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湖南省怖床栓聡中心文件

湘栓中学 〔2020〕 15号

湖南省皓床栓聡中心

美子倣好 2019年度二彼公立医院須数考核

第十二項指林基硼数据上授通知

各有美医痛机杓 :

力捉升仝省二象公立医院的服券能力和管理水平,落共湖南

省工生健康委 《美子倣好 2019年度二須公立医院須妓考核工作

的通知》(湘工函〔2020〕 392号 )的工作要求,湖南省皓床栓詮

中Jむ (以 下筒称中Jむ )主要承担我省二須公立医院須妓考核第十

二項指林“省象室同廣量汗介皓床栓詮項目参加率和合格率"的数

据上扱和常核工作。力高妓仇反完成我省 2019年二象公立医院

(以下筒称考核医院 )須数考核第十二項指林数据上扱工作, 現

杵有美事項週知女口下:

一、仝省各考核医院及医学校お科庄提高対二象公立医院須



妓考核工作重要性的汰ス,鹿指定第十二項指林基拙数据上扱的

責任主体,接叶完成数据上報工作。力保障中′む対各考核医院第

十二項指林基袖数据常核的寺立性和咲絡的便宜性,推存責任主

体力医学校詮科。

二、第十二項指林基拙数据上扱入ロカ栓詮医学信息図

(w―。clinetocomocn),敗声絡称和密4与考核医院参カロ我省1脂床

栓詮室同廣汗 (EQA)的実詮室端褐和密4相 同 (操作流程兄附

件 1)。 考核医院医学校詮科只需女口共勾逃共詮室 2019年度已升

晨的栓詮項目(不包合外送 ),其他数据来源千我省1脂 床栓詮 EQA

系筑中的自功提取。

二、参々我省 2019年度二象公立医院鏡妓考核第十二項指

林基拙数据上扱単位 132家(包合 38家中医医院,絡 単兄附件 2)。

四、我省考核医院第十二項指林基拙数据上扱叶同2020年 7

月 16日 升始,裁止叶同力 2020年 7月 29日 。対考核医院出現扱

送数据扱送不及叶、有明呈邊輯借浜等情形,中 ′む杵要接照有美

規定上扱省工生健康委医IEA医 管炎逃行ミ扱。

五、我省二象公立医院鏡妓考核第十二項指林基拙数据上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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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歩:系銃獣汰力 2019年度,在系銃界面中逆行項目勾逸 ,

勾逸完成后点告提交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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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湖南省 2019年度二吸公立医院須数考核第十二項指林

基硼数据上扱単位 (132家 )

湖南省地ゲ医院 祁末芸人民医院

K沙市望城区人民医院 未陶市人民医院

K沙去第一人民医院 常宇市人民医院

法l IEl市 集里医院 召|IEl市 第二人民医院

林洲市瀑口区人民医院 召F rEl市 胸科医院

依姜人民医院 郡末市人民医院

茶陵芸人民医院 新召F去人民医院

炎陵姜人民医院 召I IEl芸 人民医院

林洲市三医院 洞口具人民医院

湘渾市口腔医院 緩守去人民医院

湘渾市第二人民医院 新宇具人民医院

湘渾市第二人民医院 城歩首族自治姜人民医院

剖山市人民医院 岳IEl市 云渓区人民医院

衡IEl市 第二人民医院 君山区人民医院

南準大学附属第二医院 岳IEl芸人民医院

衡IEl姜人民医院 湘開具人民医院

衡南姜人民医院 瀬ジ市人民医院

衡山芸人民医院 皓湘市人民医院

衡末芸人民医院 常徳市第二人民医院

安多芸人民医院 永州1市第四人民医院

1監 温芸人民医院 ネI IEl芸 人民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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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源芸人民医院 末安芸人民医院

津市市人民医院 双牌■人民医院

張家界市武陵源区人民医院 道具人民医院

慈不1■人民医院 江永姜人民医院

桑植芸人民医院 宇近去人民医院

益IEl市 第二人民医院 藍山芸人民医院

南去人民医院 新田去人民医院

益「口市大ミ湖区人民医院 江準瑶族自治芸人民医院

安化芸人民医院 杯化市第二人民医院

況江市人民医院 中方芸人民医院

榊州1市第二人民医院 況陵芸人民医院

桂FEl芸 第一人民医院 辰漢去人民医院

宜章去人民医院 会同具人民医院

永共姜人民医院 麻陶首族自治芸人民医院

嘉禾去人民医院 新晃個族自治芸人民医院

1脂 武去人民医院 主江イ同族自治芸人民医院

汝城具人民医院 靖州首族イ同族自治芸人民医院

桂末姜人民医院 委底市第二人民医院

安仁姜人民医院 双峰芸人民医院

姿米市第一人民医院 新化芸人民医院

永州市胸科医院 冷水江市人民医院

注源市人民医院 湘開芸中医医院

吉首市人民医院 怖湘市中医医院

済渓去人民医院 安多芸中医医院

風凰■人民医院 温姜中医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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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垣芸人ス医院 1臨 温臭中医医院

保靖具人民医院 桃源具中医医院

古丈芸人民医院 石1可 芸中医医院

永順芸人民医院 慈不1芸 中医医院

湘西土家族首族自治州1精神病医院 桑植芸民族中医院

九山芸人民医院 南芸中医医院

使具中医医院 安化芸中医医院

茶陵具中医医院 桂rEl芸 中医医院

湘渾去中医医院 嘉木芸中医医院

湘多市中医医院 1臨 武芸中医医院

衡山芸中医医院 汝城姜中医医院

衡末芸中医医院 安仁具中医医院

未rEl市 中医医院 祁rEl市 中医医院

常宇市中医医院 道具中医医院

郡末市中医医院 宇近芸中医医院

召FrEl芸 中医医院 江準瑶族自治具民族中医院

隆回芸中医医院 況陵芸中医医院

武図市中医医院 淑浦芸中医医院

準容芸中医医院 冷水江市中医医院

風凰姜名族中医院 保靖姜中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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抄送:省工生健康委、省中医葬管理局 ,

各市州1工生健康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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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 7月 13日 印友湖南省怖床栓聡中l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