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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政协委员、搜狗CEO王小川接受证券时报记者采访时表示

回归A股大势所趋 人机深度互动还需十年

证券时报两会报道组

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四次提及

“智能”，人工智能无疑仍在风口。 去年

年底登陆美股市场的搜狗公司，其发展

战略也正在向“人工智能”聚焦。全国政

协委员、搜狗首席执行官（

CEO

）王小川

近日接受证券时报记者专访时，详解了

公司在人工智能发展上的战略布局。

对于市场关注的“回

A

”问题，王小

川也给出了“公司服务中国网民，会跟

着国家政策走”的肯定答复。

开启“线上+线下” 战略

王小川对搜狗人工智能的谋局是：

以语言为核心，在自然交互和知识计算

领域重点布局，通过对话、翻译、问答三

方面发力，推动输入法走向对话、搜索

走向问答，做人工智能领域的创新者。

机器翻译属于认知智能，认知智能

是业界公认的人工智能最高层次。就在

3

月

12

日， 搜狗通过京东发售的一款

“旅行翻译宝”产品，就融合了公司的最

新人工智能技术，采用离线的神经网络

机器翻译技术，中英语音翻译不需要与

网络连接服务器翻译， 可以实现离线

“秒翻”，还支持离线拍照翻译，可以进

行

18

国语言互译。

王小川说，旅行翻译宝针对旅游场

景做了很多特殊定制和优化，翻译质量

已经非常好，很多情况下能够接近甚至

达到专业译员的翻译水平。

“硬件可以为搜狗赚取多少利润？ ”

面对证券时报记者的追问，王小川表示，

“硬件本身不是看它的收入，而是看它入

口的能力，线上和线下结合是一个重大

的战略。 搜狗的发展不能停留在线上，

要通过输入法、 翻译机等走到线下，成

为线下的语音入口。 另一方面，我们也

可以通过硬件产品跟医生、律师连接，把

他们的知识变成人工智能的一部分。 ”

至于机器翻译什么时候可以进入

旅游以外的其他场景，王小川认为会“很

快”。 他表示，目前搜狗的数据能够覆盖

30

多个一级细分领域，比如医疗、

IT

（信

息产业）、机械等，基于对这些数据的学

习，会获得令人满意的翻译效果。

“不断地提升各个应用场景下机器

翻译的效果，从而让机器翻译真正进入

到各行各业，为人类相互之间的无差别

交互提供帮助，这是机器翻译的终极目

标，也是我们搜狗做机器翻译的最终目

的。 ”王小川说。

人机深度互动还需十年

搜狗在美国发行上市时的财务数

据显示，其主要收入中

90%

来自传统的

搜索广告，但王小川表示，输入法本身

的服务能力和商业能力会在今年获得

大的突破，计划在未来

3～5

年，输入法

和搜索业务的占比各占

50%

左右。

王小川说，搜狗传统的搜索产品也

正在逐步升级，走向问答引擎，为搜索

用户提供精准直接的答案。这和人工智

能方面的布局息息相关，是搜狗在语言处

理方面技术积累和进步的成果体现。

比如说， 前段时间火热的直播答题，

就遇到了搜狗的人工智能挑战。搜狗的问

答机器人“汪仔”登上了江苏卫视

2017

年

《一站到底》的节目舞台，知识问答能力已

经超过答题节目的冠军选手。

王小川认为，自然语言的问答、聊天、

对话已经达到了一定的实用程度，也产生

了很多相关的应用产品。在未来

5～10

年，

人机对话将会取得更大发展，可以通过人

机对话的过程让机器完成某项任务。例如

回答各类知识性问题、作为企业客服机器

人与客户聊天并解决客户关于产品的问

题、作为政府特定领域的服务机器人为人

们提供业务帮助和服务等等，这些特定领

域或任务的人机对话技术会达到普遍实

用的水平，相关产品也会带来极大的社会

效益和经济效益。

那么，什么时候人类才会无法区分与

之对话的是机器还是人类？ 王小川认为，

“我们离人机深度交流的目标还有较远的

距离， 比如目前的智能机器人对情感、个

性化等方面的处理还不够， 在推理能力、

主动聊天对话等方面也还处于比较初级

的阶段。 在开放领域、开放任务的情况下

人机对话， 可能还需要

10

年甚至更长的

时间。 ”

