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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人工智能发展的“上海高地”，全力打
造人工智能一流创新生态，需要进一步释放科
教资源优势、应用场景优势、海量数据优势、基
础设施优势。特别是，要在推动人工智能数据
开放、技术推广、市场准入上率先突破。

上海具有存量和增量优势

进入新世纪以来，人工智能算法不断创
新，机器学习技术进步很快。正如人类需要
从食物中获得能量一样，人工智能也需要“食
物”，这就是稳定的数据流。

深度学习算法需要数据来进行“训练”，数据
量越大，输出结果就越准确。因此，各国在制定
人工智能发展政策时都格外强调数据的重要性。

例如，美国特朗普政府签署行政命令，扩
大人工智能研究人员使用政府数据授权；英
国积极推动数据开放，鼓励企业利用数据发
展人工智能技术和产业。

上海人口基数大，网民数量多，信息化素养
高。2017年，上海网民规模超过1857万人，网民
渗透率达76.8%，源源不断地产生着海量数据。

同时，智慧城市建设产生的数据量也颇
为可观。“十三五”期间，上海致力于建设“物
联、数联、智联”三位一体的新型城域物联专
网；各区也积极推进城市精细化管理，用途各
异的传感器遍布城市的各个领域，不间断采
集和传输数据。

在此基础上，上海积极推进政务信息整
合、共享与公共数据开放，形成了相对完整的
公共数据资源库。例如，全市统一管理的政
务数据资源目录体系，累计汇集数据资源目
录2.1万条、数据项32万多个；上海市政府数
据服务网累计开放的数据，涵盖经济建设、资
源环境、教育科技、道路交通等 12个重点领
域、11个应用场景。

降低获取和使用数据的成本

下一步，上海还应着力提高数据的流动
性、大幅度降低获取和使用数据的经济成本、
制度成本，让丰富的数据资源真正成为人工
智能发展壮大的“粮食”。

首先，加大公共数据开放力度，创新数据
开放模式。

调研显示，很多企业都希望获取与民生
紧密相关、社会迫切需要、行业增值潜力显著
的高价值公共数据，从而开发形成自己的优
势产品和服务。但由于各种原因，目前公共数据开放力度
和开放形式依然无法满足这一市场需求。

在这个方面，国外的一些城市进行了大胆探索。例如，
通过整合全市交通、安全、经济等跨部门、跨行政区的数据，
伦敦建立了一站式数据开放平台——“伦敦数据仓库”，通
过免费的统一接口为开发人员提供超过 80种数据源，为
1.3万多名开发人员提供准确的实时数据。据统计，2017
年，利用伦敦交通局的开放数据开发的各类移动客户端达
到675个，供超过40%的伦敦人使用。

又如，纽约有很多开放式数据门户，方便开发者便捷获
取各个领域的海量数据，从而催生了全球最多的智能应用
部署。尤其是，在医疗健康及政府、社区和住房方面，纽约
取得了重要进展。

其次，合理提供应用场景，鼓励企业发展人工智能。
近年来，全球不少城市都在尝试搭建各种各样的人工

智能创新实验平台。例如，迪拜政府与企业合作，把“硅谷
绿洲工业区”作为智能应用的测试基地，开发智能灌溉系统
之类的智能应用，产品成熟后再推广至整个城市。又如，维
也纳的智慧城市是欧洲最大的节能示范项目，由多个政府
部门、公共事业企业、研究机构和企业协作实施。

上海市域面积大，有条件选择若干合适的区域作为智
能数据、可持续性和城市服务的实验平台，为人工智能企业
进行应用试验提供更接近实际的条件。

最后，加强数据市场建设，提高数据资源流动性。
建议组建上海数据法律和伦理研究中心，积极探索与

数据采集、数据保存、数据交易、数据使用和数据监管相关的
法律问题和伦理问题，建立上海在数据市场领域的学术声
誉。同时，鼓励上海数据交易中心开展数据资源定价、交易
标准、交易流程、交易管理等试点，逐步扩大交易范围和增加
交易量，建成世界领先的数据交易市场。 来源：解放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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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巷总理，是大家对社区居委干部的亲切称呼。7月以
来，沪上生活垃圾分类开展得井然有序，背后离不开身处基
层一线胡“小巷总理”付出胡辛劳。暑假期间，上海第二工业
大学应用艺术设计学院暑期社会实践团队走进虹口区嘉兴
路街道虹叶居委会、杨浦区新江湾城街道尚浦名邸居委，用
画笔描绘“小巷总理”的身影，用速写记录他们在推进上海

