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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 心理健康-成都公交 功能 新建 普通 成都公交数据大屏真实数据展示 邱 超 2021-08-05 11:43

98 心理健康-元项目 功能 新建 普通 新增量表  2021-08-02 14:30

97 心理健康-元项目 功能 进行中 普通 淮安一院摩卡量表录入流程 邱 超 2021-08-02 10:20

96 心理健康-元项目 功能 进行中 紧急 云南溪洛渡添加支付功能 邱 超 2021-07-29 10:24

94 心理健康-元项目 功能 新建 普通 达川区项目-团购密码模块 仁君 杨 2021-07-22 16:14

93 心理健康-元项目 功能 新建 普通 达川项目 量表套餐设置 邱 超 2021-07-22 16:12

92 心理健康-成都公交 功能 新建 普通 成都公交-宣教功能 仁君 杨 2021-08-05 15:30

91 心理健康-元项目 功能 新建 高 达川区人民医院项目 聪聪 王 2021-07-20 10:26

90 智慧医务【演示版本】 功能 已解决 普通 医师定期考核模块  2021-07-19 13:53

89 智慧医务【演示版本】 功能 已解决 普通 医师档案、医师活动和技术授权三大模块的整合更新 春花 秦 2021-07-19 13:48

88 心理健康-元项目 功能 进行中 普通 心理健康小程序 春花 秦 2021-07-20 09:42

86 心理健康-成都公交 功能 进行中 高 成都公交添加性别年龄字段 邱 超 2021-07-14 15:16

84 心理健康-元项目 功能 进行中 高 心理健康原项目功能需求（标准产品）项目梳理 仁君 杨 2021-07-13 18:25

76 心理健康-雅安 功能 已解决 普通 雅安市中医医院添加暂存功能 邱 超 2021-07-09 17:51

71 相城项目汇总 功能 已解决 立刻 相城区第二人民医院疫苗预约功能修改 正伟 刘 2021-07-12 09:11

70 心理健康-元项目 功能 新建 普通 入职员工性格测试项目立项 邱 超 2021-07-08 09:29

69 心理健康-成都公交 错误 已解决 立刻 量表提交后提示语修改 仁君 杨 2021-07-07 13:28

68 心理健康-元项目 功能 新建 低 量表导入小程序 聪聪 王 2021-07-20 09:33

67 北京中农大医院实验室送检系统 支持 新建 普通 公众号H5设计图 仁君 杨 2021-07-06 10:47

63 心理健康-雅安 功能 新建 普通 雅安市中医医院 邱 超 2021-07-06 09:01

62 相城项目汇总 功能 新建 普通 相城二院二期需求  2021-07-05 16:38

61 深圳口腔 错误 新建 高 深圳口腔需求调整 贶 朱 2021-07-05 16:34

60 智慧医务【武汉市中医院】 功能 已解决 高 武汉中医院-新增的需求修改（2021-06-30） 正伟 刘 2021-07-12 09:10

59 北京中农大医院实验室送检系统 功能 进行中 普通 北京中农大医院实验室送检系统（前端开发） 海玲 赵 2021-08-05 13:30

58 北京中农大医院实验室送检系统 功能 新建 高 北京中农大医院实验室送检系统（接口开发） 齐 闫 2021-07-05 16:21

57 北京中农大医院实验室送检系统 功能 新建 高 北京中农大医院实验室送检系统（接口开发） 文迪 李 2021-07-05 16:19

55 智慧医务【珠海妇幼保健院】 功能 已解决 高 珠海妇幼修改点（20210705） 正伟 刘 2021-07-20 09:10

54 心理健康-元项目 支持 新建 普通 项目信息收集表格式 邱 超 2021-07-02 16:05

53 心理健康-成都公交 功能 反馈 高 用户可重复测试功能 仁君 杨 2021-07-05 15:28

46 心理健康-成都公交 功能 新建 高 新建一个生成报告的接口 聪聪 王 2021-06-28 10:33

37 心理健康-元项目 功能 新建 普通 业务流水分账平台 邱 超 2021-06-23 14: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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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心理健康-雅安 功能 新建 普通 雅安市中医医院 邱 超 2021-07-06 09:01

34 心理健康-雅安 错误 新建 普通 量表结果与预警状态不一致  2021-06-23 11:57

33 心理健康-成都公交 功能 新建 高 Html页面转PDF 聪聪 王 2021-06-28 10:33

31 党办系统 支持 已解决 普通 设计图 仁君 杨 2021-06-29 16:19

26 智慧医务【演示版本】 功能 已解决 紧急 数据同步 海玲 赵 2021-06-24 14:39

23 智慧医务【武汉市武昌医院】 错误 进行中 普通 需求修改 振 罗 2021-06-22 10:28

20 智慧医务【内蒙古准格尔中蒙医院】 功能 进行中 普通 接口跟进 齐 闫 2021-06-22 10:28

19 智慧医务【珠海妇幼保健院】 功能 已解决 普通 页面开发 海玲 赵 2021-06-22 14:37

17 心理健康-元项目 功能 新建 普通 心理测评系统分账流水模块 邱 超 2021-06-21 09: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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