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上海卫生远程医学网络有限公司

市国资委系统企业信息主动公开工作

一、企业基本信息

1. 企业概况

（1） 企业名称： 上海卫生远程医学网络有限公司

（2）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

（3） 成立日期： 2002 年 1月 4 日

（4） 注册资本： 人民币 500 万元整

（5） 住所： 上海市徐汇区宜州路 180 号 3 幢 7层

（6） 联系方式： 021-54560858

2. 历史沿革

（1） 发展历程

上海市卫生远程医学网络有限公司是国有上市公司云赛智联（SH：600602）

的全资子公司。2000 年 12 月，由上海市政府合作交流办公室发起建立白玉兰远程

医学网，以远程教育的方式，运用现代信息技术，通过卫星通信实现远距离异地交

流。 2002 年 1 月，卫生远程医学网络有限公司正式成立，建立以远程医学教育、

远程医疗会诊为主的高质量信息平台，发挥上海丰富的医疗资源，带动相关信息产

业和服务的共同发展。 2005 年 3 月，经上海市人民政府合作交流办公室和上海市

卫计委批准，正式挂牌成立上海市白玉兰远程医学管理中心。 2020 年，卫生远程

医学携手云赛智联控股子公司云瀚科技，进一步加强医学远程信息平台建设，并拓

展新的信息化业务，在环保和医疗服务信息化建设道路上继续稳步迈进。



3. 企业领导

（1） 执行董事（法人代表）：简彬

（2） 党委书记 许祥（党组织副书记，主持工作）

（3） 总经理 简彬

4. 组织机构

（1） 组织架构图（内部职能部门）

见附件 1

5. 公司治理结构

（1） 公司治理结构图

（2） 董事会组成人员姓名、职务

（3） 董事会专门委员会人员姓名、职务

（4） 监事会组成人员姓名、职务

监事：高璐

（5） 高管人员姓名、职务

简彬：卫生公司执行董事/总经理

许祥：党组织副书记（主持工作）

刘猛：卫生公司财务总监

6. 荣誉资质

（1） 历年荣誉

上海市对口支援先进集体

上海市科学技术奖三等奖

（2） 获得的经营资质



7. 分支机构

（1） 子公司企业名称

（2） 分公司（营业部）经营网点

8. 其他信息

（1） 需要向社会公开的企业信息

二、人力资源

1. 人事任免

（1） 企业主要负责人任免信息

2020.8.10，任命简彬为卫生公司总经理，同时免去田培杰卫生公司总经理职务。

（2） 股份公司董事会、监事会、高管任免信息

2. 职工薪酬（可选）

（1） 企业职工工资总额和平均水平

3. 员工招聘（应届毕业生）

（1） 招聘公告（无）

（2） 招聘过程（无）

（3） 招聘结果（无）

三、企业文化

1. 企业文化

（1） 企业使命与愿景

（2） 企业精神

（3） 知名品牌（商标）



（4） 企业价值观（经营理念）

（5） 企业文化活动

四、社会责任

1. 社会责任报告

（1） 集团年度社会责任报告

（2） 开展社会公益、志愿服务、节能环保等活动信息

（3） 国企对外开放相关信息

2. 社会责任实践

（1） 开展对口帮扶、合作交流、乡村振兴相关信息

白玉兰远程医学网负责卫生系统内上海和包括对口合作地区在内的其他兄弟省

市间的远程医学合作项目的总体建设，依托上海医疗资源，从远程医学教育、远程

医疗咨询两方面对口支援新疆喀什地区的 6家公立医院，分别为第二人民医院、精

神卫生中心、巴楚县人民医院、莎车县人民医院、叶城县人民医院、泽普县人民医

院，2016-2021 年，对口支援喀什的远程医疗培训及会诊服务经费合计 539 万元，

累计培训 266 讲（532 学时）、远程会诊 905 例、远程心电会诊 1521 例、病例讨论

196 例，开展 88 次远程医疗咨询服务、510 学时远程继续医学教育项目。

