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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I+医疗” 前途广阔 医疗数据或成发展瓶颈

向琳

11 月 7 日， 科大讯飞发布关于

“智医助理”机器人科研成果的公告。

公告称在国家医学考试中心“2017 年

临床执业医师综合笔试” 测试中，讯

飞“智医助理” 机器人取得 456 分的

成绩，超过临床执业医师合格线（360

分），属于全国 53 万名考生中的中高

级水平。

此次“智医助理” 机器人顺利通

过综合笔试测试，在全球尚属首次，是

中国人工智能发展的里程碑。 测试结

果也进一步验证，未来“智医助理”机

器人的相关技术成果将应用在医学教

育、规范化培训、临床辅助决策支持等

方面。 下一步，讯飞“智医助理”机器

人将致力于辅助医生进行临床诊疗，

真正服务医疗。

不止是 AI 机器人， 在今年 8 月

20 日，由科大讯飞、安徽省立医院联

手打造的我国首家“AI+ 医疗实体医

院”———安徽省立智慧医院 （人工智

能辅助诊疗中心） 在合肥挂牌运行。

根据了解， 目前人工智能辅助诊疗中

心已与安徽省医学影像云平台、 安徽

省立医院医联体远程会诊平台完成对

接， 并已正式接入 41 家县级医院，未

来将服务安徽省全省 105 个县。

“AI+ 医疗” 正在成为资本市场

的新宠， 虽然人工智能技术商用尚处

于萌芽状态， 但吸引了大量投资者的

目光， 医疗市场是人工智能规模最大

以及增长最快的领域之一。 国内有数

据显示，2014到 2016年每年新成立的

人工智能医疗企业分别达到 24、37 和

36家，与 2013年 4家相比发展迅猛。

10 月 13 日，在“云栖大会” 智慧

医疗专场， 阿里健康首次对外披露了

智慧医疗的进展， 与浙江大学医学院

附属第一医院（下简称浙大附一院）、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下简

称浙大附二院）和上海交通大学医学

院附属新华医院（下简称上海新华医

院），三家医院分别签约，加速智慧医

疗的发展。 阿里健康与浙大附一院共

同申报的“医学人工智能浙江省实验

室” 也正式揭牌成立，该实验室主要

是依托浙江大学附属第一医院进行建

设管理的实体性研究机构。 智慧医疗

的发展能够协助解决医疗需求急剧上

升和供给端严重不足等问题。

尽管发展迅速，但“AI+ 医疗” 还

有不少问题需要引起重视。 首先，基层

医疗能否用得起 AI技术。 由于知名三

甲医院拥有积累丰富经验的专家教授

以及高精尖医疗仪器设备，对人工智能

的需求不如基层医疗大，所以智能医疗

的最大市场应该是基层。但是基层医疗

的市场空间大且分散， 很多医院的 IT

系统不完善， 要对接 AI技术也有一定

难度。 再加上使用 AI技术需要一定的

投入，这部分的费用如果全由医院来承

担也不太现实， 转嫁到病人身上也很

难。 所以对于 AI需求最大的基层医疗

市场要真正使用该技术，还需要政府政

策等各方面条件的支持。

其次，医疗数据的处理。 人工智

能医疗需要医疗数据才能够成长，但

是国内医院的数据并没有实现共享，

是人工智能医疗发展路上的障碍。 飞

利浦医疗科技大中华区副总裁陈胜裕

在“云栖大会” 上曾指出，“中国的数

据量非常庞大，但还没有形成大数据，

因为很多数据还没结构化和标准化。

这是 AI 在健康医疗领域应用的最大

瓶颈。 ”

除此之外， 医疗数据质量也十分

重要， 现在医院里手工录入的医疗数

据在质量上还存在很大的问题， 这也

导致真正能够运用到人工智能的医疗

数据并不多。 人工智能医疗仍是新兴

事物，但只有解决了数据等问题，才能

够真正突破发展瓶颈。

（作者系天元金融高级投资顾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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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易大厅谢幕 香港开启金融科技新时代

吕锦明

2017 年 10 月 27 日，是香港资本

市场发展史上一个值得纪念的日子：

在这一天， 香港交易所交易大堂在完

成其最后一个交易日的使命后， 正式

宣告退出历史舞台。

港交所主席周松岗在回首这段历

程时感慨，“交易大堂陪伴香港人走过

了 30多年的日子，有风有雨、有顺流有

逆流，今日它已经完成其使命。 ” 此情

此景，更令不少“红衫仔”（在港交所交

易大堂内身穿红马甲的经纪交易员）

等市场参与者黯然。 不过，正如港交所

行政总裁李小加所言，“大时代没有结

束，而是一个大大的时代开始了！ ”

