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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基于新冠肺炎疫情对中国医疗卫生体系和公民生命健康

带来的巨大挑战，结合过往的项目经验与国际及国内案

例分析， 罗兰贝格认为，未来公共卫生体系构建应在

夯实智慧城市居民电子健康档案、市民档案、交通信

息、公安信息数据平台的基础上，秉承以人为本的价值

定位，构建发达的人群健康管理体系、医疗机构协作体

系、人员及医疗物资保障体系、评价及监督体系，和平

时期未雨绸缪，非常时期从容应对。

我们期待中国的公共卫生体系能在本次疫情防御战后逐

步实现凤凰涅磐，在疫情感知与预测、灵活医疗资源统

筹、精准民众健康管理、高效医疗机构协作、透明舆情

疫情管理等方面取得系统性的改善与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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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新冠肺炎疫情带来的挑
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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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陌春将晚。自2019月12月以来，新型冠状病毒疫情汹

涌而至。短短数周，我们以各种形式亲身参与了抗击疫

情，见证了无数医务人员的逆行奋战、无数企业的鼎立

支援。疫情仍在延续，为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社会各

界万众合力、医疗人员八方支援、医院病房快速建设、

疫苗和药物研究等方面积极开展应对措施，全面开展疫

情防控工作。

当前各方正在克服各种严峻挑战：疫情感知通报滞后、

医疗物资保障及供给不足、人群健康管理缺失、患者隔

离不及时不到位、医疗资源严重不足、城市体系协作及

监督评价不到位、舆情及疫情管控混乱等问题。但如果

不从本源上进行缜密的卫生服务体系建设，我们依然会

在下一次的疫情中慌乱不堪，损失惨重。

在重大疫情面前快速反应、处置得当，是一项系统工

程，考验的是城市治理及运营水平，而其基础在于做到

心中有“数”。疫情感知分析、资源供给保障、人员健

康管理、医疗服务管理、疫情舆情管理等均需以事实为

依据做出科学判断。但现在碎片化的各类信息和散乱的

系统无法支撑良好决策，也导致了执行层面的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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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

对中国公共卫生体系发
展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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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然爆发的新冠肺炎疫情固然对国家发展和城市治理带

来了多方面的严峻挑战，也引起了政府、民众和社会各

界对医疗卫生体系构建的思考。中国公共卫生体系在未

来应当如何完善？如何确保建成的卫生体系能够有效地

应对类似新冠肺炎等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如何确保应对

体系的可持续性？

以人为本的整合式服务是未来医疗体系发展的方向，其

以价值为驱动的模式能追求更好的疗效和更低的成本。

公共卫生体系是医疗卫生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需要

在日常时期通过疫苗等措施及健康管理手段预防疾病、

通过强大的医疗手段治疗疾病，更需要有敏感的侦测疾

病能力，在非常时期拥有强有力的医疗专业组织和后勤

支援抗击疾病。发达的公共卫生体系需要从战略方向、

服务、基础设施等层面进行完备的体系化建设，才能确

保健康安全的美好生活。

罗兰贝格认为，未来公共卫生体系构建应在夯实智慧城

市居民电子健康档案、市民档案、交通信息、公安信息

数据平台的基础上，秉承以人为本的价值定位，构建发

达的人群健康管理体系、医疗机构协作体系、人员及医

疗物资保障体系、评价及监督体系，和平时期未雨绸

缪，非常时期从容应对。  01

核心价值层

1)  以人为本

以人为本即意味着所有的体系设计从以疾病治疗为目标

转向以人群健康为目标，改变碎片化的服务提供方式和

资料来源：罗兰贝格医疗健康及生命科学中心

01 未来的公共卫生体系构建

以人为本

日常时期防治并重 非常时期灵活应对

基础设施层

服务层

居民电子健康档案 智慧轨迹大数据 智慧公安大数据 其他综合信息大数
据

人群健康管理体系 医疗服务协作体系

核心价值层

医疗物资保障体系 评价及监督体系

日常时期防治并重

人群健康管理体系

居民电子健康档案 智慧轨迹大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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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机构为主体的数据存储方式，实现以单一居民个体为