“生态之城”的建设过程中的生动故事。

把小区、把上海真正当成热爱的家

在小巷总理们的介绍下，学生们参观学习了宇泰景苑、
虹叶茗园、尚浦名邸这几个上海市垃圾分类工作的示范点，
艺术学子们再用画笔记录下了小巷总理们宣传、指导、开展
垃圾分类工作时“忘我”的工作状态。

“眼下，垃圾分类工作正在上海深入推进。我们想通过
深入了解‘小巷总理’在垃圾分类工作中的努力与付出，借助
我们艺术学子的特长，用画笔记录下这群可爱的人。”项目负
责人周钰婕同学感叹，垃圾分类宣传看似容易，实则困难，许
多居民在早期习惯将垃圾混淆投放。

实践过程中，学子们发现，小巷总理不辞辛苦地去每家
每户进行垃圾分类宣传，并想出了各种各样的宣传方式。他
们不仅只是将垃圾分类这个举措作为一项工作，更是把小
区、把上海真正当成他们爱的家。

通过实地探访，大学生们更加了解了这一群体。闵思雨
同学表示，原本以为小巷总理是一群有点年纪的上海阿姨。
通过此次活动发现小巷总理中还有年轻的小哥哥、小姐姐。

“他们的创造力让我佩服，为了推动垃圾分类工作，小巷
总理们通过充满文艺浪漫气息的创意堆肥花园、绿意盎然的

垃圾分类房、垃圾可回收装置小黄狗、垃圾分类趣味赛等特
色主题创意活动，让居民们更能理解和接受垃圾分类的观
念。我为这些‘小巷总理’们点赞。”闵思雨说道。

在实践中感受小巷总理的温度

速写组组长陈欣华同学说：“虽然他们没有三头六臂，也
不曾名扬万里，但是他们用一颗真诚的心，为社区默默奉献，
为居民们创造更好的生活环境，用自己的实际行动来证明我
们是从身边做起，我们为人民服务，我们共同推进社会和谐。”

实践团队指导教师王胤姁认为，指导大学生们通过艺术
创作，描绘出垃圾分类推进工作背后的小巷总理，既是一种
致敬，也是进一步提升市民参与垃圾分类的意识，从而使”绿
色生态靠你我“的观念更加深入人心。

这也是一次自我教育的过程。速写组成员胡汇就坦言，
在参加这次活动前，自己对垃圾分类知识也是一知半解，活
动后不但更了解垃圾分类了，而且还认识到在推进垃圾分类
这项工作的背后还有包括小巷总理在内的许多工作者的默
默付出。“垃圾分类任重道远，我希望通过自己的速写作品为
推动垃圾分类尽自己的绵薄之力。”

应用艺术设计学院党总支副书记徐炜炜老师透露，今年
3月以来，学校就开始关注并着手设计“艺抹申城绿，绘美新
时尚——超大城市垃圾分类推进工作背后的小巷总理”这一
学生社会实践项目，鼓励同学们用自己的画笔记录下这个重
要历史时刻背后的一群默默工作的职业群体，使这个群体的
形象能够更加鲜活地得以展现在大众面前。

另外，学子们共画了50幅作品，最后将优选28幅作品汇总成
册，下一步准备在参加实践活动的社区公开展示。来源：青年报

上海学子用画笔致敬“小巷总理”
用一个个生活故事描摹他们推动垃圾分类时的“忘我”工作状态

大部分步骤由人工完成

说起鲜肉月饼，很多上海人会想到泰
康食品。

眼下距离中秋还有3个多星期，但泰康
食品门前买月饼的队伍已经排起来了。不
仅南京东路店前，队伍已经排成了“小直
角”，淮海中路店也是每隔几分钟就有一个
购买的“小高潮”。