通过 18 年承担上海市对口支援远程医疗服务工作，公司和上海市 30+头部医疗

机构建立了正式的远程医疗合作关系，白玉兰远程医疗平台是上海瑞金、华山、儿

科医院等一大批国家一流医疗机构的远程医疗主平台，市属大型医疗机构数万名医



疗专家通过平台为全国各级医疗机构提供了全面的服务。

2010 年 4月 3 日时任上海市长韩正视察新疆喀什二院，使用白玉兰远程医疗系

统观摩和华山医院专家远程交流；2016 年 7月 7日时任上海市委书记韩正带领上海

市党政代表团赴青海果洛藏族自治州人民医院调研，参观白玉兰远程医疗业务；

2018 年 4 月 11 日，李克强总理在上海市委李强书记、应勇市长、国家卫健委马晓

伟主任陪同下，来到华山医院远程会诊中心，通过白玉兰远程会诊平台与上海对口

支援的新疆、西藏、青海、云南等地上海援助干部、当地医务工作者等进行了亲切

的交流。

3. 突发事件处置

（1） 企业安全生产提示、公告

上海卫生远程医学网络有限公司第一季度安全生产工作提示：

 完成《2021 年安全生产工作责任书》及附件 1-9 的上报及签约工作

 召开一季度安委会、安委办会议。

 组织修订《卫生公司安全生产责任管理规定》、《卫生公司安全生产事故责

任认定和处罚赔偿实施办法》、《卫生公司生产安全事故应急预案（2021 版》

 完成一季度手机平台各项指标

 组织开展 2021 年春节前安全生产专项检查，落实冬春火灾防控、电气安

全监管等工作

 督导企业做好冬季强冷空气下的水、电、燃气供给和道路通行安全等保障

工作

 做好春节期间应急值守相关工作

上海卫生远程医学网络有限公司第二季度安全生产工作提示



 启动《安全生产责任管理规定》《安全生产事故责任认定和处罚赔偿实施办

法》的修订工作

 根据《生产经营单位生产安全事故应急预案编制导则》（GBT 29639-2020），

组织修订《生产安全事故应急预案》

 结合手机平台开展安全生产月专项活动

 持续推进安全生产专项整治三年行动集中攻坚

 完成安全生产标准化内审员培训、安全文化创建培训工作

 开展安全生产标准化创建、复审、自评工作，对已达标单位加强证后管理，

开展自查督查

 准备安全生产年中履职考核

上海卫生远程医学网络有限公司第三季度安全生产工作提示

 开展修订、完善安全管理规章制度；

 开展安全生产标准化创建；

 按计划持续推进安全生产专项整治三年行动集中攻坚；

 完成主要负责人及安全管理人员安全生产培训工作；

 持续开展防台防汛、防暑降温工作，加强季节性安全专项检查；

 开展领导安全生产“回头看”暨高温慰问活动；

上海卫生远程医学网络有限公司第四季度安全生产工作提示

 召开公司第四季度安委会，安委办会议及进博会期间安全工作

 完成公司 2021 年度安全工作总结

 完成安全生产标准化相关评审材料

 完成《生产安全事故应急预案》的制定



 开展手机安全活动平台积分兑换活动；

 加强秋冬防火安全监管。

（2） 重大突发事件处置情况报告

五、投资者关系

1. 投资发展

（1） 投资设立企业

（2） 购买股权信息

2. 改革重组

（1） 参与区域性国资国企综改、“双百企业”等信息

（2） 重大改制重组信息

（3） 子公司成立、重组、撤销等信息

3. 企业财务和经营情况（可选）

（1） 企业从业人数

（2） 资产总额、负债总额

（3） 对外提供保证担保

（4） 所有者权益合计

（5） 营业总收入、主营业务收入

（6） 利润总额、净利润

（7） 纳税总额

4. 产权交易信息

（1） 产权交易信息（可链接相关网页）（产权转让、增资、资产转让）



5. 不动产租赁信息

（1） 房屋租赁信息（可链接相关网页）

6. 招标采购

（1） 招标采购项目名称

（2） 招标采购结果公示



附件 1：卫生公司组织架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