主的整合性、连续性的服务和信息记录。

未来的公共卫生体系，应该服务于“健康中国2030”的

顶层目标，将“以人为本”作为体系构建的核心价值，

并将日常时期防治并重和非常时期灵活应对作为“以人

为本”的两大内涵延伸，并依托夯实的基础层与服务层

得以实践。

日常时期防治并重

转变以治疗为主的医疗现状，开展居民健康管理，强调

防未病，同时也为后续的疾病治疗提供全面详实的健康

数据，提高诊疗效率，此举既能有效控制全民总体医疗

健康成本，也有助于及时发现特殊传染性疾病，追溯传

染源头和传播路径，从而提前预警。

非常时期灵活应对 

前瞻性地制定非常时期的应急策略，一旦发生突发事

件，基于日常时期积累的扎实的数据，迅速统筹协调医

疗卫生体系内资源，从而灵活应对。

服务层

2)  人群健康管理体系

以居民电子健康档案为核心依托，对全民进行分群(包括

但不限于：健康人群、亚健康人群、慢病患者、危急重

症患者等)，并对不同群体提供针对性的诊疗护理及健康

管理服务，从而提升民众个体的健康免疫水平和健康管

理体验。

3)  医疗服务协作体系

构建完善的分级服务网络、针对不同疾病的急救和救

助机构及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管理组织，确保各类医疗

机构 (包括但不限于：高水平医院的专业医疗治疗机

构、专业流行病诊断及处置机构、健康管理的基层医

疗机构、以疾病控制为中心的卫生监督执法机构、健

康教育专业机构、专业药品研发机构等)发挥各自核心

价值的基础上，以数字化手段为依托，通过电子病历

和无界医疗为技术依托支持医疗机构联动协作，实现

医疗资源合理配置。 

4)  医疗物资保障体系 

打造涵盖医药、医械、防护用品等医疗物资的储备资

源、生产、调运、接收等环节的统筹，加强中央、地方

和军队之间的数字化支撑体系，实现必需医疗物资在中

央与地方、地方政府与地方政府、军队与地方之间的高

效调配。

5)  评价及监督体系 

从顶层规划管控医疗卫生体系，并定期公开信息，形成

政府各部、社会各界与民众对体系的监督与评价机制。

同时，在体系构建中吸收并善用各类前沿技术，开发各

类延展性的应用与服务，从而响应不断演进的医疗卫生

需求。

基础设施层

6)  居民电子健康档案

居民电子健康档案是公共卫生体系中的基础设施。此档

案应涵盖居民基本信息、按时间顺序排列的就诊记录、

检查记录、体检记录、生命体征数据等信息。

目前这类信息散落在各三甲医院、社区医院、家庭医

生、个人智能硬件等机构和设施中，尚未形成完整

的医疗数据链。目前，上述数据采集和存储的电子化

已基本实现，但在数据治理和应用方面，进展依然缓

慢。从技术层面看，存在数据采集口径不统一、逻辑

设定不相同、系统接口不相容等问题，但究其根本在

于缺乏国家层面的组织机构的强力推动。我们呼吁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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央政府牵头，完善数据管理法规、引入技术实力较强

的社会企业，通过政企联合的方式，完成区域间及医

疗机构间的数据互联互通，为每位居民构建一份可随

时追溯的电子健康档案。对居民个体而言，完整的医

疗信息记录有利于疾病预防、慢病管理和术后随访监

测等；对医疗产业链而言，有利于疾病研究、药械研

发、产能配置等；对整个社会而言，有利于降低整体

医疗成本、优化医疗资源配置、提高健康水平且及时

发现传染性疫情等。

7)  智慧轨迹大数据

智慧轨迹大数据是融合居民个人的通信、高铁、航空和

消费等数据，从而形成的完整的时空轨迹。

目前，上述各类信息均已实现了实名制，但隶属于不同

的机构和组织中，与医疗信息类似存在数据治理问题，

单从整合难度上看，其低于医疗数据。此外，智慧轨迹

大数据应用范围广泛，也是智慧城市建设必不可少的一

个环节。

8)  智慧公安大数据

智慧公安大数据是基于视频图像识别和物联网技术，结

合公安信息，实现人员、车辆追踪和分析，构建实时移

动轨迹，且可监控舆情变化，实现舆情预警和反馈。智

慧公安叠加智慧轨迹数据，可以构建较为完整的居民画

像。

目前，公安数据依然存在各警种信息不互通，区域间系

统不兼容等问题，亟需构建以人为本体的贯通各警种、

打破地域局限的融合信息平台。

9)  其他综合信息大数据

包括传染病监测和报告数据、疾病预测及预警数据、临

床预防信息互联互通信息、临床及预防专家信息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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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分

