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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指数年度榜单显示——

专利技术助企业快速成长

本报讯（记者 陈怡 通讯员 张立）由施普林格·自然
集团近日发布的 2020 自然指数年度榜单（Nature Index
2020 annual tables）展示了不同国家和科研机构在自然
科学领域高质量科研产出的情况。美国依然位于首位，
中国居第二位，但不断在缩小差距，中国 2015年以来科
研产出有大量增加。其它年度产出居前十位的国家分
别是德国、英国、日本、法国、加拿大、瑞士、韩国和澳大
利亚。数据显示，美国经调整后的贡献份额自 2015 到
2019 年下降了 10%，而中国则增加了 63.5%，是增长最
快的国家。

自然指数是机构科研表现的一个指标。论文数
（Count）和贡献份额（Share）这两个用于整理自然指数列表
的指标，依据的是某个机构或国家在 82本自然科学期刊
上的论文发表量，一个由知名科学家组成的独立委员会根
据期刊的声誉从各自领域挑选出了这些期刊。

与前几年一样，中国科学院、哈佛大学和德国马普学

会依然位居机构产出的最前列。但是，也出现了一些意料
之外的结果。例如，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经调整后的贡献份
额增加了25.6%，令其位次较前几年有大幅提升。

中国科学院位居机构首位，其贡献份额是哈佛大学的
两倍，占自然指数总份额的2.8%，并且在化学、物理、地球
和环境科学这三个学科领域的产出均居于全球首位。哈
佛大学的生命科学研究产出在全球居首，该学科的实力支
撑了该校在总体产出中的领先位次。该校是学科排名跨
度最大的机构之一——其生命科学位居第一，而化学居第
33位。

其他2019年贡献份额居前十的机构还包括法国国家
科研中心、美国斯坦福大学、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德国亥姆
霍兹国家研究中心联合会、中国科学技术大学、英国牛津
大学和北京大学。

此外，今年的自然指数年度榜单还增加了机构上升之
星榜单，该榜单追踪 2015至 2019年各机构高质量科研产

出的增长情况。中国在该榜单居主导地位，前 44家机构
上升之星全部来自中国。其中，中国科学院大学经调整后
的贡献份额增加了 242%，这反映了该校在过去 4年发表
的高质量科研成果有显著的增加。根据2015至2019年调
整后的贡献份额的变化情况，升幅最快的前十家机构上升
之星是中国科学院大学、中国科学技术大学、上海交通大
学、清华大学、中山大学、四川大学、南方科技大学、南京大
学、华中科技大学和武汉大学。

自然指数创始人David Swinbanks表示：“自然指数年
度榜单显示，获得良好资助的大型知名机构继续在自然科
学领域的高质量科研产出上有强劲表现。但我们也看到
规模较小、更年轻的机构也非常有可能迅速上升，与那些
更资深、地位更稳固的机构并驾齐驱。年度榜单是显示自
然科学领域高质量科研产出的一个良好指标，但我们鼓励
读者在考量科研质量和机构表现时也同时使用其它的科
研产出指标，如数据、软件和知识产权等。”

中国工程院詹启敏院士携手知名医学遗传学家曾凡一教授——

中国为2015年以来科研产出增长最快的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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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 绎 抗“ 疫 ”赞 歌

身在上海的医学遗传学家曾凡一与身在北京的肿瘤
学家、中国工程院院士詹启敏携手“隔空”创作演绎抗“疫”
赞歌《医魂闪光》。日前，这首充满爱、呼唤爱的歌曲MV
正式发布。

一拍即合，实现30年的心愿

词作者和演唱者詹启敏院士（笔名潇敏）是我国著名
肿瘤学家，中国工程院院士，现任北京大学党委常委、常务
副校长、医学部主任。他能歌善舞，擅长二胡、琵琶等乐
器，还有着中国当代“网红歌手”的美誉。

曲作者和演唱者曾凡一教授，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医
学、理学双博士，是著名的医学遗传学家、国家重大研究计
划项目首席科学家、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国家杰出
青年基金获得者。现任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遗传研究所所
长、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教授。在美留学期间，她辅修了
音乐作曲和理论，并与美国某著名唱片公司签订了多张唱
片合约，在上海、华盛顿等地多次举办个人演唱会，堪称中
国第一代流行歌手。

