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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太保启动“不让梦想咕咕叫”
特别公益活动

2020年 7月 1日，中国太保旗下中国太保寿险启动“不让梦

想咕咕叫”特别公益活动，倡议全体营销员献爱心，以签一份长期

人身险保单向定向乡村学校的孩童捐一份“免费午餐”的慈善形

式，向 2021年喜迎建党 100周年、建司 30周年献礼，活动将持续

至明年 4月 30日。

活动期间，自愿参与此次活动的营销员所服务的每一张长险

保单都将化为一份爱心，通过中国社会福利基金会免费午餐基金

为乡村学童送去一份营养的爱心午餐，捐赠目标为 300万份。

公益传承，相伴成长。这是中国太保寿险继 2018年向中国社

会福利基金会免费午餐基金进行的又一次公益捐赠，既是向所有

有爱心的“最美太保客户”和“最美太保营销员”的致敬之举，也是

中国太保持续传递保险大爱、勇于承担社会责任的又一呈现。

一张保单 一份爱心
宋真宗崩于延庆殿

由于身体状况改善， 天禧五年，真
宗也多次参加了朝廷的礼仪活动：

正月，在锡庆院设宴招待契丹的贺
正旦使（依“澶渊之盟”订立后的惯例，

每逢元旦等重大节庆日，宋辽双方都要
互派使节前往祝福）； 又在承明殿宴请
近臣， 庆祝皇家图书馆天章阁的兴建；

又出宫拜谒了启圣院太宗皇帝的神御
殿，“都人瞻望舆辇，鼓舞相庆”。

二月，真宗召辅臣至皇家图书馆龙
图阁观书；又至天章阁观上梁，宴请从
臣，赐物有差；因为久旱得雨，丁谓等辅
臣上表称贺，真宗也很高兴，依丁谓之
后，决定于次月“赐酺”，与民共乐。所谓
“赐酺”，指国家赐宴，邀请国民同饮。

天禧五年三月的“赐酺”，许京师臣
民畅饮五日，西京洛阳畅饮三日，其他
州郡畅饮一日。真宗皇帝还登上宣德门
楼“观酺”，北宋京城的宣德门楼下，是
国家举行大型庆典的广场，真宗站在宣
德门楼，向宣德门广场上参加宴饮的父
老（市民代表）致意、敬酒。

四月，真宗又召近臣、馆阁、三司、

京府官至天章阁观御书、御集，并赐宴
群玉殿。

五月，真宗御崇政殿，亲录京城监
狱关禁的囚犯，这叫“录囚”，是中国古
代一项旨在恤刑的司法机制：皇帝亲自
讯察囚犯，决定是否给予原宥。这次录
囚，朝廷决定对死罪以下犯人各减刑一
等，但十恶罪以及官典犯赃、伪造符印、

放火劫盗罪除外。

十月，辅臣上表请真宗“五日一御
便殿”，自天禧四年（1020 年）年底以来，

真宗已久未御朝，日常听政由“资善堂

会议”代替。现在龙体初愈，辅臣便建议皇
帝每五天坐殿听政一次。真宗采纳了这一
建议。

十二月，真宗亲笔写了一首诗送给皇
太子赵祯，“奖其书翰日进也”。

很快就到了新年正月初一，宋真宗下改
元诏书，用华丽的辞藻昭告天下：“属岁律之
肇新，庆春祺之纷委。式改纪年之号，并伸及
物之恩。 宜自正月一日改天禧六年为乾兴
元年。”并宣布将本应于去岁冬至日举行的
南郊恩泽赏赐礼仪移至二月初一，届时，他
将“亲御正阳门（即皇城宣德门）宣制”。

乾兴元年正月初一， 正是农历元旦，

一元更始，万象更新。

真宗请道士在大内天安殿建道场打
醮，辅臣斋宿焚香，祈祝“上疾浸愈”。

元旦之后，又有一个传统大节———正
月十五元宵节，这是宋朝最为热闹、盛大
的节日，宫廷、官府、民间都要张挂花灯，

从正月十四日至正月十八日，连续五夜放
灯，灯品之多，让人目不暇接。正月十七之
夜，宋真宗也驾临皇城东华门，观赏花灯，

与民同乐。

二月初一，按照计划，真宗登上宣德
门楼，庆贺改元，按南郊例赏赐百官，大赦

天下，蠲免百姓拖欠的租税。

人们以为皇帝的身体将渐渐康复。谁
知，宋真宗的健康情况却在二月份突然恶
化，二月十五日，“上不豫，浸剧”，卧病不
起，快要走到人生的尽头。弥留之际，真宗
最牵挂的人，就是皇太子赵祯，他才虚龄
十三岁， 幼小的肩膀能否挑得起偌大一个
国家？真宗无法放心。他在寝殿病床上召见
宰辅大臣，宰相问他：“圣体未和，过于忧轸，