发达的公共卫生体系在
疫情中的价值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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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达的公共卫生体系

疫情当前，全社会应继续发挥公共卫生体系在非常时期

的作用，包括快速疫情感知与预测、彻底切断传播途

径、灵活医疗资源统筹、精准民众健康管理、高效医疗

机构协作、透明舆情疫情管理。  02

1)  快速疫情感知预测

在完善的智慧医疗卫生体系中，以居民电子健康档案为

依托，区域跨医疗机构诊疗数据的实时汇总，并结合流

行病学分析、建立和推演预判模型成为可能。值得注意

的是，在本次新冠肺炎疫情当中，未全面掌握核心医疗

卫生数据的海外机构已经能提前做出相应准确的预测，

跨区域医疗机构诊疗数据的实时汇总预计将进一步赋能

建模推演，医疗卫生体系将能更快感知疫情的爆发与进

展。

加拿大健康监测平台BlueDot 利用AI算法，搜索新闻报道

等资讯，跟踪并预测传染病，于2019年12月31日即发出

了提前疫情警告(该组织还曾成功预测Zika疫情在南佛罗

里达州的位置)。

而在区域医疗机构数据汇总形成公共卫生大数据的基础

资料来源：罗兰贝格医疗健康及生命科学中心

02 发达的公共卫生体系在疫情中的价值体现

快速疫情感知与预测

彻底切断传播途径

灵活医疗资源统筹

精准民众健康管理

高效医疗机构协作

透明舆情疫情管理

1

2

3

4

5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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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常时期防治并重 非常时期灵活应对

基础设施层

服务层

居民电子健康档案 智慧轨迹大数据 智慧公安大数据 其他综合信息大数
据

人群健康管理体系 医疗服务协作体系

核心价值层

医疗物资保障体系 评价及监督体系

日常时期防治并重

人群健康管理体系

居民电子健康档案 智慧轨迹大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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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进一步结合人口流动大数据，建模推演预判疫情的

