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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与“创新”总是分
不开。2000年前后，互联网信
息技术还不那么发达，许多单
位的局域网信息化才刚起步，
而易联众为厦门市研发的医保
信息系统就大胆创新采用了城
域网实时互联技术，将医保中
心与各个医院、药店等各个定
点医疗机构实时连接，让居民
及时地享受医保报销的便利，
免去了还要跑一趟医保经办部
门的窗口去审核报销的流程。
“做这个事情某种意义上
来讲是冒险的，因为实时的系
统一旦出现问题，影响面是很
大的，大家马上都会知道系统
今天不稳定，我们的整个产品
技术团队都会处于比较大的保
障压力中。”施建安实事求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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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进施建安的办公室，明
亮、
整洁是第一印象，但环视一
周，觉得未免有点“空”：偌大
的办公室，除办公桌、书柜、茶
几、
盆栽外，
并没有太多多余的
物品 ，这正 符 合 主 人 典 型 的
“I
T技术男”身份。
在办公室靠近门的一角，
摆放着两个体重计。晨报记者
好奇地问了一句，是否在保持
身材？施建安笑说，
那是公司在
开发个人身体素质健康管理系
统时留下的道具。
施建安是易联众信息技术
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易联
众）副总裁，也是易联众初创
时的元老之一。正如公司的愿
—让 天 下 没 有 难 过 的 人
景——
生，易联众一直专注于民生信
息化领域，特别是医保系统的
开发建设。他说，
创新是公司的
基因，
是原动力，也正是由于创
新，公司在改革开放的浪潮中
不断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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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说。
产品越稳定，
后端保障所要
付出的努力就更大。从当年初出
茅庐的大学生，
到如今系统几次
升级改版的主力，施建安说，
在
一次次创造出产品、
全力地保障
产品的过程中，
易联众的技术能
力得到了很快提升。
“这是源于我们当初为用
户提供最优服务的想法，这种
想法也变成了我们公司的一种
精神，
也是我的宗旨。”施建安
认为，
“正是一开始我们选择
了去挑战最难的城市级实时结
算的系统，而不是选择折中的
方案，
现在，
我们碰到任何困难
都不会惧怕，而是敢于用比较
难的技术来实现它应该实现的
效果。”

|}M~ : ;< 

!"#
!òó¦ôõöLMI^_N÷_øù
PQñúZEûIüýþ_?îïÿ!F#
8"¼#ß â

%&'(
)*+,-./0

!$Ya¦%&'()*+¡,4?îY().Ê/0?ú®&'1234546îM
78ß â

说起易联众成立的背景，
施建安说，
跟“改革”二字正是
有着密切的联系。
厦门作为首批医疗保障制
度改革试点城市、全国第二批
医改试点城市，
自上世纪 90年
代末开始实行城镇职工医疗保
险制度改革试点。彼时，
易联众
的前身实达巨龙公司协助厦门
市政府完成了医疗保险信息系
统的建设，基于医保 I
C卡，采
用实时报销这一创新模式，领
先全国 许 多城 市 10年 以 上，
这让厦门一度成为众多兄弟城
市学习的对象。
易联众也因此确立了劳动
和社会保障、医疗卫生行业两
大主营信息化业务方向。施建
安告诉记者，他就是在这一医
保改革的浪潮中进入易联众，
并逐步肩负起技术研发部门主
要负责人的重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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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明区是厦门的中心城
区，
厦门的一大部分 I
T企业都
落户于此，
易联众也不例外。本
科毕业于厦门大学计算机系的
施建安为这片 I
T热土所吸引，
也选择了留在思明区奋斗。
“I
T行业是很需要人才支
撑的，而坐落在思明区的厦门
大学源源不断地为厦门的 I
T
企业输送了人才。”施建安笑
说，思 明区 有 厦 门 大 学 这 座
“近水楼台”，吸引了不少 I
T
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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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建安认为，
厦门市、思明
区政府为 I
T企业的发展给予
很多扶助及优惠政策，也对 I
T
人才在厦门安居乐业创造了环
境，
这对 I
T企业的发展来说是
很重要的。
同时，易联众的许多产品
也率先在厦门落地。“在家门
口落地有一个好处，因为当地
政府更了解我们，也会向其他
省市推介我们公司和产品。这
样的推介，有利于厦门的企业
走出去。”施建安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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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国内民生信息服务行
业第一家上市公司，
易联众十八
载用心服务，
凭借专业的技术研
发能力及对行业的深刻理解，
在
核心技术领域及商业模式上保
持自主创新，
开创了国内民生行
业信息化中的多项第一。
易联众研发了全国第一个
实时报销的医保系统、全国第
一批医疗就诊一卡通系统、全
国第一张金融社保卡、全国第
一台医院自助服务终端、全国
第一个省级医疗保险改革信息
平台、全国第一个电子健康卡
应用……
易联众的“易”包含“变
化、简易、不变”的含义。“变

化”指改变与创新，这是公司
始终坚持的态度与精神，也符
合国家改革开放的发展精神和
闽南地区的拼搏精神。施建安
说，
18年来，易联众经历了从
小到大的发展历程，除了
“易”，
“专” 也是企业不断前
行的保障。
“惠及人民群众民生福
祉、关系社会和谐发展的民生
信息化领域，是我们一开始就
定下的公司发展方向，我们也
一直是这样做的，专人、专职、
专注地在这个领域里深耕。希
望不断地为社会、
行业、
群众作
出更大的贡献。”施建安告诉
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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