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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财务管理是医院管理工作中核心内容,是保证医院各项医疗活动、科研教学活动顺利开展的关
键影响因素。大数据视域下的医院传统运营模式、财务管理、制度建设、人才管理等各个方面将面临
创新发展的新需求。并且大数据时代会促使医院财务管理工作逐步向信息化、数字化和智能化方向发
展,基于此,文章分析了大数据视角对医院财务管理创新发展方向,提出了如何运用大数据实现医院财务
管理创新发展的有效举措,以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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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w to innovate hospital financial managemen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big data
Zhitian Li
Yuxi Municipal Hospital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Abstract] Financial management is the core content of hospital management and the key influencing factor to
ensure the smooth development of various medical activities, scientific research and teaching activities in the
hospital.From the perspective of big data, the traditional operation mode, financial management, system
construction, talent management and other aspects of hospitals will face new demands of innovation and
development. And the era of big data will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hospital financial management towards
informationization, digitalization and intelligence. Based on this,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direction of innovative
development of hospital financial managemen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big data, and puts forward effective
measures on how to use big data to achieve innovative development of hospital financial management for
reference.
[Key words] hospital financial management; Big data application; Financial information management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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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即搭建完善的财务管理软件平台、大

大数据体现了海量性、多样性、高

数据应用平台、数据存储的综合系统平

1.2向无边界相互融合与转换的财

速性、易变性的特点。在大数据发展的

台,并以财务管理系统作为核心,实现对

务管理模式发展。此模式是在认同原有

背景下,医院财务管理需要坚持动态化

人员管理、物资采购、后勤保障、固定

财务管理边界的有机性预算渗透性基础

的管理理念,创新发展管理模式,积极探

资产投资等方面的数据化、可视化管理,

上可以保留原有财务管理边界,但是可

索医院财务管理创新路径,提升财务管

形成数据一体化的财务信息化管理系统,

以利用先进的互联网管理思维和大数据

理的效率,适应当前社会经济发展的要

以此不断规范医院经济行为、提高医疗

技术从主观上模糊边界,以此实现医院

求。本文首先分析大数据视域下医院财

服务质量、降低医疗服务成本、提高运

财务管理与其他部门的协调发展,从而

务管理创新发展方向,然后就如何实现

营效率,促进医疗事业的可持续发展。完

创设基于信息技术的全新管理模式。此

创新发展进行论述。

全信息动态化财务管理并非仅针对财务

模式能够将把以大数据为核心的财务管

1 大数据视域下医院财务管理
创新发展方向

方面的数据信息管理,同时还包含对非

理理念渗透到医院的各运营环节,实现

财务信息数据处理,构建真正意义上的

不同部门、不同专业、不同业务之间的

1.1向完全信息动态化财务管理方

完全财务信息,从而帮助财务管理人员

信息互通与共享,为医院财务资源和医

向发展。完全信息动态化财务管理实施

和决策者对医院的财务现状和未来发展

疗资源的优化整合提供科学、智能化的

的条件是医院要完成财务信息数字化建

实现精准预测和把控,以填补医院传统

数据分析依据。该模式的具体形式可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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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两个层面,一是面向医院内部的边界
融合、转换。即探寻基于大数据的医院