“有国家政策支持，也因为我们有庞

大的用户规模积累下的训练数据，以及中

国人与世界交往的更迫切的需要，我国人

工智能领域发展迅速。 ”在王小川看来，未

来，人工智能能够在医疗、法律、翻译等方

面将真人的经验和知识很好地结合在一

起，让机器充当用户的知识助理的角色。

聚焦科技成果转化和医疗

除了王小川，今年新经济领域还有马

化腾、刘强东、丁磊、姚劲波等两会代表委

员。 王小川对此表示，从代表委员构成上

看， 明显感到国家对新经济越来越重视，

尤其是新媒体和互联网领域。

今年王小川带来两个提案。 第一个提

案与医疗改革有关，他建议构建“新型医

联体”，提升“核心医院

+

基层卫生服务机

构

+

数字家庭医生”三级供给模式，提升医

疗效率和准确率，助推分级诊疗，实现每

个中国家庭都有数字家庭医生，促进医疗

普惠全民。 通过数字技术将优质资源广泛

贯通至患者末端，打通“医疗惠民最后一

公里”。另一个则关于科技成果的转化。他

建议完善科技激励机制，以科技成果转化

产生效益为导向，创新采取事后税收优惠

方式，将大企业应用类科研项目事前资金

补助，转变为事后依成果转化产生效益适

当减免企业和个人税收。

回归A股是大势所趋

除了带来的提案外，在本次两会上王

小川被记者提问最多的话题，当属对回归

A

股和区块链的看法。

王小川对区块链的回应干脆利落：

“我对区块链有比较全面的了解， 但搜狗

对区块链还没有具体的计划。 ”他认为，区

块链的核心其实是一种信任机制。 一般来

说， 一家公司或者一个国家是用不到的，

因为公司甚至国家本身就有信用背书，但

在公司和国家之间则存在着各种各样的

产业链， 这些上下游之间的机构合作，是

区块链能发挥作用的地方。

“我研究生阶段是做高性能计算的，

高性能计算的一个核心逻辑就是怎么解

决中心节点这样一个不可信任问题。 如果

是不可信任， 你需要花更多功夫去解决

它，而区块链就能提供这种解决办法。 ”王

小川说。

至于独角兽 （估值

10

亿美元以上的

创业企业）掌门人今年两会“必答题”———

是否回

A

股上市，王小川称，搜狗看好这

个事情，也有意愿回归

A

股，在政府做调

研时，搜狗也参加调研反馈了意见。 “在美

国上市，使得搜狗的产品用户和投资者变

成了两类人。 假如投资者是最理解搜狗产

品的用户， 他们的投资决策也会更加有

效，投资者的关注也能够放大我们产品的

品牌能力，投资人也能够很快分享到搜狗

的成长的利益。 ”在他看来，“会跟着政策

走”，回归

A

股是大势所趋。

“老记者”姜洋

证券时报记者 程丹

今年两会期间， 每每姜洋出现，就

会遭到记者“围堵” ，证监会副主席的

身份让他的一举一动都备受关注。“围

堵” 最严重的一次，记者里三层外三层

的“大包围” ，让他从座位上起身站起

来都很困难。即便如此，他也不怒不恼，

还提醒记者要注意安全，并和记者“讨

价还价” ：“今天只回答一个问题好不

好，明天再回答一个，细水长流，你们今

明两天都能交稿。 ”

