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后市展望

9月15日，2020线上中国国际
智能产业博览会在重庆正式开幕。
大会上，百度创始人、董事长兼
CEO李彦宏应邀出席大会并发表
线上演讲。在演讲中李彦宏阐述了
中国的智能产业迎来了一个难得的
大发展机遇，同时还坦言，重庆已经
与百度建立了深层次的合作关系，
并为百度这样的高科技企业带来了
巨大的发展机遇。

百度在重庆打造“智能样本”：
无人驾驶中巴车将在永川全球首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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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字星受阻布林中轨 创业板短期面临考验

重庆商报-上游新闻记者 孙磊

百度推动重庆“智能”升级

在本次演讲中李彦宏宣布了一个好消息：
百度和金龙客车联合研发的L4级自动驾驶中
巴车，将在永川全球首发。这意味着重庆的普
通老百姓很快就能享受智能化生活。

实际上，重庆与百度的合作早已展开，并
取得了丰硕的成果。2018 年 7月 26日，重庆
市气象局与北京百度网讯科技有限公司签署
战略合作框架协议，计划运用人工智能、大数
据、云计算等技术，未来将联合打造出国际级
领先的重庆气象人工智能深度学习平台，建立
起重庆气象云资源中心。

随后，重庆市气象局与北京百度网讯科技
有限公司围绕“智慧气象”进行座谈。双方在
前期应用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技术推进重庆智
慧气象发展的基础上，将加强进一步发挥自身
优势，合作推动智慧气象迈上新台阶、新时代
重庆气象现代化高质量发展。

2019 年 8 月 25 日，百度与重庆市人民政

府就共同推进大数据融合创新发展进行合作
签约。在本次签约之后，双方将携手在自动驾
驶、智能城市、智能政务、区块链等多个层面
展开合作。这次战略性合作，使得百度在重庆
的布局进一步提速。

百度在人工智能领域深耕多年，百度 AI
赋能“智能城市”的足迹也已经走入全国各
地。如今，百度与重庆继续加强合作，深度赋
能重庆市交通、政务、科技等领域，将为重庆
完成“智能化转身”，提供强有力的技术保障。

新基建将推动经济巨大发展

在本次智博会的演讲中，李彦宏着重谈到
了“新基建”带来的机遇。他表示中国的智能
产业迎来了一个难得的大发展的机遇。国家
倡导的新基建正在各地有条不紊地展开，这些
新的基础设施将成为未来推动中国经济增长
的巨大动力。

产业智能化是拉动未来中国经济、社会发
展的重要引擎。李彦宏表示，未来很多年中国
经济的中高速成长将主要依靠创新所带来的
效率的提升，在这个过程中，智能产业将扮演
不可或缺的，甚至是最主要的角色。在数字智
能技术的加持下，包括医疗健康、工业制造、
教育、金融、交通在内的各行各业将从根本上
得到改变。

以交通为例，智能技术不仅将为汽车行业
带来前所未有的突破，还将大大提高城市的交

通效率。李彦宏预测称：五年以内，中国的一
二线城市将不再需要限购限行，中小城市就更
不需要。十年以内，我们希望基本消灭拥堵，
大幅度降低事故发生率。

此外，健康、企业管理等领域也将因为智
能技术的赋能而改变——由于智能技术的赋
能，大量生命信息的数字化，新药研发速度将
大大加快、新的诊疗手段将帮助大幅提高癌症
治愈率；企业管理领域也将会因为智能化赋能
大大提高效率。

李彦宏表示，重庆是中国智能化发展的创
新领先城市，在演讲中李彦宏指出，近年来重
庆在战略规划上谋篇布局，形成了大数据、智
能化创新驱动的发展战略，重庆市”敢为人
先”的胆识和魄力，给百度这样的高科技企业
带来了巨大的发展机会。

李彦宏还强调：“百度在人工智能、大数据
的技术研发和应用方面已经有超过十年的探索
和积累。百度会在国家的‘新基建’战略中继续
扮演好平台型公司角色，发挥技术创新优势、积
极赋能产业转型，推动智能经济早日到来。”