从启用到退出， 港交所交易大堂

经历将近 31 年的风风雨雨，亲历了与

香港资本市场繁荣发展密切相关的一

个又一个重要时刻：目睹了“红衫仔”

从写黑板到后来实现电子化交易的转

变， 见证了从港英时代外资大行主导

市场到现在内地与香港市场互联互通

日趋紧密的变迁……

其实， 在亚洲各主要证券交易所

中， 港交所是最后一个关闭交易大厅

的。 全球多个主要交易所取消交易大

堂内的现场交易早有先例：早在 1996

年， 深圳交易所就已停用交易大厅；

2014 年，上海交易所装修后，以前近

1600 个交易席位近乎全撤走，仅余下

少量位置供 B 股交易员使用； 在国

外， 东京交易所、 伦敦交易所也于

2000 年之前已经关闭交易大堂，新加

坡交易所也于 2006 年中关闭。

全球各主要交易所陆续关闭交易

大堂，实际上是金融科技（Fintech）日

新月异和资本市场高速发展相结合的

折射和反映， 本次香港交易所交易大

堂也是顺应时代潮流之举：1986 年，

香港交易及结算所有限公司的前身由

4 家当地证券交易所合并而来， 当时

所有交易都在交易大堂内进行；1996

年 1 月， 经纪商除了可以在交易大堂

以外拥有一台终端机———这对香港的

经纪商而言， 是一件具有里程碑意义

的事件。

自从港股交易可以在证券公司通

过自动对盘系统直接下单后， 大量的

交易已可以通过银行和证券公司的交

易渠道进行。 港交所的数据显示，在

2000 年 1 月，银行和经纪商被允许在

公司内完成所有交易活动之前，有

22%的交易活动是在交易大厅内完成

的； 到 2007 年， 这个数字已经跌至

1%。 关闭前夕，港交所交易大堂内的

证券交易柜台数目只有 60 多个，平均

每日只有 30 名经纪在这里工作。有交

易员介绍说， 在港交所交易大堂关闭

前的几个星期里， 这个曾经能容纳过

千交易员的交易场地内， 每日也只有

寥寥数人出席，显得格外冷清。

从港交所交易大堂从辉煌到退出

的历程可见，包括投资工具、运作模式

等在内的金融科技创新乃是当前全球

资本市场发展的大势所趋。 在港交所

交易大堂见证香港资本市场不断发展

的 31 年期间，内地的沪深股市快速崛

起、高速发展，且在多方面指标都赶超

了港交所，例如：内地交易所虽然起步

较港交所晚， 却领先于港交所进入全

面无纸化交易模式； 内地在大力发展

互联网金融科技的日常应用方面也远

远跑赢香港———当八达通还一统香港

流动支付市场时， 内地的两大电子支

付系统早已快速占领内地市场， 并迅

速向海外市场扩张。 对此，有香港财金

界人士指出， 在金融科技发展一日千

里的时代，改革与创新犹如急流行舟，

不进则退。 为保持香港国际金融中心

的领先地位和优势， 以港交所为代表

的香港资本业界应当在这方面奋起直

追，迎头赶上。

港交所近年来锐意改革、 不断创

新，例如：在互联互通制度创新方面就

取得很好的成效， 近来又在着手对接

纳同股不同权架构企业来港上市进行

咨询和尝试。 如今， 历经香港股市 31

年发展历程的香港交易所交易大堂正

式退出历史舞台， 将被重新改装变身

成为香港一座具有代表性的金融地

标———“金融大会堂” ，它将会继续见

证香港金融资本市场在金融科技的大

潮中不断前行。

（作者系证券时报记者）

何知仁义 已享其利者为有德

陈嘉禾

在《史记·游侠列传》中，有这样

一句话：“鄙人有言曰， 何知仁义，已

享其利者为有德。 ”意思就是说，许多

人并不会管一件事情有没有道德、一

个逻辑是不是真正正确， 只要当时赚

到钱、得到好处、“享其利”的，就是好

的，很多人也都爱去做。

两千多年过去，人心却没有多少改

变。 在今天的资本市场中，这样的情况

特别多见。 在一个产品价格大涨的时

候， 我们能看到一大堆新理论解释，它

为什么是一个好资产。 但是，如果有一

天这个产品的价格开始大跌，我们又会

瞬间看到许多理论，说它为什么不可救

药。 往往这两者没有一个是对的。

但是，那些真正有经验的投资者，

却会轻易发现这些理论之中的漏洞。

那些虽然没有足够经验， 但是却能真

实面对自己内心、 足够细致去分析理

论、不人云亦云的投资者，也会在阅读

完这些资料以后，困惑地问：“为什么

这些理论， 我看得不是太明白呢？ ”