泰康鲜肉月饼，好吃在哪里？
泰康食品南京东路店办公室主任王清华

表示，在烘焙方法上，不同于传统的铁盘两面
煎，泰康鲜肉月饼用全自动的德国烤炉烤制，
是中式月饼，西式做法。“烤炉在烘焙月饼的
过程中，能保留住水分，烘焙出来的酥皮有多
层，口感松、脆、香，吃起来很像西式的酥饼。”

据王清华介绍，在烘焙中途，为保障月
饼受热均匀，员工会上下左右地翻盘。在出
炉前，员工会在月饼表皮涂上一层鸡蛋清，
保证月饼的光泽，让月饼更加酥、香、脆。

王清华说，除了烤箱的烘焙烤制，其他
步骤都是人工，“例如鲜肉月饼里的肉馅是
人工手打的。”

今年推出两种新口味

今年，泰康鲜肉月饼推出了两种新口
味：鲍汁螺蛳月饼及松茸香菇月饼。“松茸
取自云南特产，香菇用的则是浙江磐安深
山老林的特产。松茸是山珍，螺蛳是河鲜，
山珍、河鲜配上月饼，可谓鲜上加鲜。”对于
这两种新口味，王清华颇为自豪。

口味研发上，泰康有自己的考量。据王
清华介绍，江南一带的人们喜欢吃河鲜，中
秋前后，尤其喜爱吃螺蛳，泰康食品将这个
时令菜肴结合到月饼中，于是有了鲍汁螺蛳
月饼。而松茸对身体比较补，中老年朋友们
比较喜爱，松茸香菇的搭配，虽然比较“素”，
但鲜美堪比荤菜，入口咸香，自带嚼劲。

多种办法缩短排队时间

王清华说，五六年前月饼销售高峰期
时，到泰康买鲜肉月饼要排很长的队，要排
6个小时才能买到。近几年，他们想出了不
少办法缩短排队时间，“去年高峰期买月饼

要排3个小时。”
首先是扩大销售渠道。泰康与美团合

作网上预约定时定量工厂取货，在全市各
区设立40多家连锁专柜销售。在南京东路
门店采取扩销增量的措施，如：增设烤炉、
员工提早上班、提前半小时营业等。

其次是采取限购措施。据王清华介
绍，每年中秋月饼销售高峰期会持续 1个
月，“高峰期每个顾客限购8盒”。

今年限购何时开始？王清华表示，将
视实际情况而定，如果客流量不大将会尽
量满足顾客需求。

各大品牌特色鲜明

除了泰康食品外，上海其他品牌的鲜
肉月饼也是各有特色。

比如，光明邨的队伍总是最长的，中午
时分，等着买鲜肉月饼的已有数十人。使用
传统铁盘工艺制作的鲜肉月饼，出炉一批需
要半个小时。排队的大多是阿姨叔叔，虽然
天气有些热，但好在淮海中路上有不少树遮
阳。叔叔阿姨们有的扇着纸扇，有的撑着
伞，三三两两聊天话家常。队伍中偶尔也穿
插着一两个小年轻，他们闷头玩着手机，不
时抬起头来看看队伍前进了多少。

而真老大房的效率则要高许多，因为
店堂内有着超大的烤箱，通过旋转的方式
让月饼均匀受热，平均 1 小时就能生产
4800个鲜肉月饼。

今年真老大房也推出了两款新品：咸
蛋黄鲜肉月饼和笋尖鲜肉月饼。咸蛋黄鲜
肉月饼中，一整颗“流油”的咸蛋黄藏在肉
馅中；而笋尖鲜肉月饼中脆嫩的笋尖搭鲜
肉，汁水肉眼可见。

新雅粤菜馆在继前些年推出腌笃鲜鲜
肉月饼、大虾芝士鲜肉月饼和Q心爆浆细
沙月饼后，今年又增加了烤鸭鲜肉月饼、沙
茶菌菇牛肉月饼、黑松露鲜肉月饼、蟹粉鲜
肉月饼4个新品。

为了让消费者一次吃上多种口味，新
雅还特别推出了全家福6拼月饼，含鲜肉月
饼、腌笃鲜月饼、Q心爆浆细沙月饼、黑松
露鲜肉月饼、沙茶菌菇牛肉月饼、蟹粉鲜肉
月饼六个品种。 来源：新闻晨报