未来百度要做好三件事

而关于如何早日实现智能社会，李彦宏也
在本次智博会中带来了百度的解法：他表示，
百度这样的人工智能平台型企业，至少要做好
三件事。

具体而言，第一件事是为全社会提供 AI

技术平台，推动产业智能化转型。李彦宏表
示，智能化分为技术智能化、经济智能化、社
会智能化三个阶段——当前我们正处于经济
智能化阶段。在这个时期，像百度这样的AI
平台公司开始规模化地向产业赋能。

他表示，基于长达十年的前瞻式布局，百
度人工智能为政府、企业、社会提供一揽子的
AI技术解决方案，通过百度智能云将智能化
能力，输送到交通、医疗、教育、城市安全等各
行业各领域。

第二件事李彦宏认为，是为智能社会构建
智能交互的方式。李彦宏认为，在智能经济时
代，智能终端会远远超越手机的范围，智能音
箱、各种可穿戴设备、智能传感器将无处不
在。以小度助手为例，截至今年6月，小度助
手的语音交互总次数达到了58亿次。小度助
手的规模增长意味着用户对语音交互的智能
生活越来越接受，越来越多的人开始熟悉并且
依赖百度的人机智能交互系统。

百度想做的第三件事则是服务于国家AI
基础设施建设。李彦宏表示，新型基础设施包
括新型AI芯片、便捷高效的云服务及各种应
用开发平台、开放的深度学习框架、通用AI算
法等。目前，百度的飞桨深度学习平台飞桨已
服务210万企业和开发者。

就在智博会开幕当天的百度2020世界大
会上，李彦宏通过直播的方式坦言其对AI时
代的看法：人工智能时代的到来给中国在操作
系统和芯片领域带来了新机会。

李彦宏表示，当前国际形势趋于紧张，中
国科技企业的操作系统和芯片面临着“被卡脖
子”的风险。针对这种情况，李彦宏在大会现
场表示：“在PC、移动互联网时代，最基础的核
心技术、关键技术并不掌握在我们自己手中。
但到了AI时代，百度的飞桨深度学习平台和
昆仑芯片，各自代表了AI时代的操作系统和
高端芯片，这也代表了我们的研发进展。”

正如李彦宏在本次演讲中提到的那样，未
来很多年，创新所带来的效率提升将会决定中
国经济的高速成长。可以相信，在以百度为代
表的人工智能平台型企业的推动下，产业智能
化将会消灭交通拥堵，提高生产、工作的效
率，减少资源浪费，实现智能的便民服务，建
立更加文明、安全的智能社会。

沪市受阻60天线 二线蓝筹正蓄势
连涨2天后，9月 15日，沪深股市在人民

币升值的利好提振下碎步走高。截至终盘：上
证指数收报 3295.68 点，小涨 16.87 点，涨幅
0.51% ；深 证 成 指 收 报 13143.46 点 ，小 涨
121.47点，涨幅0.93%；中小板综小涨0.92%；
创业板综微涨0.34%；科创50上涨1.23%。两
市成交金额合计 7253.71 亿元，比周一萎缩
6%。

证券人士表示，60天线的得失将关系到
二线蓝筹行情能否展开，投资者可提前布局。

走势：沪指逼近60天线

15日，上证指数低开下探，随即创业板低
价股集体拉升制造人气蔓延到主板市场，促使
沪指企稳回升。但10点11分后，创业板低价
股群体多翻空，间接拖累沪指翻绿。好在金融
类蓝筹和一些白马品种出手相救，沪指震荡上

行。午后，早盘一度领涨的创业板市场逐渐走
软，深圳主板和中小板后来居上，沪指受到激
励也于尾市1小时发起了小规模的抢盘潮，逼
近3300点，但仍未能收复60天线大关。

盘面：消费类板块走高

通达信统计数据显示当日两市涨跌个股
比例是 1846:1950，涨幅超过 10%的非 ST股
缩减至 44 只，涨幅大于 5%的股票只有 148
家，跌幅超过 10%的非 ST 股 8 只，跌幅大于
5%的股票48家。盘面看，受国庆中秋双节临
近的刺激，消费类板块大幅走高，酒店餐饮、旅
游、广告包装、食品饮料板块大涨 3.57%-
2.00%不等，家电、电商、汽车、智能家居等多
个板块涨幅大于1.5%。此外，随着创业板低
价股逐渐回潮，主板的二线低估低价蓝筹
股开始蠢蠢欲动，频繁出现万手单买入。