无乃以皇太子春秋尚富否？” 此时真宗已说
不出话，只是再四点头，“颔之数四”。宰相又
宽慰他：“皇太子聪明睿智，天命已定，臣等
竭力奉之，况皇后裁制于内，万务平允，四方
向化。敢有异议，乃是谋危宗社，臣等罪当万
死。”真宗这才感到宽心，“甚悦”。

尽管皇太子赵祯是皇帝的独子，当然
的嗣君，真宗生前也作出了太子莅政于外、

皇后裁制于内的安排，但毕竟嗣君年幼，主
少国疑，谁敢保证不会发生政治危机？按宋
人笔记《夔州直笔》的记述，宋真宗似乎想
过让他的弟弟“八大王”赵元俨继承皇位。

他的父亲宋太宗，即是按“兄终弟及”的原
则从兄长太祖那里继承到帝位的。

赵元俨，宋太宗第八子，素有“贤王”

“八大王”之称，“狸猫换太子”等民间文艺

作品中的“八贤王”，原型便是赵元俨。相
传真宗大渐之时，大臣叩榻问候，真宗“以
指点胸，又展五指，再出三指，以示丁谓
等”，好像示意由八大王继位。刘皇后看在
眼里，急在心里，等大臣退出，让内侍追上
去告诉丁谓等人：“适来官家展五指，又出
三指， 只说三五日来疾势稍退， 别无他
意。”

而按另一份宋人笔记 《邵氏闻见录》

所载，赵元俨也有觊觎帝位之心，真宗“大
渐之夕”，他“以问疾留禁中，累日不肯出”，

似乎别有用心，“执政患之， 无以为计”。幸
亏宰相李迪急中生智， 趁着翰林司给赵元
俨送 “熟水”（一种流行于宋代的饮料）之
机，用墨笔在熟水里一搅，“水尽黑”，然后
叫内侍送过去，赵元俨一见送来一碗黑水，

以为有毒，大惊，立即上马离开。

李焘在《续资治通鉴长编》里考证，乾
兴元年，李迪已经贬出朝廷，怎么可能宿
于内殿？而且，真宗驾崩之时，赵元俨也
“以疾在告”，即称病不出，得到中使告谕
后，才“扶疾至内庭，号泣见太后”，可见他
也未曾“留禁中，累日不肯出”。

不过，虽然笔记的记载不可靠，但流
言蜚语的产生与流传， 至少可以说明，乾
兴年间由于皇帝大渐，太子年幼，人心已
暗生波澜。

二月十九日， 宋真宗崩于延庆殿，享
年五十五岁。他留下一纸遗诏。

遗诏措辞雅训， 语气从容而哀婉，当
然不可能出自宋真宗之口，因为真宗弥留
之际，昏迷不醒，不可能清醒地口述遗诏。

实际上，遗诏为刘皇后转述，宰辅大臣执
笔而成。真宗去世当日，刘皇后召宰辅大
臣入禁中，众臣“一时号泣”，倒是刘皇后
表现得非常冷静，说：“有日哭在，且听处
分。”这里的“处分”，就是指商议起草真宗
的遗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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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陈玺撼）

上海从 2012年开始探索的药
品上市许可持有人制度改革
如今突破最大的政策障碍。昨
天，新版《药品生产监督管理
办法》施行，《办法》明确：委托
他人生产制剂的药品上市许
可持有人，也可申请办理药品
生产许可证。这使得药品研制
机构持有人能够参与全国药
品招投标。上海市药监局向上
海安必生制药技术有限公司
核发了全国首张研究型持有
人《药品生产许可证》。

加快新药产业化进程
药品上市许可持有人制

度改革前，我国药品注册与生
产两大环节被“捆绑”在一起，

仅允许药品生产企业在取得
药品批准文号，经药品生产质
量管理规范认证后生产该药
品。如果药品研发人员或机构
想要“开花结果”，只有两种选
择： 一种是另办药品生产企
业，取得药品批准文号，但投
入巨大、周期漫长；另一种则
是忍痛把“青苗”卖给药品生
产企业，眼睁睁看着科研成果
在别人怀里成熟。