两位推崇科学和艺术融合的医学科学家，虽相隔千
里，却早在上世纪 90年代就已相识。当时曾凡一的母亲
黄淑帧教授在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NIH）担任高级科学
家并进行合作研究。有一天在黄教授家的客厅里，来自华
盛顿特区的多位医学工作者酝酿成立了著名的黄河合唱
团。正在NIH做博士后的詹启敏院士和在宾大攻读双博
士的曾凡一教授都加入了黄河合成团。当时黄河合唱团
在当地多次进行赈灾义演，在华府地区产生了重要的影
响，两位有共同追求的学者也由此相约合作。但是后来他
们都忙于各自领域的科研工作，一等很多年过去了，直到
今年2月上旬，全国医务人员积极奔赴武汉参加抗疫斗争
之际，詹启敏院士与曾凡一教授不约而同地想到用歌声参
加抗疫行动，用歌声支持武汉一线医务人员。两人一拍即
合，决定为抗“疫”合作一首歌曲，30年的夙愿终于得到了
实现。

排除万难，隔空创作录制歌曲

将理想付诸实现却并非易事，从编曲、录音、混音，到
后期制作都需要多次反复进行。首先，作词作曲初稿完成
后，编曲成了第一个难题。许多著名制作人、录音师都不
在上海或者正在居家隔离中，面对面的沟通几乎没有可
能。让人感动的是，周围许多朋友都自发自觉行动起来，
参与到歌曲编制过程中。比如东方卫视《中国梦之声——
我们的歌》音乐总监、中国著名音乐制作人董健剑得知此
事后，尽管自己远在海南探亲无法回沪，尽管日程满满，仍
然自告奋勇义务地接下了这个重要的工作。经过反复推
敲和沟通，有了编曲和伴奏的初稿。

接下去，寻找疫情期间开放的录音棚和可以出门工作
的录音师则是他们遇到的第二大难事。

这个工作再次得到各方朋友的鼎力相助。录音师段
老师，经过多次协调，终于安排开放了一个录音棚。他单
程开车3个多小时，赶来为曾凡一录音。

之后，经过编曲和旋律的再次修改，正式录制小样不
得不换到上海另一个录音棚录制。录音师贠老师二话不
说，又是一个通宵。完整的伴奏和小样发给詹启敏后，他
认真练习了3天，在北京也经过周折找到一个录音棚连夜
录制，并寄往他在大连的制作人顾老师，经后期制作把他
的声轨寄到上海。可是由于两位歌者不能在同一时空中
交流，最后还需要再次进棚重新编辑和修改整首歌的结
构，进行再创作……

可以说，这首抗疫歌曲本身也经历了“抗疫”的坚持：
在3个不同的录音棚，通过4位录音师的专业录制，经由北
京、上海、海南、沈阳 4个省市的隔空交流和制作，以及 20
多稿的改编和修改后，终于有了成品。

完美体现科学知识与人文情怀的融合

新冠病毒残酷无情，但是人性永远是纯洁美好的。
当武汉封城之后，全国各地的医务人员纷纷主动请缨，奔
赴武汉第一线，社会各界人士也积极投入战斗。曾凡一

周围有很多同事和朋友从抗疫前线带回来他们亲身经历
的故事。

她亲耳聆听到一位刚在前线带领着团队奋斗了86天
归来的专家的感受：“我们要特别感谢这场经历，这次战役
让我们面对了很大风险，迎接了很大挑战，同时这也是一
段特别珍贵的记忆。能够在这样的一个时刻为国家做一
些贡献，是非常值得我们自豪的。4月8日，当从北京传来
全国危重病情终于清零的消息，我在武汉特别感动，为全
国人民的支持感动，为方方面面的支持感动。正是靠我们
大家的齐心协力，我们才能坚持下来。”

曾凡一很有感触地说：“我特别感受到，我们的民族是
多么得伟大，我们的人民是多么可敬可爱。”她说这首歌与
其他歌曲的不同之处，在于不仅仅是对一线医务人员的歌
颂，让大家为抗疫战士们奉献精神所感动，更重要的是希
望能激发人们积极向上的精神和一往直前的勇气。“这场
突如其来的灾难，给我们带来了不幸，也给予了我们挑战
自然界、挑战人性的一个机遇。”

