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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吴文可

11月 4日，中国社科

院健康业发展研究中心联

合好大夫在线发布 2020

中国医院互联网影响力排

行榜，这是该榜单连续第5

年发布。

“中国社科院健康业

发展研究中心成立‘中国

医院互联网影响力研究课

题组’，旨在对患者在互联

网平台上真实发生的行为

轨迹进行大数据研究，并

通过榜单的形式公布我们

的研究成果，以期对于互

联网医疗各个要素的行为

提供参考”，中国社科院人

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所

长、中国社科院健康业发

展研究中心主任张车伟介

绍了研究的目的。

中国社科院健康业发

展研究中心以好大夫在线

平台611.6亿次的患者浏

览轨迹、6648万患者的在

线问诊记录、4.7亿次医患

交流、454.9万条患者在医

院就诊后的线上评价为基

础，将科室访问量、线上服

务量及患者评价得分三个

维度按2:5:3的权重进行

计算，最终得出2020年度

30个专科领域患者线上线

下就医选择的综合排名。

课题组成员、北京大

学公共卫生学院副研究员

傅虹桥介绍，优质医疗资

源集中的地方，医院的互

联网影响力也相对较高，

上榜的医院大都是老百姓

常识中的“好医院”，从侧

面反映了群众对优质医疗

资源的需求。

本次共有17个省133

家医院上榜，其中北京、上

海、广州分别有35、25和

14家医院上榜。此次河南

省共有郑州大学第一附属

医院、河南省人民医院、河

南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

院3家医院上榜。其中郑

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妇产

科、普外科、泌尿外科、血管

外科、心血管内科、神经内

科、肾病内科、内分泌科8个

专科均入围前十。据介绍，

自好大夫在线平台成立14

年以来，河南省共有14248

名医生在该平台上注册并

提供诊疗服务，3448205

位患者在平台上注册，医

生累计服务本地及全国患

者数达3140653名。

□记者梁露露

由河南省卫生健康委

指导，河南日报报业集团

主办，大河健康报社承办

的“健康中原·河南（第三

届）基层好医生评选”的

终评环节日前结束，“十

大基层好医生”“十大基

层好医生提名奖”“十佳

组织单位”获奖名单出

炉。

这一结果的产生，是

卫生职能部门负责人、医

疗资深媒体人、知名医疗

专家组成的评审团达成

的共识。评审团详细审

阅事迹材料，根据评选条

件，进行分析研判、充分

讨论，对参选的基层医生

进行了全方位评定，确保

评选结果全面、公正、客

观。

多平台、全方位报道
受到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

“健康中原·河南（第

三届）基层好医生评选”活

动自4月21日正式启动以

来，先后经历了专家初评、

网络点赞以及专家终评等

多个阶段。

9 月 21 日至 9 月 26

日，在河南省内各大媒体

和网络平台上，对参加评

选的基层医生、优秀基层

单位进行了广泛的宣传推

介和网络投票点赞。公示

点赞阶段，共收到点赞

369529个。

其间，各地卫生健康

行政部门、医疗卫生单位

和媒体围绕“健康中原·河

南（第三届）基层好医生评

选”活动，开展了丰富多彩

的配合宣传，进一步掀起

了学习先进、崇尚先进、争

当先进的良好氛围，社会

反映良好。

荣誉实至名归
值得为他们点赞

获奖的优秀基层医生

通过健康讲座、健康宣传

栏等形式，向老百姓传递

高血压、糖尿病等各种疾

病防治知识。有的医生医

术精湛，让老百姓不出远

门，就能解决大多数常见

病、多发病。有的医生积

极创新家庭医生签约服务

方式，不仅上门服务，还从

生活上关注辖区老人，有

效提升了履约率。更有医

生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间连

续数十天驻扎在防控隔离

点，不曾回家过一次。这