传播轨迹，则是应对此类流行病急性爆发的另一大助

力。前文提到的加拿大健康监测平台BlueDot，在提前发

出疫情警告后，更成功预测了该疾病将迅速从武汉扩散

到曼谷、汉城、台北和东京的传播轨迹。

2)  彻底切断传播途径

结合公安和时空轨迹大数据，我们能精准判别流出疫区

的人员及其行动轨迹，通过精准隔离方式可以极大程度

降低异地扩散概率和损害程度。例如，结合智能硬件设

备，可随时监察被隔离人员体温，若发现异常即可系统

预警，社区对此采取相应措施；结合通信运营商地理信

息数据，可监测被隔离人员是否离开隔离区域，若发现

离开可即刻电话沟通。此举既可以有效降低基层人员的

执行压力又实时精确，甚至可以避免粗暴执行过程中发

生的人员冲突。目前，韩国及新加坡均采取此种政府与

电信公司合作的方式协助防疫隔离，精准有效。

武汉疫情在春节阶段发病量剧增，在医疗设施及医护配

置尚未到位的情况下，对大量疑似及高度疑似人员实行

居家隔离。然而，在很多聚集性发病的家庭中，疑似人

员依然外出采购蔬菜等生活必需品或带家人至医院就诊

等，造成疫情扩散加重。同时我们也惊喜地看到，此次

肺炎疫情中，上海市浦东新区尝试通过对接三大移动运

营商以及互联网、银联等支付平台，绘制新确诊人员的

行动轨迹，调取与其轨迹有交集的人员，对其进行隔离

观察，同时充分利用通讯基站以及GPS提供的数据精准

定位，动态管理预警留观人群的位置动向，从而极大降

低再度传播的可能性。

3)  灵活医疗资源统筹

依托医疗机构间数据互联互通，并根据区域内医疗需求

分布(包括实时汇总的确诊治疗患者量、建模估算的周边

地区潜在患者量等)，灵活统筹协调不同医疗机构间的

资源供给(包括医护人力、医用耗材、床位等硬件资源

等)；同时根据前面提到的疫情扩散模拟数据，可提前规

划配置医疗资源，从而切实控制传染源，防止其进一步

扩散。

日常即与药企、医疗器械、流通企业等医疗卫生体系外

部参与方建立协作，共同建立药品及医疗器械储备体

系，应对疫情等非常时期的医疗资源紧张问题。目前，

中国仅建立了中央医药储备库，可尝试前置部署省级或

大区级医药储备库，并依托数字化实现全国统一灵活调

度。通过系统对接供需，进行透明高效调配，可有效规

避因后勤保障(如口罩等防护物资)不到位造成的抗疫延

迟。

4)  精准民众健康管理

基于居民电子健康档案确定易感人群，并通过精准医疗

协助保护易感人群。例如，此次新冠肺炎的危重及死亡

病人以本身有基础性疾病的老年人居多，则这类人员的

健康管理工作就是重中之重。可重点提醒此类病人减少

外界接触，居家定时量体温并上传系统，实时监测，及

时发现，尽早治疗。

疫情爆发时期，感染患者统一由定点医疗机构收治；然

而非感染患者同样存在医疗需求，其需求如何被灵活满

足也是疫区管理中的关键点。依托居民健康档案，对于

疫情期间有特殊医疗健康需求的患者，可灵活地以点对

点的方式满足其需求。我们注意到，在疫情之下，武汉

有发热孕妇临产，但跑了五家医院均被拒收，直至被武

汉中南医院方被收入生产。若基于居民健康档案信息，

医院将提前精准获知此类患者。我们也观察到，此次肺

炎疫情中，深圳市宝安人民医院考虑到慢病患者免疫力

较弱，易感此病且预后较差，频繁就医取药会增加其感

染风险，从而联合旗下社区卫生机构，由家庭医生在为

患者送药上门。

5)  高效医疗机构协作

建立不同医疗机构间的远程协作机制可有效提高医疗机

构间的协作效率。本次肺炎疫情中，协和医院利用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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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搭建的5G远程会诊应用系统，成功连接了协和总指挥

部和各分指挥部，极速实现了救治指挥远程视讯。一线

定点收治医疗机构远程指导基层及偏远地区机构开展人

群健康管理也是潜在应用场景之一。

同样因为对抗疫情需要争分夺秒，多个医疗机构可联合

组成团队，并利用远程协作，更敏捷地开展临床试验，

加速有效药物的筛查，从而确定治疗方案。此次肺炎疫

情中，无论是国家层面抑或是各省层面，都已经由专家

牵头联合多家医疗机构形成多个团队开始了联合临床试

验。

6)  透明舆情疫情管理

智慧医疗卫生系统可成为疫情发布的权威数据来源，且

可做连续、可追溯、可量化、可视化、易解读。公布疫

情抗击进展并进行疫情相关知识科普可有效规避疫情引

起的民众恐慌情绪，引导民众协助对抗疫情。此次肺炎

疫情中，各地政府普遍以碎片化、标准不一、粗颗粒、

不连续的形式发布疫情数据，不利于民众解读；相反，

丁香园等三方媒体汇总政府发布数据，并通过数据可视

化发布，对民众而言更系统、直观和清晰，且仍在不断

更新，深受民众欢迎，访问量超10亿次。

在智慧医疗卫生体系中，基于相对完善的大数据收集基

础，政府还需要兼顾大数据的统一治理，协同智慧城市

全域数据开发各类疫情管理服务及应用，提高体系抗击

疫情的效率和敏捷性的同时，响应民众及各界诉求。此

次肺炎疫情中，部分大数据企业先后自主开发了各种应

用，例如，“确诊患者交通工具同乘查询系统”、“疫

情数据实时更新系统”、“发热门诊分布地图”、“新

型冠状病毒感染自测评估系统”等。然而，考虑到政府

的公信力以及对全域数据的调度，建议中央政府以牵头

人角色引入各领域领先企业，在数据分析与应用开发环

节灵活参与，及时向公众发布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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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

此次新冠肺炎疫情在全世界拉响了警报，疫情、天灾、战

争等“黑天鹅”事件随着人类社会的纵深发展将会变得愈

发难以确定。全社会亟需觉醒，并通过不断的努力建设面

向未来的公共卫生体系， 以人为本价值为先，和平时期未

雨绸缪，非常时期从容应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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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我们

罗兰贝格管理咨询公司于1967年成立，是唯一一家源于欧洲的全球顶尖咨询公

司。我们在全球35个国家设有52家分支机构，拥有2,400多名员工，并在国际

各大主要市场成功运作，是一家由230名合伙人共有的独立咨询机构。

以简驭繁

过去50年中，罗兰贝格携手全球客户成功把握变革；展望未来50年，我们致力

于支持更多客户再攀新高。通过提供灵活高效、先人一步的战略咨询，罗兰贝

格将以简驭繁，助客户实现基业长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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