表 1 玉溪市中医医院核磁共振设备效益分析表
设备名称

核磁共振成像设备

使用部门

核磁共振室

内部财务管理结构框架、组织管理制度
[1]
等 。二是面向行业内和行业外的边界

融合与转换。依据医疗行业内部和外部

本金：1200 万元

多元主体的不同,加强合作交流,进一步

折旧年限：6.0 年

深化到大数据背景下的医院财务管理、

本院经济效

系统构建和财务战略的创新发展上,实

益分析

现提升社会效益、经济效益的目标。

2 大数据视域下医院财务管理
创新路径探析

月折旧：16.67 元
成本(仅包含折旧)：16.67 元
收入：80 万元

经济效益分析

毛利润：63.32 万元

2.1利用数据测算功能建立医院固
本区 域共 有此类 设备 的医院 为四

定资产效益分析体系。医院要加强对市
场环境的分析力度,结合市场需求与同
级医院的对比分析,制定出详细的固定
资产投资方案。重点科室依据需求对设

家,经调研得知平均本金为 1000 万元,毛
其他医院效
利润率在 20-40%范围内。基于此医院要
益对比分析
进一步加强对设备合理利用率,提高设

备采购进行可行性分析,并将分析报告

备的收益率。

交由医院管理部门审核报备。管理部门
通过协商进行决策。同时还要针对该方

间节点。需要大数据系统对医院物资消

多渠道保障医院物资采购,利用网络采

案进行优化,提升投资的精准率和投资

耗数据、需求与采购数据进行收集,并根

购系统进一步规范医院物资采购标准,

效率。在作出决策前通过大数据系统进

据科室环境变化分析预估值和相应的变

缩短采购周期,为医院的运营管理提升

一步分析经济效益和存在的风险,以达

化趋势,合理设定经济订货量,从而确定

提供了安全保障。

到最小投入创造最大收益目标。医院建

零库存时间节点。第二,确定精准的采购

2.3利用大数据推动医院全面预算

立相应的数据资源申请、服务和审批程

时间。通常医院与物资供应商建立长期

管理系统实施与落实。医院加大力度实

序,并对相关资产做出多维度分析,包含

的合作关系,在耗材批量采购、药品谈判

施全面预算管理体系可以促使医院将全

社会效益、经济效益、使用效益等 。

降价的大趋势下,通过建立严格的供货

部资源进行有效整合,通过对阶段运营

以玉溪市中医医院购买的核磁共振成像

周期,可有效控制单品或集中物资的送

周期进行规划、控制、预算分析等促进

设备为例,通过数据测算分析,其2021年

货、运输时间等。对于不能按照供应周

医院全员参与、全过程控制和全面分析

12月的经济效益,毛利润达到了60万余

期进行供货的供应商应及时提醒,发出

与反馈,促进医院实行预期经营目标和

元(见表1)。另外还可通过相关数据收集,

预警；对于不能严格落实合作协议的应

战略。首先要建立全面预算编制与审批

对其社会效益、使用效果功能、群众满

当将其列入黑名单并解除合作关系,防

程序。基于医院收支比例分析,可对全面

意度等方面进行数据分析。医院在购置

止损害医院和患者的利益。医院在确定

预算管理体系进行归口预算管理。如针

设备前后利用大数据技术对相关效益作

物资最佳采购周期时,可以利用“最佳采

对诊断治疗、化验、采购药品、费用支

出全面性的分析,从中找出其采购、使用

购周期=物料相对充足期+订货期+入库

出等进行归口管理,从而在全员预算管

的合理性、科学性,从而提升医院的品牌

验收期”公式进行计算,利用大数据对三

理中实现对上下级的编制与审核。按照

知名度和投资收益。同时运用此方法还

个周期进行分析和确认,从而得出最佳

这一体系可推动医院财务管理对各科室

可对医院固定资产等方面进行效益分

采购周期。第三,利用大数据建立物资入

预算编制的动态化管理,同时也可推动

析。所以医院建立相关的固定资产效益

库检验系统,增强物资的入库验收效率

[3]
各科室全员参与预算管理 。

分析有利于医院形成对固定资产的良性

和使用效率。第四,利用大数据云平台系

在全面预算管理中,可利用大数据

管理体系。

[2]

统实现对物资库存的信息化统计与管

实现对信息的高效传递。依据医院全面

2.2利用大数据对医院资源库进行

理。医院物资采购涉及品类多,数量有几

预算体系规划,需要加强对医院大数据

整合完善采购制度。首先利用大数据对

千甚至上万,要确保对物资信息的统计

平台和预算系统的整合力度,系统和预

库存资源进行整合,并建立医院物资采

不能出现偏差,因此需要利用大数据云

算各环节能进行及时更新,并确保更新

购模型,促进医院财务管理实现对库存

平台对相关数据进行智能化存储与管理,

后不会对医院的全面预算体系管理和使

物资的精准管理,选择出最佳的物资采

同时利用大数据资源拓宽网上采购渠道,

用造成影响。同时在数据平台上构建预

购周期。第一,要掌握好预算零库存的时

通过网络大数据对相关资源的信息整合,

算数据库,并根据收集到的数据信息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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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合理预算。加快收集医院各项数据收