想体现历史文化的积淀

因租约到期，去年的宜芝多“上海制
造”月饼主题快闪店今年“移师”漕溪北路
33号。走进店内，一些顾客意外发现，除了
海鸥牌相机等去年的“网红”月饼，今年还
多了老建筑“包裹”的月饼。

细看这一款灰色铁皮盒包装的月饼，
正面和四个侧面分别刻制了外滩万国建筑
博览群、外白渡桥、四川北路邮政大楼和大
世界等上海地标建筑。用手一摸，这些建
筑并不是平面的，而是凹凸的，“我们想做
得更真实，更有立体感和历史感，而包装颜
色选择灰色是想更庄重典雅。”设计人员介
绍，因为觉得中秋吃月饼是很能代表中国
传统文化的一件事，所以在包装设计方面
也想体现这种历史文化的积淀。

除了体现中国传统文化，设计团队也想
在去年基础上进一步突出上海特色，“能代
表上海的元素很多，我们当时也思考了很
多，什么是最能代表上海的？最后觉得上海
的很多特质都能在老建筑上体现出来。”

的确，这些老建筑十分具有“上海元素”。
自 1908年落成以来，外白渡桥由于其

丰富的历史故事和独特的设计，成为上海
的标志之一。即便到了这个城市日新月异
的今天，它仍旧散发着独特的魅力。

四川北路桥北堍的上海市邮政局大楼
始建于1924年，大楼内拥有曾被称为“远东
第一大厅”的邮政营业厅。

西藏南路、延安东路交叉口的大世界
曾经是最吸引上海市民去游乐的地方。

而外滩的万国建筑博览群就更不用说
了，几乎每一个到访上海的游客都会去外
滩转一转，领略一下它们宏伟的气势。

品牌创始人、27年前带着精湛的糕点
制作手艺来到上海的蔡师傅说，这款月饼
光打样就花了 4个多月，不断在改进，想要
呈现更好的外观和内在的品质。去年为了
做“上海制造”月饼主题快闪店，他和团队
寻访了很多调剂商店和上海人家，目的就
是找到合适的老物件来装饰门店。最后，

从邮政系统找到了退休的 28吋永久自行
车，还找到了比“蝴蝶牌”缝纫机更早的“无
敌牌”缝纫机。

月饼用料大有讲究

一直以来，蔡师傅创立的品牌是以面
包、蛋糕出名，做月饼其实并不非常在行。为
此，蔡师傅和底下的其他糕点师傅们专门去
广东拜师，学习如何制作地道的广式月饼。

这款经典建筑月饼里，摆放的也是广式
月饼，一共4个，2个白莲蛋黄，2个红莲蛋黄。

做糕点，除了技艺，用料也大有讲究。
据说莲子一定要用湖南产的莲子，且必须
是成熟一年以后的莲子，不能用新鲜莲
子。咸蛋黄必须用腌制 48天以上的咸蛋
黄，这样的蛋黄出油出得比较好。此外，糖
浆的甜度也要控制得恰如其分。

很多人认为，食品总是新鲜出炉的好
吃，可是工作人员却告诉记者，咸蛋黄月饼
从烤箱里出炉以后，要放置一段时间才好
吃，“要让咸蛋黄的油和其他馅料、饼皮充
分融合，变软，一般要放置 1-2周，口感才
是最佳的。”

推老物件造型甜品

虽然距离中秋节还有一段时间，可是
有不少市民已经提前来订购月饼。午间休
息时间，有两个在徐家汇附近工作的白领
前来店内挑选月饼，她们看中了去年的“上
海制造”系列网红款，其中的“上海记忆”礼
盒是海鸥牌相机的造型，不仅外包装，连月
饼饼皮都是相机的模样，“上海回忆”礼盒
则是9吋金星牌电视机的造型，里面的月饼
饼皮上有旗袍、缝纫机等图案。