2015年 11月， 包括上海
在内的我国 10个省市被批准
开展药品上市许可持有人制
度试点，药品生产许可与上市
许可分离，允许药品研发人和
机构作为药品注册申请人，提
交药物临床试验申请、药品上
市申请，在取得药品上市许可
及药品批准文号后，成为药品
上市许可持有人。这意味着研
发机构可以心无旁骛，集中资
金、人才去做研发，将生产委
托给企业或专业平台，加快了
新药产业化进程，更避免了重
复投资和产能浪费。截至今年
6月底，上海已有 54家申请人
申报的 137 件药品上市许可
持有人申请 （133个品种），31

个品种为 1类创新药。目前已
有 69个品种获批上市， 涉及
18家持有人，其中 9家为研制
机构持有人（包括集团持有）。

9家研制机构持有人完成申报
上海市药监局副局长张清表示，上海是最早

探索药品上市许可持有人制度改革的省市，鼓励
“术业有专攻”， 激发上海生物医药创新研发活
力。针对之前法规未明确委托他人生产的药品上
市许可持有人能否申办《药品生产许可证》，而部
分省份仍将具有该证作为参与药品招投标的前
置条件，研制机构吃“弹簧门”的情况，上海提出
将研制机构持有人纳入药品生产企业管理的设
想，起草了试点方案，被国家药监局采纳。

全球制药巨头勃林格殷格翰在上海张江的
生物制药商业化合同生产服务平台今年 11月有
望完成扩产。该平台是跨国药企在中国的首个生
物制药商业化合同生产服务平台。“张江地区汇
聚近 300家生物医药企业，其中 90%以上以新药
研发为主。”勃林格殷格翰生物制药（中国）总经
理罗家立表示，生物制药商业化合同生产模式在
欧美地区已成熟，全球一半以上生物药委托勃林
格殷格翰生产。作为勃林格殷格翰全球四大生物
制药基地之一，上海正加速成为后起之秀。

有了平台支撑，上海的医药科研企业可以更
从容地乘风破浪。雷继锋透露，通过委托生产，最
终获益的是老百姓，安必生制药的孟鲁司特钠咀
嚼片、孟鲁司特钠片上市后价格还不到进口药的
一半，为国家节省数亿元医保资金。

目前，9家研制机构持有人都已完成《药品生
产许可证》申报。张清透露，下一步，上海市药品
监管局将集中力量尽快完成审评审批，以便企业
尽早享受改革红利。

徐汇南部养老中心开工
设1968个床位，2023年竣工

本报讯 （记者 舒抒） 徐汇南部养老中心
“乐龄汇”、徐汇南部职业学校新建项目开工奠
基仪式前天在华泾镇举行。两大项目均为“十
三五”期间徐汇区重点民生建设项目，其中“乐
龄汇” 计划 2023 年竣工，南部职教中心预计
2022年竣工投入使用。

记者从徐汇区民政局了解到，“乐龄汇”的
建设是为一次性实现徐汇区“十三五”养老机构
护理型床位、认知症照护床位数的规划目标。该
项目位于徐汇区华泾镇 G5-3地块， 东至孝民
路、南至关港、西至景东路、北至银都路。工程总
投资约 10.18亿元， 是目前上海区级政府投资
建设的规模最大的养老设施项目。 根据规划，

“乐龄汇”总建筑面积约 9.85万平方米，主要包
括新建 1个养老基地， 设养老床位 1968床，包
括 3栋楼宇、1座文体中心。

徐汇区民政局副局长蔡宏备表示，“乐龄
汇”即徐汇南部养老中心是一座高起点、高标
准建设的城市生态养老家园，将为老年居民提
供养老与自然和谐并处、 医康养护一体融合、

运营管理机制创新的养老服务体验。 下一步，

徐汇将聚焦未来高品质养老服务的需要，逐步
建成“机构—社区—居家”三位一体的养老服
务体系，将“乐龄汇”建设成为上海乃至全国养
老服务领域的示范机构和龙头品牌。

同期开工的徐汇南部职业学校新建项目
位于华泾镇 G6-1、G6-4地块，北至银都路、西
至孝民路、南至景联路、东至龙吴路。项目占地
面积约 4万平方米， 总建筑面积近 9.2万平方
米，其中地上建筑面积 6.81万平方米，地下建
筑面积近 2.34万平方米。 项目计划 2022年 6

