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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知识经济的不断发展,经济全球化发展趋势也在逐渐加快脚步,信息化建设也得到了更加
广泛的重视,在各行各业中的应用范围也在逐渐扩大,医院也不例外。现阶段,在信息化条件下,医院统计
工作也在发生着改革和创新,信息化建设在医院的各个层面都有深入的应用,对医院管理工作和生产运
营都起到了积极作用。本文主要研究信息化条件下医院统计工作的相关问题,希望可以对医院统计工作
的进一步发展具有借鉴意义,同时也可以促进信息化经济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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