[5]
职工模块、病人管理模块 。并将其中

院的高效运营管理、推动医院财务管理

支占比,如卫生材料费、药品费用、人员

的总会计师管理模块和财务管理人员模

信息化机制构建,激发工作积极性。最后

经费等,以此优化全员预算管理信息系

块列为核心模块,其主要职能有以下几

还要加强医院全员的信息化意识和操作

统,确保医院预算能科学、合理地运用。

个方面：一是全面负责财务管理信息系

能力。除了培养和提升财务人员信息技

信息管理系统基于医院大数据平台的信

统,利用云平台实现对医院大数据的采

术处理能力,还要针对全员提升信息素

息资源,帮助医院管理层全面了解医院

集提取。二是协调财务数据和非财务数

养水平和能力,构建大数据医疗体系人

预算情况,及时掌控和调整,提高预算的

据。如医院建立数据采集信息库后,财务

才梯队,让医院财务管理创新能够充分

执行率。

管理人员利用信息系统对相关数据进行

借助大数据优势真正实现数据信息的采

2.4大数据视域下加快转变医院数

分析和转换,按照新的财务分类标准实

集、整理、分析和有效运用。

据采集方式。医院财务信息的数据采集

现对原有财务、非财务数据的分类、转

需要全体人员配合参与,要求相关人员

换,再依据转换后的数据为医院财务管

综上所述,大数据时代,我国医疗

要具备大数据管理意识,建立相应的大

理、决策和创新规划思路提供科学、准

卫生体制逐步进入到新医疗发展时代,

数据资产概念指导医院员工开展工作。

确、真实的依据。

医院作为医疗卫生服务的主要供给者,

3 结束语

员工只有充分认识到大数据对医院财务

其次发挥财务系统数据分析优势提

提高医疗服务质量是实现健康中国战

管理的重要作用和积极意义,了解财务

升医院的运营管理能力。在财务信息管

略的必然要求。医院高质量可持续的发

数据、非财务数据、国家政策等信息并

理系统框架和五大模块建设基础上,结

展离不开高效的管理,而医院财务管理

进行融合,才能构建全面完善的医院大

合收集与筛选的数据利用云平台进行加

是实现高效管理的关键所在。以我国目

数据资产,通过对数据的综合分析提升

工处理后反馈到财务信息系统,由财务

前的医疗财务管理现状来看,大数据视

财务信息采集质量。具体措施如下：一

人员按照医院运营发展需求形成相应的

域下,医院财务管理的创新发展必然要

是医院可以依托系统平台(如HIS系统)

信息资源。通过把财务数据进行整合,

突破传统财务管理边界,实现全面收集

以及相关的信息系统模块来建立数据采

促进财务信息系统实现创新转化。通过

医院各方面、各系统的相关数据信息和

集系统,并与医院大数据云平台实现兼

财务信息管理系统数据收集可以实现对

系统的整合,并利用财务管理系统的构

容和信息连接与共享,进而实现医院大

医院预算管理、成本分析与管理、动态

建实现对数据采集分析、资源整合、信

数据信息采集平台的相互联通与转换。

利润分析、专业化定制管理,有效推动医

息互通与共享和人才的培养,为医院运

二是医院基于大数据云平台对财务数

院运营管理能力水平的提升。

营管理和战略发展提供重要的信息数
据参考。

据、非财务数据的采集。在运用HIS系统

2.6强化对综合型信息人才的培养

时,不仅要创新财务管理系统,还要求财

力度。目前我国医疗领域极其缺乏兼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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