“为什么这些理论， 和几年前的那些

不太一样呢？ ”

举例来说， 虚拟货币的价格在最

近几年里大涨，我们就看到无数理论，

证明为什么虚拟货币是如此优秀。 至

于背后包含的技术问题之复杂、 一种

没有任何背书的“货币” 居然能有价

值这种事情之奇异， 恐怕连写下这些

理论的人，自己都没有搞得太明白。笔

者曾经仔细问过一些推荐虚拟货币的

人，区块链到底是怎么回事，具体程序

怎么写， 为什么据说很安全的虚拟货

币仍然会被偷， 但是没几个人真正讲

得明白。 之所以虚拟货币在过去几年

广受美誉， 恐怕最重要的原因只有一

个：它的价格在上涨。

再看 A 股的创业板， 在 2015 年

夏天， 创业板指数的 PE 估值最高达

到大约 140 到 150 倍。在历史上，几乎

没有几次股票市场泡沫达到这个估

值。但是在当时，我们看到宣传为什么

创业板就值这么高估值的文章， 和今

天宣传为什么一线城市房子就该这么

贵的文章逻辑神似， 远远多于探讨风

险的分析。为什么？还不是因为在此之

前，创业板一直在涨的缘故。 要知道，

这个指数从 2012 年底的最低 585 点，

上涨到了 2015 年夏天的最高 4037

点，让投资者足足赚了将近 6 倍（算

上股息还得更多）。

反之， 今天的创业板指数的 PE

估值已经下降到 42 倍。 尽管 42 倍仍

然算不上一个太有吸引力的估值水

平， 但是至少比 140 到 150 倍已经下

降了 2/3。 可是，今天对创业板的正面

分析却大不如昨， 反之我们能看到不

少批评文章。 估值高的时候觉得值得

买入、 估值低的时候反而放弃之前的

逻辑，这不是很奇怪的事情吗？而这背

后的真正逻辑，就是那句“何知仁义，

已享其利者为有德” 。

再看 2014 年以前，A 股市场上的

基建股和周期股， 当时的市场论断一

片悲观，认为中国经济产能过剩、基础

设施建设过剩、 新能源开发导致传统

能源被抛弃等等。但是当时，这些股票

的估值也十分低廉，PB （市净率）低

于 1 倍的公司比比皆是。 到底是这些

理论真的完美解释了周期股和基建股

的问题呢，还是价格的下跌、估值的低

廉导致这些理论的出现呢？

三年过去，到了今天，周期股和基

建股的估值已经较当时抬升了不少，

但是投资者却更加喜爱这些股票，提

出了一些三年前听不到的新理论，比

如环保限产导致产量下跌价格提升，

房地产市场冷却导致基建必须抬头，

诸如此类。 是这些理论真的能预测未

来几年这些股票的走势吗？ 还是因为

股票价格上涨了， 所以大家开始为上

涨找理由、 因此把一些当前的现象说

成在未来能继续帮助股价上涨了呢？

再比如说，在 2016年底、国内债券

市场牛市的末期，10 年期国债到期收

益率只有 2.7%左右， 我们就听到不少

理论， 说为什么债券收益率还会下跌，

甚至认为向下突破 2%的都有。但是，当

时债券的收益率已经不高， 空间不大。

反之到了今天，10 年期国债收益率行

将破 3.9%，但市场却变得异常悲观。 当

年的乐观情绪不复存在，即使我们面对

的收益率离历史最高水平不远。

“何知仁义， 已享其利者为有

德。 ” 下次当我们再看到一段证券分

析的时候，我们得想想，这个分析到底

是由分析者的真知灼见， 还是因为市

场的涨跌导致分析者被感染写出这样

的文章呢。如此细心体验，投资者们想

必就能更好把握市场的真相。

（作者系信达证券首席策略分析

师、研发中心执行总监）

树不会长到天上去

杨苏

当有一种投资策略可以带来接近

无风险收益时， 那么这种策略距离证

伪也就不远了。

不过， 这样看上去无比正确的常

识，在 A 股中正在接受着挑战。 最近

两年来， 特别是 2017 年以来，A 股许

多行业龙头公司的估值水平， 一直在