工作人员介绍，3楼正在装修，将作为
今年的“上海制造”月饼主题馆，会摆放金
星牌电视机等老物件作为装饰，把那份上
海记忆和怀旧情调继续带给顾客。

据悉，今年，一些老物件还会“化身”甜
品，比如海鸥牌照相机、金星牌电视机以及
电熨斗等，用巧克力、焦糖来制作，真不知
吃的是食物，还是情怀，抑或兼而有之。

1990年11月26日，经国务院授权、由中国人民银行批
准建立的上海证券交易所正式成立，同年12月19日开市，
并采用计算机系统进行交易。新中国成立以来大陆第一家
证券交易所从诞生起就进入了电子交易时代。

历史背景

1990年 4月 18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同意在浦东实行
经济技术开发区和某些经济特区的政策。

改革开放后，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和股份制企业的出
现，通过发行股票和债券募集资金发展经济渐成共识，建立规
范的集中统一的场内交易市场必要性和迫切性与日俱增。在
国内外环境的综合影响下，上海证券交易所应运而生。

亲历者说

尉文渊：上海证券交易所筹备小组组长
“上海证券交易所年内就将开业。”1990年6月，时任上

海市委书记兼市长朱镕基的一句话释放的是中国继续改革
开放的鲜明信号。

7月3日，尉文渊被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市分行行长龚浩
成推任为上海证券交易所筹备小组组长。此时距年内开业
不到半年。找房子、装修、写章程……尉文渊全身心投入。

最难的是找地址。交易所总得有个像样的交易大厅。
找一座楼，大厅像模像样，有改造成交易大厅的潜质，这是
尉文渊的第一个任务。

他几乎走遍了外滩一带，却在与外滩一桥之隔的虹口
地界有了发现。他步行到浦江饭店，一进大楼一层就怔住
了。正作为大餐厅使用的孔雀厅挑空两层，装饰有汉白玉
刻成的孔雀图案。“就是它了！”尉文渊喜出望外。这座拥有
150年历史的建筑，成为改革开放最直接的见证者之一。

如何交易也是个难题。当时，交易所都是手势交易，可
尉文渊决定用电脑。很多人提出反对，理由很现实：一共才
8只股票，有必要用上计算机这样的稀缺品吗？但尉文渊
不这么认为。“都90年代了，还重复30年代的交易方式？总
要有些进步吧！”他介绍说。时任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市分行
分管副行长罗时林没有反对，也没追问，放手让他去做。

在人民银行上海市分行借的 500万元经费中，尉文渊
抽出100万元建立了计算机交易系统。上海证券交易所从
诞生就进入了电子交易时代。

12月 19日，上海证券交易所开业仪式成功举行，见证
中国证券市场新的开始。在各级领导和全国人民的注视
下，尉文渊走上二楼，敲响了中国证券交易所的第一锤。

参观提示

中国证券博物馆位于浦江饭店原址——上海市虹口区
黄浦路15号。馆内藏品丰富，以股票、期货、债券、基金、期
权等市场藏品为主，展示了我国改革开放以来证券期货业
发展历程及历史渊源，兼顾全球证券期货市场历史文化成
果，旨在建设成为证券期货藏品展示中心、证券期货文化国
际交流中心和证券期货知识教育研究中心。

知识链接

截至2018年末，沪市上市公司共1450家，股票总市值26.95
万亿元；2018年全年股票累计成交金额40.32万亿元，股市筹资总
额6114亿元。债券现货挂牌数12089只，托管量8.38万亿元，累
计成交216.95万亿元。基金挂牌总数达233只，累计成交7.17万
亿元。沪市投资者开户数量已达29610万户。 来源：人民日报

喝口水坐下来歇歇，上个洗手间，回几个微信……上午
10点，室外超过 34℃，一大早在溧阳路与四川北路交汇地
域进行道路清扫、交通执勤的环卫工人和辅警人员早已汗
水津津，上海雷允上北区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下属四川北路
门店“爱心接力站”便成了他们歇歇脚的好去处。截至7月
底，雷允上北区药业公司门店的 8个“爱心接力站”今年已
接待和服务户外工作者1876人次。

爱心服务回馈社会

去年，市总工会创设的“户外职工爱心接力站”被列为
市政府实事项目后，雷允上北区药业公司积极响应。董事
长顾伟钢表示，秉承百年老字号“悬壶济世、至诚至信”的传
统，为户外职工提供服务，就是用真情回馈社会。