月完成竣工交付，9月投入使用。

徐汇区教育局表示，随着“十三五”期间规
划项目陆续建成使用， 徐汇校舍资源不断增
加，为教育现代化发展提供了基础保障。

为2020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云端峰会创作主题曲

“小冰”成上音荣誉毕业生
本报讯 （记者 吴桐）人工智能“小冰”，前

天和她的人类同学从上海音乐学院毕业，还被
授予音乐工程系 2020 届“荣誉毕业生”称号。

这是上音首次将这一荣誉授予“非人类”。小冰
把证书晒到微博，配文：“我从上海音乐学院音
乐工程系毕业了，期待我的毕业作品吗？”

小冰是微软创造于 2014年的 “AI少女”。

为她签发“荣誉毕业生”证书的，是上海音乐学
院教授、音乐工程系主任于阳。他说，小冰的学
习能力和创作水准仰仗“音乐数据标注”，在音
工系老师的“调教”下，小冰已掌握流行、民谣
和古风三种风格的音乐创作。给她一段文字描
述或一张图片，她能在两分钟内创作出一首三
分钟左右的完整歌曲。

“荣誉毕业生”小冰，会抢走人类同学的饭
碗吗？于阳说：“未来不排除取代一部分人工作
的可能，就像自动驾驶技术成熟后，出租车司
机饭碗可能被抢一样。” 他认为，“音乐人工智
能”未来大有可为，特别是在批量化音乐生产
上。比如新兴的音频、视频网站，每天有海量内
容上传，都需要配乐，但苦于没有原创和制作
能力，人工智能将满足此类庞大需求。

在人工智能带来挑战的同时，于阳也希望
有更多人看到机遇。去年 9 月，上海音乐学院
率先开设“音乐人工智能”课程，吸引不少上海
其他高校乃至全国各地的学生和业内人士旁
听。今年在疫情下，音乐工程系毕业生就业率
达 90.32%，是上音所有专业中最高的。不少毕
业生瞄准了音乐高科技新兴行业。“我们希望
对接社会需求，未来培养更多既懂艺术又懂技
术的人才。”于阳说。

小冰近年来已涉足艺术创作的各个领域。

2017年，她出版了史上首部人工智能创作的诗
集《阳光失了玻璃窗》。去年，她从中央美术学
院毕业，作品亮相毕业展。如今，她又学会作
曲， 还为即将召开的 2020世界人工智能大会
云端峰会创作主题曲。

看到小冰从音乐学院毕业的消息，青年作曲
家龚天鹏说：“我从未担心过被人工智能抢饭

碗。”在他看来，即使人工智能把书法大师的笔迹模
仿得惟妙惟肖，但大师提笔的心境、气韵不可替代。

人工智能能对商业音乐创作提供辅助、 提升效率。

但对他来说，对每个音符的精雕细琢，都是创作的
意义所在。“不过， 人工智能也会倒逼创作者思考，

怎样才不会被替代？ 你作品中包含的人文高度和
人性深度，是否足以将你与人工智能区分开来？”

市经信委主任吴金城做客“民生访谈”，聚焦智慧民生话题

自动驾驶线路固定，目前没有商用
■本报记者 刘锟

昨天， 上海市经信委主任吴金城做客
“2020上海民生访谈”，聚焦“智慧民生话新
篇”主题，回应上海在自动驾驶、5G、新能源
汽车等领域的最新进展。

自动驾驶 最大亮点是车路协同

前几天，上海智能网联汽车规模化载人
示范应用启动， 无人驾驶的出租车上路了！

吴金城表示，严格说不是“无人”，还要配一
个安全员，也是为了和路上其他非自动驾驶
的车辆和谐相处。目前没有商用运行，线路
相对比较固定，“但这次载人规模化的示范
应用给了我们信心，技术确实能够改善我们
的生活，让我们看到未来。”

吴金城表示，自动驾驶跟 5G、智能网联
汽车、车路协同这些最新技术密不可分。首
先，通过组建 5G网络，用高速、低时延的信
号传输来支撑自动驾驶。 根据目前的技术
水平，5G 体验速率可以达到 1Gbps， 是 4G

的数十倍，“‘4G 改变生活，5G 改变社会’，

5G对当今社会的影响力， 好比百年前的电
力。” 其次， 最大的亮点就是车路协同，用
5G 技术来传送道路红绿灯的数字信号。打
比方说，前面有个大货车，驾驶员看不到路
上的红绿灯，但在车内显示屏上，可以实时