稳步提升。 比如最为普通人常见的公

司贵州茅台， 公司股价不断上演大幅

上涨的好戏， 目前已经逼近 700 元大

关， 曾经被人哂笑的目标价位早就被

甩在后面。 至于其他各个行业龙头公

司估值，也多有类似的现象。

许多行业龙头公司市值大涨可以

理解，与业绩增速较为匹配。在中国经

济进入升级转型的阶段之后， 很多行

业的集中化程度得到了大幅提升，这

与其他发达国家行业高集中度的趋势

非常吻合。所以，以往中小板创业板公

司经常出现净利润大幅增长的现象，

现在反而经常发生在行业两三个龙头

大公司的身上。并且，行业内大公司对

资源的垄断， 进一步加剧了中小型公

司生存的艰难， 无论是毛利率还是净

利润数据都越来越难看。

但是， 一些利润并没有大幅增长

的行业龙头公司， 股价在短短几个月

时间也出现了 50%甚至 100%的增长。

笔者查阅某些消费行业几家龙头公司

2017 年营收和利润情况， 与 2016 年

并无显著变化，但是股价大幅增长。

类似的现象并不是孤例， 对行业

龙头公司的热捧，已经成为当前 A 股

的时髦理念。 有研究者直接从财经资

讯软件中提取所有行业的龙头公司，

然后将购买这些龙头公司作为重要投

资策略大加宣传。至少在目前看，这种

策略可以帮助投资者获得不菲收益。

没有任何一个投资策略可以带来

无风险收益。打个不一定恰当的比方，

我们都还记得几年前购买市值几十亿

的所谓“壳” 公司股票，可能是 A 股

收益最高的投资策略。 最近两年公司

IPO 数量大幅增长， 才有力缓解了上

述对实体经济毫无价值的投资异象。

现在鼓吹所有人去买所谓的白马股，

让人产生不小的担忧。

诚然，行业龙头公司一般都是好公

司， 公司高管也具有良好的企业家精

神。但是，好公司不一定是好股票，更重

要的是行业和企业都有自己的生命周

期，简单地讲可以分为萌芽、成长、衰退

等几个阶段。 行业千差万别，企业各自

特征更加多样，投资者仅凭行业的地位

投资公司股票，将面临极大的风险。

美国资本市场历史较为悠久，在

20 世纪七十年代曾有一次“漂亮 50”

时代的行情。当然，A 股当前的情况与

美国不同， 我们国情和经济发展也不

能简单比较。 不过，美国“漂亮 50” 行

情的各家公司， 在经历资本市场的疯

狂追捧后， 走出了非常分化的发展路

径。 一旦公司业绩达不到投资者预期，

资本市场对其估值就会出现极大的分

歧，后知后觉的普通投资者，很容易成

为最后接棒的人。

树永远长不到天上去。 也许在很

长的一段时间，树每天都长几厘米，让

人感觉这一趋势将永远持续下去，但

这是给缺乏独立思考的人最大的错

觉。 如果中小型公司无法保持多年高

速增长， 那么也不会有多少行业龙头

公司可以做得到。再好的公司，如果估

值高了，也不是值得投资的好股票。 笔

者可以大胆预测， 那些业绩没有显著

提升的行业龙头公司， 将会率先迎来

合理估值水平的回归。

（作者供职于证券时报）

� � � � � �【琳听财经】

虽然人工智能技术商

用尚处于萌芽状态

，

但

“

AI+

医疗

”

吸引了

大量投资者的目光

。

� � � � � �【股市笙歌】

好公司不一定是好股

票

，

更重要的是行业

和企业都有自己的生

命周期

。

【明远之道】

在一个产品价格大涨

时

，

我们能看到一大

堆新理论解释

，

它为

什么是一个好资产

。

反之亦是

,

但往往这两

者没有一个是对的

。

� � � � � �【明言至理】

从港交所交易大堂退

出的历程看

，

投资工

具

、

运作模式等金融

科技创新乃全球资本

市场大势所趋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