据公司工会主席屠伟介绍，去年一次挂牌开放了 7家
“爱心接力站”，配置了“6+X”的服务，今年对服务人次多、
使用率高的2个站点升级到“8+X”，并新设提篮桥门店“爱
心接力站”。根据需求，还增设报刊图书取阅、雨伞出借，以
及小针线包、放大镜使用等项目。

药医服务最受欢迎

“这里的服务很暖心，歇歇脚、充充电，还可以量量血
压，平时有个头疼脑热的，问诊配药、服药十分方便。”一位
常来的快递员说道。据了解，药医服务项目不仅包括配备
常用内、外科急救小药箱，还提供免费听诊、量血压、测血糖
及问诊配药指导、救急针灸治疗等。这些项目开展以来，很
受户外职工青睐，成了一大特色。

24小时传递关爱

药店有24小时值班人员，对户外职工尤其环卫工人来
说，这一点十分重要。常常到了晚上9点多，负责晚上清扫
的职工还能进来休息一下。

因为来得次数多了，徐站长了解到外卖员张大哥的爱
人在上海打散
工不太稳定，门
店经商议与她
签订了劳务合
同，专门负责店
堂和爱心接力
站的打扫。
来源：劳动报

雷允上北区药业为户外职工传递城市温暖

第一家证券交易所

“爱心接力站”谱写一段段故事

螺蛳螺蛳、、松茸等都被塞进月饼松茸等都被塞进月饼

“出伏”后，秋的气息更近了。
最近，沪上各大食品店里飘起了鲜肉月饼的香气，许多市民趁着销售高峰未至，赶紧购

买。记者走访发现，如今上海的鲜肉月饼，许多都是传统工艺结合现代化生产技术，在保留
手工部分的同时，运用烤箱等设备来提高生产效率，“中西结合”做出来的月饼受到欢迎。

此外，鲜肉月饼创新潮仍在继续，各种各样的美味食材被添加进鲜肉馅中，接受市场检验。

去年，曾报道淮海中路一家月饼快闪
店将海鸥牌相机、永久牌自行车、金星牌电
视机等“上海制造”刻入月饼，唤起无数人
的“上海回忆”，一时成为“网红”。今年，这
家糕点品牌店继续延续这一风格，这一回，
一幢幢老建筑将一个个精心制作的月饼

“收入囊中”。

老建筑将月饼老建筑将月饼““收入囊中收入囊中””

诞生在电子交易时代

“我们今天宣传‘江南’，不仅是珍藏这样一份厚重的文
艺积淀，更是珍视其中的传统美学智慧与文明传播经验。”日
前，“江南文化”丛书在上海书展中心活动区首发，丛书主编
之一、华东师范大学教授胡晓明说。

“江南文化”丛书由上海图书馆策划出品、上海科技文献出
版社推出，以演绎江南文脉源流，弘扬江南文化精神为主旨，蒐
裒先秦至晚清以江南之人、事、物为描绘对象又兼具欣赏价值
的文学名篇，以文学为载体再现江南在历史流变中的不同面目
和不变的诗意底蕴。胡晓明、彭国忠、陈引驰、沈喜阳等知名文
史学者担纲编著，并作题解、集评及相关知识链接，以体裁为

绳，分类编纂，总成《江南诗》《江南词》《江南赋》《江南文》四
册。其中，《江南诗》收诗223首，《江南词》收词分“山川风物”

“怀古咏史”“节日风俗”“咏物”“行旅送别”“爱情思念”“现实人
生”“感怀”八大主题，《江南赋》收赋35篇，《江南文》所收为历
代与江南相关之传记、散文、游记、书信、序跋等97篇文字。

上海交大出版社出版“海派文化地图”丛书新推 5 卷
——虹口卷《海派源流》、普陀卷《苏荷竞秀》、长宁卷《西区
漫步》、奉贤卷《古华贤情》、松江卷《锦绣云间》也同时首
发。丛书逐一解析和描绘海派文化的发源流布、传承发展、
多元质素。 来源：文汇报

首发江南文化丛书 新推海派文化地图

中秋临近中秋临近，，月饼销售月饼销售““起蓬头起蓬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