歌曲《医魂闪光》是科学知识与人文情怀相互融合的完
美体现。正如歌词中所说：让生命之树常绿，让生命之光常
亮，把生命之美还给人间，为生命之花送去朝阳……

之后，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党委宣传部又为该曲制作
了精美的MV。治愈系的歌声与前线的抗疫画面相得益
彰，用歌声传递温暖，用音乐鼓舞人心，《医魂闪光》唱出了
同心抗疫、共克时艰的爱国情怀。

这个过程中的曲折也反映出音乐界的广大同仁参与
抗疫行动的决心。其中曾凡一要特别感谢父母曾溢滔院
士和黄淑帧教授，他们也为歌曲提出宝贵建议而使歌曲更
加悦耳感人。

疫情期间，没有合唱团伴唱，曾凡一一人演唱了女
高、女低、男高、男低四个声部。同时，她还参与完成了制
作过程中的多项工作，科学家特有的工匠精神在她身上
如实体现。

通过詹启敏院士和曾凡一教授以及音乐界同仁的共
同努力，终于隔空完成了这首歌曲的创作录制。两位推崇
科学和艺术融合的医学科学家，用自己的方式传递中国

“逆行者”的民族大爱，以及无穷的力量和勇气。

本报记者 吴苡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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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吴苡婷）5月8日，在复
旦大学上海医学院举行的捐赠仪式上，北
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BiMBA商学院院
长陈春花教授创立的“知识实验室”向上海
复旦大学教育发展基金会“一健康基金”捐
赠 403万元，用于“一体化健康”理念的实
践以及医学专业人才培养。

“一健康基金”创立于 2013年。那一
年闻玉梅院士迎来80岁生日，当时她和先
生宁寿葆教授商量把 50万元的积蓄拿出
来成立一个基金，推动“一体化健康“理念
的实践，支持复旦大学医学院的创新性教
学、科研和人才培养。基础医学院的朱依
纯教授知道他们的决定后当天就捐赠了1
万元人民币。之后，闻玉梅和宁寿葆夫妇
又陆续捐赠了转化及奖励所得120万元。

在抗击新冠疫情的战斗中，白衣天使
的挺身而出和科研人员全力付出，感动全
中国的百姓们。当时陈春花率领知识实验
室的同事们推出义卖课程《化危为机》快速
响应，为战“疫”献上自己的一份力量，在2
月 5日—2月 28日的义卖中，总共筹集了
403万元善款，此次由陈春花知识实验室
携共生伙伴正和岛一起捐赠给“一健康基
金”。陈春花在捐赠仪式上介绍说：“致敬
仁心，因爱共生，我们希望将这笔款项用于
支持病毒疫苗的研发以及鼓励疫情前线的
医护人员和科研工作者。”

在此次疫情中，86岁的中国工程院院
士闻玉梅依然积极参与疫情防控宣传和科
普工作，及时提供科学的对策和建议，坚定
民众战胜疫情的信心。

亲历武汉战疫的援鄂医疗队领队朱畴
文院长和台下的师生们再度重温了抗疫中
那张很暖的照片，讲述了“落日余晖”这张
照片背后的感人故事。3月 5日下午四点
多，武汉大学人民医院东院，复旦大学附属
中山医院援鄂医疗队队员刘凯医生在护送
病人做CT的途中，停下来，让已经住院近
一个月的 87岁老先生欣赏了一次久违的
日落。被誉为“最硬核医生”的张文宏也在
现场讲述了自己在战“疫”过程中的感受和
体会。

闻玉梅院士在接受采访时介绍说，成
立 7年来，“一健康基金”目前的捐赠金额
已经达约1000万元，每年都会向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和下属附属医
院的优秀教师、优秀研究生、优秀本科生颁发奖励证书和奖学金。评
审委员会的阵容也十分强大，陈凯先院士和王红阳院士都是评审委
员会的成员。很多优秀的科研工作者荣获过“一健康基金”，上海市
公共卫生临床中心的卢洪洲教授在2015年与11名队员一起，不顾个
人安危，经 65天艰苦卓绝的工作，圆满完成国家交给的埃博拉防控
社区培训任务，并实现了“打胜仗、零感染”的国家既定目标，基金奖
励了他2万元。张文宏教授的助手也是2013年第一届“一健康基金”
一等奖的获得者。这次陈春花教授“知识实验室”向上海复旦大学教
育发展基金会“一健康基金”的捐赠，将进一步推动“一健康”的理念，
在抗疫的战时与常态化中实施，鼓励今后的白衣战士们继续为健康
中国而献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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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得很方便！再也不用担心弄丢发票了，
还能随时打印！”5月 8日下午 15时 56分，在上
海市第十人民医院门诊大厅，轻点手机获取本
市首张门诊医疗收费电子票据的陈女士不住地
夸赞。