9月15日，创业板市场在不知不觉中上演
了“最强”到“最弱”的戏码。到收盘时，创业板
综全天涨幅仅为0.34%，在A股主要9大指数
中位居倒数第一。不仅如此，周二创业板成交
金额2582.25亿元、成交数量2.01亿手，均比周
一明显萎缩，且受阻于布林线中轨和上方的多
条均线。那么，是什么原因导致创业板涨势乏
力呢？三连阳后的创业板还能继续高歌吗？
海通证券高级投顾张亮给出了自己的见解。

第一，短期存在二次回落的风险。周一讲
到，创业板综在周一的放量暴涨，本质上是滞
涨，其原因在于阳线实体小于上周五而量能大
幅释放。因此，周二盘中冲高，实际上是借助
周一尾市抢盘潮的余威实现的。但因布林线
中轨与20天线、30天线共同施压，叠加收复了
上周四大阴棒的因素，多头终究无力扩大战
果。这就令后市再度回落的风险增大了。

第二，不能忽视 3 家 ST 股对创业板的负
面影响。3家创业板ST股低开后居然一度出
现了爆炒，不过是前期被套的游资自救行为

罢了。在公司基本面没有根本改观预期的情
况下，价值回归依然是主流。之所以3家创业
板ST股没有跌停，是因为当前创业板仍处于
相对强势阶段。而只要创业板走弱，别说这3
家 ST 股，其他亏损的创业板股，风险也会一
下子爆发出来，进而打击创业板市场陷入调
整格局。

第三，提防领先指标再下台阶。创业板指
这两天的技术组合，是标准的“孕线”，属于典型
的诱多形态，意味着短期看好核心资产的投资
者又被套住了。既然作为领先指标的创业板指

形态偏空，那么逐渐失去低价股掩护的创业板
综，在成分股也掉头向下的拖累下，又不能依靠
次新股护盘，唯一的选择就只能是向下了。

第四，90天线保卫战提前打响。创业板综
上周四跌破了60天线，但根据以往经验，60天
线一次性跌破的可能性很小，因此最近4个交
易日从跌破到收复60天线，可视为空头对60
天线支撑的试探性进攻，得出的结论是60天线
支撑力度有限。因此，周二的十字星，本质上
是反抽结束，接下来空方大概率会向下砸破60
天线并考验90天线大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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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商报-上游新闻记者 王也

提前布局受益于人民币升值股票
15日沪指以震荡上行的方式收出了阳线，

不过没能收复60天线和 3300点，多少还是有
些遗憾。这是否意味着后市有探底的可能？

“预计后市将在剧烈震荡中拿下60天线。”
华龙证券人民大道总经理牛阳告诉记者，“就最
近3个交易日技术面看，沪指成交金额的萎缩
速度明显慢于成交数量的萎缩速度，这说明主
板蓝筹股的筹码集中度在不断提升。那么，究
竟是哪些股票筹码集中度在提升？显然，低价
低估值二线蓝筹股，在此轮调整中无论成交金
额还是成交数量都萎缩到了一个非常低迷的程
度，且股价已出现了阴跌乏力的迹象，说明多头
力量在慢慢堆积。盘中，一些低价低估蓝筹股
频现万手单，可见资金正在分批介入。因此，二
线蓝筹蠢蠢欲动发生在沪指冲击60天线之际，
意味着二线蓝筹将主导接下来的反弹行情。但
考虑到创业板很多股票风险已高，3家创业板
ST股虽未暴跌，但心理层面的震慑是不容忽视
的。所以，短期而言，被爆炒的股票和估值很高
的个股，将在近期遭到较大的抛压，进而拖累沪
指；但二线蓝筹股则会在沪指跌势较猛时力挽
狂澜，并最终推动其站上60天线大关。投资者
在操作上，应当提前布局受益于人民币升值的
有色、煤炭、钢铁以及房地产相关产业链中的低
价低估值股票。”

李彦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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