样的好医生，应该成为时

代楷模，接受大家的褒奖

与掌声。

按照组委会评选章

程，在终审结束后，活动借

助大河健康报全媒体平

台，对获奖的“十大基层好

医生”“十大基层好医生提

名奖”“十佳组织单位”进

行公示，公示期为2020年

11 月 6 日~2020 年 11 月

10日。在公示期间如有异

议，请拨打组委会电话进

行反映。组委会电话：

0371-65795613。

评选组委会相关人士

表示，在最终评审结果公

示期结束后，将举行“健康

中原·河南（第三届）基层

好医生评选”颁奖典礼。

届时，将通过报纸、广播、

电视、网络，对获奖者和获

奖单位进行集中立体式宣

传报道，并通过网络对颁

奖典礼进行全过程直播。

让我们共同期待！

“健康中原·河南（第三届）
基层好医生评选”结果公示

1.滑县卫生健康委员会

2.平顶山市宝丰县卫生健康委员

会

3.郑州市金水区卫生健康委员会

4.周口市郸城县卫生健康委员会

5.安阳市殷都区卫生健康委员会

6.驻马店市遂平县卫生健康体育

委员会

7.商丘市虞城县卫生健康委员会

8.洛阳市伊川县卫生健康委员会

9.南阳市方城县卫生健康委员会

10.开封市祥符区卫生健康委员

会

1.卢艳 济源市王屋卫生院
2.张宗义 柘城县铁关卫生院
3.王天柱 新密市白寨镇王寨河村卫生
所
4.王森鑫 项城市王明口镇苗庄村卫生
室
5.李坤 内乡县大桥乡卫生院
6.王永卫 沁阳市西万镇西万村第四卫
生所
7.谢启浩 濮阳经济技术开发区新习镇
卫生院
8.赵小亮 浚县浚州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9.赵乾伟 漯河市召陵区万金镇卫生院
10.姜春辉 商城县双椿铺镇中心卫生
院

中国医院互联网影响力排行榜发布
□记者吴文可

11月 4日，中国社科

院健康业发展研究中心联

合好大夫在线发布 2020

中国医院互联网影响力排

行榜，这是该榜单连续第5

年发布。

“中国社科院健康业

发展研究中心成立‘中国

医院互联网影响力研究课

题组’，旨在对患者在互联

网平台上真实发生的行为

轨迹进行大数据研究，并

通过榜单的形式公布我们

的研究成果，以期对互联

网医疗各个要素的行为提

供参考。”中国社科院人口

与劳动经济研究所所长、

中国社科院健康业发展研

究中心主任张车伟介绍。

中国社科院健康业发

展研究中心以好大夫在线

平台611.6亿次的患者浏

览轨迹、6648万患者的在

线问诊记录、4.7亿次医患

交流、454.9万条患者在医

院就诊后的线上评价为基

础，将科室访问量、线上服

务量及患者评价得分三个

维度按2∶5∶3的权重进行

计算，最终得出2020年度

30个专科领域患者线上线

下就医选择的综合排名。

本次共有 17 个省份

133 家医院上榜，其中北

京、上海分别有35和25家

医院上榜。此次河南省共

有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

院、河南省人民医院、河南

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3家医院上榜。其中郑州

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妇产科、

普外科、泌尿外科、血管外

科、心血管内科、神经内科、

肾病内科、内分泌科均入围

前十。

课题组成员、北京大

学公共卫生学院副研究员

傅虹桥介绍，优质医疗资

源集中的地方，医院的互

联网影响力也相对较高，

上榜的医院大都是老百姓

常识中的“好医院”，从侧

面反映了群众对优质医疗

资源的需求。

1.孟庆风 滑县八里营镇刘苑村卫生室
2.张世峰 宝丰县石桥镇高铁村标准化
村卫生室
3.孙保锋 郑州市东风路园田社区卫生
服务中心
4.柴万灵 郸城县李楼乡卫生院
5.白静 安阳市殷都区梅元庄社区卫生
服务中心
6.李治勇 遂平县玉山镇苏庄村卫生室
7.朱可可 虞城县杜集镇卫生院
8.徐卫 伊川县吕店镇卫生院
9.闫天才 方城县小史店镇徐冯庄村卫
生所
10.仇其森 开封市祥符区西姜寨乡仇
店村卫生所

十大基层好医生 十大基层好医生提名奖 十佳组织单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