此次上海首张门诊电子票据在十院开出，
标志着基于互联网+医疗的智慧就医流程突破
了一个难点，打通了一个关键环节。据院方介
绍，在门诊电子票据的基础上，很快将推出住院
电子票据，实现全程移动操作，患者就诊将有望

“告别柜台”。

疏通“最后数十米”堵点

当前，通过自助一体机、手机微信、手机支
付宝等终端实现医疗费用电子支付已十分普
遍，但要获取具有法律效应的票据，仍然需要去
人工窗口排队打印。“最后数十米”的排队，不仅
影响就医体验，纸质票据也有易丢失、易污损等
麻烦。

陈女士的单位为其购买了商业保险，因此，
每次就诊她都得在窗口排队缴费和取纸质票
据，而现在，她只需要在手机或者自助机操作，
就能完成缴费、获取电子票据的步骤。如果想
免去回去打印的麻烦，还可以在多功能自助机
上直接打印，真正实现了不用排队、“告别柜台”。

电子票据应用影响深远

医疗收费电子票据改革试点，是为了进一
步落实“放管服”改革要求，提高医疗收费票据
使用便捷度，实现便民利民服务，强化医疗收入
监督管理，有效防范虚假票据。

在市财政局、市卫健委和市医保局的指导
和支持下，上海十院前期积极统筹规划、改造信
息系统，调整业务流程，实现与财政、卫生健康、
医保部门系统对接，为成功开具沪上首张门诊
医疗收费电子票据做好了充分准备。

医疗收费电子票据可以通过财政部全国财
政电子票据查验平台进行票据查询及验真，与纸质版票据有同等法
律效力，这标志着上海市医疗收费电子票据改革工作正式拉开帷幕。

上海市第十人民医院院长秦环龙表示，电子票据是实现全流程
智慧就医的关键环节，它的意义不仅在于患者下载、保存和打印“电
子票据”，更有助于门诊住院全流程实现真正的手机操作。今后患者
用手机在诊间结算、床旁结算后，可以马上收到电子票据，不用再去
窗口排队，大大提升就医体验和满意度。

对于医院来说，电子票据的推广使用，就医与财务流程将发生根
本性的变革，很多原先需要人工审核、操作才能完成的过程，将直接
平移到移动端。医疗收费电子票据能提高结算效率，降低医院人工
窗口的压力，同时也提升无纸化水平，解决纸质票据存储难、查询难、
核销难的问题，可谓一举多得。

瓶颈打通助力智慧就医模式

随着门诊第一张电子票据的开具，住院电子票据很快也将上线，
上海十院的的纸质票据将全部升级为电子票据，从而打通各环节电
子结算的瓶颈，为线上缴费、电子支付等互联网+智慧就医模式奠定
基础。

在上海申康医院发展中心的支持和指导下，上海十院已完成“智
慧就医”全流程服务的升级，体现了“无人值守”全自助就医的理念，
迈出了告别柜台、远离排队的坚实一步。

去医院看病，人们常常会有这样的感受——挂号排队、候诊排
队、缴费排队、拿药排队，甚至一大清早窗口就已经排满了人，不停地
排队、不停地切换流程，找不到地方还得开口问人。

现在在上海十院，门诊患者可以通过一部手机完成挂号、缴费，
避免了在各窗口之间奔波和排队，住院患者可以通过手机或自助服
务机完成出入院服务，无需在窗口排队，还可以通过手机随时查看

