例，浙江 4
例，广西 2 例，北京 1 例），含 6 例由
无症状感染者转为确诊病例（浙江 4
例，广东 2 例）；本土病例 124 例（河
南 76 例，其中安阳市 43 例、许昌市
28 例、郑州市 3 例、信阳市 1 例、滑
县 1 例；天津 41 例，其中津南区 40
例、河西区 1例；陕西 6例，均在西安
市；广东 1例，在深圳市）。 无新增死
亡病例。 新增疑似病例 9例，均为境
外输入病例（均在上海）。

当日新增治愈出院病例 206例，
解除医学观察的密切接触者 2922
人，重症病例较前一日减少 4例。

境外输入现有确诊病例 1175
例（其中重症病例 2 例），现有疑似
病例 9 例。 累计确诊病例 11891 例，
累计治愈出院病例 10716 例， 无死
亡病例。

截至 1 月 12 日 24 时，据 31 个
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

设兵团报告，现有确诊病例 3460 例
（其中重症病例 10 例），累计治愈出
院病例 96283 例 ， 累计死亡病例
4636 例，累计报告确诊病例 104379
例，现有疑似病例 9 例。 累计追踪到
密切接触者 1466364 人， 尚在医学
观察的密切接触者 47490 人。

31 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新
疆生产建设兵团报告新增无症状感

染者 31 例，其中境外输入 22 例，本
土 9 例（天津 5 例，均在津南区 ；辽
宁 2 例，均在大连市；广东 1 例 ，在
深圳市；云南 1 例，在德宏傣族景颇
族自治州）；当日转为确诊病例 6 例
（均为境外输入）； 当日解除医学观
察 23 例（均为境外输入）；尚在医学
观察的无症状感染者 726 例 （境外
输入 674 例）。

累计收到港澳台地区通报确诊

病例 30459 例。 其中，香港特别行政
区 12821 例 （出院 12316 例， 死亡
213 例），澳门特别行政区 79 例（出
院 77 例），台湾地区 17559 例（出院
13742 例，死亡 850 例）。
（据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官方网站）

1 月 12 日 0 时～24 时， 全省新
增本土确诊病例 76 例 （郑州市 3
例，安阳市 44 例，许昌市 28 例，信
阳市 1 例）；无新增无症状感染者和
疑似病例 ；1 例境外输入确诊病例
治愈出院。

2020 年 1 月 21 日至 2022 年 1

月 12 日 24 时， 全省累计报告确诊
病例 2223 例（本土 2084 例、境外输
入 139 例 ）， 现有住院病例 592 例
（本土 579 例、境外输入 13 例）。 累
计追踪到密切接触者 58781 人 ，正
在观察的密切接触者 9364 人。

（据河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

截至 1月 12日 24时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最新情况

截至 2022年 1月 12日 24时
河南省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最新情况

我们每天都有三次放下手里的一切活计，走到餐桌旁边坐下来。这宝贵的时
间是用来吃饭的，也塑造并体现着我们的生活方式，餐桌当之无愧是进餐习惯的
教育平台。实践绿色低碳生活方式，就从我们的餐桌开始吧。 新华社发 徐骏 作

餐桌教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