如此贴心的采访对象，是记者们的

“福利” ，因为这样不但可以交差，还能

够写出一个不错的新闻稿。两会是媒体

的竞技场， 为了做好全国两会报道，各

家媒体、跑会记者都使出浑身解数抓采

访、找选题，力图在所报道的领域获得

突破， 其中抓采访对象就成了重点内

容，媒体采访到哪些重量级的与会者是

两会“媒体战” 的例牌考核之一，一个

热点人物出现，往往记者蜂拥而上。 尤

其财经媒体， 只要目标采访对象出现，

不管是谁， 统统都是拿着录音笔往上

凑，劈头盖脸的就开始问问题。 当一个

重要人物出现， 他一定会被摄影机、相

机、 录音笔团团围住， 形成一个 “人

球” ，很多时候，“人球” 紧跟着采访者

移动。 面对临时拥上前的记者，有的采

访对象摆摆手避而不谈，有的则微笑说

声“谢谢” ，有的以“还有会要开” 为由

逃脱“围堵” 。

姜洋的友善让记者们如沐春风。他

理解记者辛苦，认为“记者们追的不是

我，而是中国股市” ；他明白记者的诉

求，“我每天说一个投资者关心的话

题，你们可以交稿” ；他知道记者的不

容易，“你们早出晚归很辛苦， 早点回

家休息” 。 如此体贴和他的职业生涯有

关———姜洋有着 8 年的媒体从业经验，

是年轻记者的前辈，“30 年前我跟你们

一样，天天在采访一线，两会辛苦你们注

意身体” 。

“老记者” 姜洋带着同理心，从记者

角度出发，知道投资者关心什么，市场想

要什么， 在回答热点问题时不回避不含

糊，给记者们留下的印象很不错。 在谈到

资本市场如何服务新经济时，他说“我们

是修路的，只要把路修好，愿不愿开车上

路是市场的事，我们会按照政府工作报告

要求，抓紧修路” ；涉及证监会重点工作

任务时， 他指出今年将改革发行上市制

度，深化主板和创业板改革，加大对“四

新” 的支持力度，还将统筹多层次资本市

场体系定位分工，推进有机联系；被问及

一线监管趋势时，他表态，加强一线监管

就是要让交易所负起更多的责任；提到退

市制度时，他给出要完善举措，加强信息

披露，防止造假，要求中介机构、注册会计

师尽到看门人的责任， 对财务造假负责，

积极修改完善退市标准，强化交易所执行

力，依法依规该退市的就退市。 他对记者

的提问有问必答，非常简洁，不兜圈子不

耍官腔，说到关键问题，那股子坚定的态

度是体现出了监管的严谨和严厉。

他说话幽默，面对实在不好回应的问

题时总会用反问句代表态度，经常把记者

逗得哈哈大笑；有时候他“很愿意说” ，特

别是聊到自己擅长的领域，譬如穿透式监

管，姜洋认为这是“中国智慧” ，有利于保

护投资者，这一制度使交易所具备强大的

监测网络，不仅对有意操纵市场的人起到

威慑作用，还能够促进市场健康有序地发

展，这一经验得到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

国际证监会组织的好评。 姜洋生活规律，

不喜抽烟， 因为两会期间有自由活动时

间， 正式场合之外他更偏爱穿休闲装，上

身运动平绒衣，下身运动裤，脚下一双平

底运动鞋，总是笑呵呵，会主动跟媒体打

招呼“你来了啊，好几天没见到你了” ，像

是许久不见的邻里见面，温暖又亲和。

每次采访完毕，姜洋都会问一句：“怎

么样，聊得挺透了吧，是你们想要的不？ ”

我们也会出于职业习惯留下“伏笔” ：“期

待下次再有机会采访” 。 这一问一答之间，

既是两代媒体人之间的默契， 也是监管者

与记者的良性互动。 他不仅主动配合媒体

采访， 还不停地给自己的同事和下属灌输

一个道理：资本市场的舆情很关键，必须重

视与媒体的交往， 媒体能够表达监管所为

和监管考量。他深知如何和媒体打交道，对

媒体而言，可以更准确更全面地报道资本

市场监管动向； 于证监会的监管者而言，

也可以通过媒体传输 “透明证监会” 理

念，不断拉近监管与市场之间的距离。

我们给“老记者” 姜洋点赞，明年两

会再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