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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DPR
                         （ General Data Protection Regulation )
             ——（通用数据保护条例）于2018年5月25日正式施行
目标：保护欧盟公民免受隐私和数据泄露的影响，同时重塑欧盟
的组织机构处理隐私和数据保护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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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华矩科技对某综合医院提供的数据治理服务为例

26

之九、依靠数据治理技术与服务
提供商进行质量管控



27

      具体问题：
      1.病种数据录入问题严重影响正确对码；
      2.错误数据发现慢，处理时间长；

 3.没有及时维护标准病种数据库（对标
ICD）；
 4.没有全面智能的医疗术语业务规则，病种
名称编码难匹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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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客户获益
• 减少数据处理成本，提升数据使用效率；
• 建立医疗数据匹配业务规则，提高数据匹
配率；

• 基于ICD-10建立全面、标准的病种分类数
据库，强化医院病案管

    理；
• 促进跨界数据整合，推动医疗大健康生态
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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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靠专业组织进行质量管控
——中国卫生信息学会健康医疗大数据医疗质量管
理与监督专业委员会

（1）成立时间：2017年9月2日召开成立大会；
（2）筹建与组建：依据中国卫生信息学会章程及
相关规定，“专委会”的筹备与组建工作由国家
卫生计生委医院管理研究所负责完成；
（3）委员组成：专业化、多元化，第一届委员将
由来自全国健康医疗领域卫生政策研究者、医疗
机构管理者、医务人员、信息管理人员、计算机
工程技术人员、医学科研机构、医学高等院校、
相关行业企业等各界人士担任常务委员及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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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专委会职责：

•将致力于健康医疗大数据在医疗质量评价、持续改
进、监督体系建设等方面的理论方法与标准研究；

•将专注于开展健康医疗大数据在医疗质量管理与监
督领域的应用研究；

•提升以电子病历为核心的医院信息化建设与应用水
平；

•大力培养医疗管理与大数据应用的复合型人才；

•积极推动健康医疗大数据领域的国际交流与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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