看到红绿灯的信息， 掌握路灯什么时候变红
变绿。

如果真正实现自动驾驶，可以使旅程变得
更加有趣， 比如上汽荣威 RX5跟支付宝系统
连接起来，可以实现自动支付。同时也将使驾
驶变得更安全，可以避开驾驶员看手机、疲劳
驾驶、 情绪不好等影响驾驶安全的负面因素。

“当然自动驾驶也会遇到比较复杂的情形，这
个时候就要在后台对获取的数据进行智能计
算分析。”吴金城说。

据透露，上海组建智能网联汽车道路测试
推进工作小组以来， 已经累计开放测试道路
127公里，向 20家企业颁发道路测试和示范应
用牌照 78张， 企业数、 牌照数都位居全国首
位，整体发展水平领先全国。

概括来说，在全国实现了“5 个率先”：率
先制定道路测试管理办法； 率先开展智能网
联汽车示范应用； 率先开展智能网联重卡高
速公路载货试点运营；率先布局智能网联汽车
核心产业链；率先发布智能网联汽车道路测试
标准体系。

5G网络 市中心基本覆盖室外

针对上海 5G网络的建设，吴金城透露，上
海从原计划三年内每年完成 1万个室外基站，

调整到两年完成 3万个 5G室外基站，实现“三
年任务两年完成”。截至今年 5月底，上海已累

计建设 5G室外基站超过 2万个， 基本完成市
中心城区的 5G 室外覆盖。“5G 已经实实在在
来到我们身边， 只要在有 5G信号的地方，有
5G手机就可以使用。”

在重点区域方面，今年上海将推进长三角
一体化发展示范区、 自贸试验区临港新片区、

虹桥商务区、张江科学城、崇明花博园等重要
区域的 5G 建设。 为进一步提升消费者的 5G

网络体验，今年将完成南京东路、徐家汇、陆家
嘴等上海 10大商圈深度覆盖， 确保重点区域
的室外 5G 平均下载速率达到 500M 以上。在
提升交通枢纽 5G网络感受度方面， 今年将完
成浦东、虹桥两大机场主要区域、297个地铁的
地下站厅站台等交通枢纽 5G覆盖。

吴金城说，5G与 4G最大区别， 就是突破
了面向个人的移动互联网范畴，不仅用在面向
个人的手机终端领域，还广泛进入了各个行业
领域中，行业应用将达到 80%。目前，上海正在
推进的 5G 应用有 270 多项。比如，在“5G+智
能制造”方面，中国商飞通过 5G全连接工厂可
以实时管控生产状态，实现工厂生产的高度精
益化，设备利用率提升了 70%，工厂运营效率
提升 30%。

在“5G+远程医疗”方面，去年上海首家 5G

智慧医疗应用示范基地在华山医院落地，现场
通过 5G技术直播了一场超高清的神经外科手
术，60位医师学员“零距离”观摩了手术过程，

这种观摩教学如果没有 5G将难以做到。

新能源汽车 可先购车再配充电桩

以往要买一辆新能源汽车，首先要开具一
张已安装充电桩的证明。如今，这一必需的前
置条件已经发生改变。吴金城表示，根据特斯
拉超级工厂建设经验，将充电设施的安装由事
前审批转变为事中事后监管。具体来说，就是
将充电设施安装环节甩项后置，与专用牌照申
请环节并联进行，完成充电设施的安装不再作
为牌照申领的前置核查环节， 只要在 60天内
完成充电设施建设及配套就可以。

为了起到节能减排的效果，插电式混合动
力汽车用户需要安装自用充电桩，纯电动汽车
用户可以选择安装自用充电桩，也可以挂靠公
共充电桩。目前全市已经建成 29万个充电桩，

其中公共和专用充电桩约 9 万个， 车桩比在
1.1 1左右， 可以基本满足新能源汽车充电需
求。未来三年，上海还将新增 10 至 20 万个公
共和私人充电桩， 使充电桩网络变得更加密
集。同时，也将推动共享充电技术的快速更新
迭代，使更多的新能源车可以实现快速充电。

吴金城说，在市民关心的免费牌照申请上，

申领周期将压缩70%左右， 从39个工作日压缩
到10个工作日以内。据透露，目前上海已经累计
推广应用新能源汽车32.7万辆， 成为全球新能
源汽车拥有量最高的城市； 市场开放度全国领
先，58家企业在售100个品牌、239款车型。

AI小冰不仅会唱歌，还会作曲。 微软供图小冰的“荣誉毕业生”证书。 上音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