“账单明细”。
上海市第十人民医院党委书记范理宏表示，推广智慧就医服务，

引入电子票据等一系列技术手段，体现了“信息多流动、患者少跑动”
的服务理念，带来了全新的就医体验。

贴心服务填补数字鸿沟

“手机上可以开医疗费电子发票了？蛮好的，不过需不需要再装
APP啊？阿拉老年人手机配置不高，横一只竖一只APP装下来，手机
要跑不动了。”刘先生说出了患者心声。

对于患者的担忧，院方表示在最初决策时就已充分考虑到。此
次上线的电子票据应用基于使用十分广泛的微信和支付宝平台，患
者关注上海市第十人民医院公众号（微信）或生活号（支付宝）后，通
过使用相关官方小程序就可以申领电子就诊卡，凭此卡便可一“码”
通行全院。对于不善于使用智能手机的老人来说，也不用担心，电子
就诊卡支持亲属绑卡，最多可以绑定三张卡，子女可以帮忙完成远程
挂号、远程支付等操作。

该系统在调试期间恰遇新冠疫情，手卫生成为关注的焦点，为
此，院方前瞻性地推出了“刷脸支付”功能，无需掏出手机，在自助机
前选择“刷脸”支付，就能以“颜值”缴费。

本报讯 （记者 戴丽昕）今年是第 20个世界知识产权
日，作为全国洗涤领域专利最多的企业——上海安赐环保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用公司展示墙上层层叠叠的知识产权
专利证书诠释着技术创新与企业快速成长的关系。

安赐环保是上海市专利示范企业，自 2008年成立至
今已累计获得授权发明专利36项、实用新型专利92项、软
件著作权 2项，今年还喜获PCT国际专利 1项。公司历年
来被评为上海市专利试点企业、上海市专利示范企业、国
家专利优势企业。在所有专利中，最有含金量的要数“钛
白粉洗涤系列专利技术”及白水回收循环利用专利技术，
被公认为全行业目前最有经济价值的洗涤技术。“我们的
专利技术解决了洗涤行业高污染高能耗问题，客户对我们
的知识产权十分尊重，也让我们有更多动力去做新的成果

转化。”安赐环保副总经理曾泱说。
钛白粉作为一种普遍应用的化工材料，广泛应用于涂

料、造纸、化纤、工程塑料等行业，是环保的增白剂、遮光
剂、抗老化剂。目前，全球钛白粉产值约110亿美元，是仅
次于合成氨、磷酸的第三大无机化工厂产品。虽然需求量
大，但是生产钛白粉产生的“三废”的排放量大，治理费用
高，从2013年起，就未再检索到有国外企业申请硫酸法钛
白粉洗涤技术相关专利，表明国外在这方面已基本无研发
投入。硫酸法钛白粉洗涤技术还属于高投入行业，行业门
槛较高，因此新进入本行业的专利申请人较少。

在这种情况下，安赐环保从 2011年起对硫酸法钛白
粉水洗技术进行创新性研究，采用膜洗涤及水洗水循环工
艺，来提高钛白粉品质及回收率、降低水洗耗水、提高水的

循环利用率。经过两年的建设，品质提升，生产总成本更
低，环境友好的新技术研发成功，被全行业认可为目前最
有经济价值的洗涤技术。为此，安赐环保申请了5项发明
专利、7项实用新型专利、1项PCT国际专利，全面覆盖钛
白粉洗涤工艺及其产生的白水处理的工艺流程，成为钛白
粉洗涤领域国内专利名列前茅的技术企业。

安赐环保收益的快速增长，恰恰是践行知识产权保护
的成果。2015年以前，安赐环保对知识产权的理解还仅限
于申请专利，在入选上海市专利试点企业后，得到上海市
知识产权局的大力培训和辅导，才了解到知识产权管理和
保护的丰富知识，从知识产权贯标入手，全面打造适合企
业的知识产权体系，用上海市知识产权局和浦东新区知识
产权局提供的专项资助，实现了对专利数据库、专利战略、
专利人才培育的大额投资。

曾泱说：“上海市通过持续多方改革，每年都推出尊重
知识产权的好政策，促进企业科技创新。知识产权保护方
面的改革，营造了良好创新生态环境，焕发企业发展活力，
让许多和安赐环保一样的科技小企业不再担忧自己的创
造发明被无端侵权，专心在个性化领域里快速成长。”

随着外滩黄浦江畔观景平台游客人数增加，相关部门在防灾减灾日到来之际，全面落
实城市安全保障举措，同时在沿江的防护栏上增添了11只带绳救生圈，旨在第一时间能
够及时救助落江者，同时也提高市民游客的互救互助能力。 杨浦东 文/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