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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办知识视觉科技的向飞

以AI技术唤醒“沉睡”的医疗保险大数据

“医疗AI落地的关键在于医生是否
满意，要把技术、产品变成他们的刚需。”
这是向飞在医疗领域创业多年的感受，
也是医疗AI落地的一大“拦路虎”。

从最早从事数字出版，到进入医疗
行业；从聚焦于病理AI，到现在专注于
新一代人工智能技术赋能医疗保险联
动，向飞坦言，在创业路上摸爬滚打十余
年，“走了不少弯路”。作为一个80后创
业者，如今他的头发已经白了一圈。

而在不断转型的过程中，向飞也渐
渐摸索出最实际的市场需求，让人工智
能技术与医疗保险行业擦出新的火花。

谈医疗AI落地
既要有应用需求也要技术进步

人到底为什么会得癌症？为什么
会衰老？为什么会得这些疾病？向飞
常常思考这些问题，学计算机出身的他
一直对医疗行业抱有极大兴趣，并于
2011 年正式踏入这个领域，其间一直
从事医疗器械研发与临床试验。2016
年，他开始涉足医疗AI相关业务，成立
了成都知识视觉科技。

“虽然我们懂技术，但其实那个时
候连路都没找到。”而一次机缘巧合与
医疗界巨头罗氏诊断达成合作，团队开
始了在病理AI方向的探索。

向飞介绍，通常医生在做病理诊
断时，需要先进行组织样本采集，通过
显微镜观察，对样本细胞结构进行分
析，并结合自身经验作出判断，整个过
程不仅耗时长，准确率也不高。如果
能够利用人工智能技术从数字病理图
像中识别癌细胞，将大大提升医生的
工作效率。

但真正实践下来，发现这条路很难
走。“一方面我们无法真正解决病理医
生的需求，由于病理影像数据标准化难
度大，他们要求速度足够快足够准，现
在的AI还做不到；另一方面，没有相应
的收费体系，企业投入的精力难以变
现。”向飞总结说。

而这次尝试也让他认识到，要真正

走进市场中寻找需求，并且是 AI 技术
能够快速实现的需求。此后，团队开始
了在更多领域的应用探索，并很快从保
险公司发现了商机。

谈业务转型
唤醒“沉睡”的医疗保险大数据

彼时，百万医疗险持续火爆，也带
动了互联网健康险市场的发展。向飞
介 绍 ，相 关 数 据 显 示 ，目 前 国 内
5%-10%的医疗费用是通过商业健康
险赔付，用户在申请保险理赔时，需
要将全部诊疗信息，包括各种医疗单
证拍照、上传，保险公司据此进行核
赔理算。

“这意味着保险公司掌握着大量的
医疗单证图像数据，由于用户上传的医
疗单证包含了处方笺、病理报告、影像
报告、费用清单、发票近 40 类，没有统
一样式，不同医院所开具的单证格式也
不同，导致这些数据并没有被利用起
来。”在他看来，通过对这些数据进行分
析，不仅可以提升保险公司的风控费控
能力，同时还能进一步发掘病患需求，
创新出更符合需求的数据产品和服务，
实现运营增值。

于是在2018年，怀着这样的目标，
向飞带领团队开始新一轮业务转型，专
注于院外医疗大数据处理，充分利用前
期积累的 AI 技术成果，将用户上传的
图像信息进行文本化、结构化、标准化

和知识化整理，完成对患者健康状况和
诊疗过程的用户画像。

目前，知识视觉已和国内多家头部
保险公司、互联网医院、健康管理公司
以及药企开展合作，将数万件医疗单证
图像转化为医疗数据资产。

谈创业感受
深入市场才能发掘真实需求

事实上，转型的头两年，也是向飞
压力最大的两年。“内心会很煎熬，担心
走错路，投入这么多是不是有回报。”他
回忆，当时一门心思搞研发，公司几乎
没有太多收益，一直到去年开始有了收
入，产品得到客户认可，自己才稍微松
一口气。但如果要从头再来，可能不会
选择这样一条“技工贸”的创业路线。

关于技工贸和贸工技的路线之
争，一直是业界讨论的话题。向飞表
示，作为一个过来人，会建议创业者选
择后者。“核心是在于你在做贸易的时
候，能够近距离感受上下游，才能知道
市场真正需要什么。”基于真实需求所
研发出的技术产品，才会有更大更好的
落地机会。

至于接下来的发展规划，向飞表
示，如何拓宽推广渠道、更好地展示产
品和服务，可能是需要重点突破的方
向。同时，也希望政府部门能够更好
地发挥桥梁作用，为广大创业企业搭
建合作平台。

《中国证券报》25日刊发文章《今年
以来上市公司回购金额逾 1100 亿
元》。文章称，四季度以来，A股上市公
司股份回购热度不减。Wind数据显示，
截至11月24日收盘，今年以来逾900
家公司发布股份回购公告并实施回购，
合计金额逾1100亿元，其中包括格力
电器等龙头企业。

业内人士表示，上市公司回购股份，
体现了公司对内在价值和发展前景的信
心。但投资者也要理性看待股票回购，深
入分析企业价值，做好投资决策。

大手笔回购

今年以来，市场风格切换，部分行业
龙头股价走低，不少公司大手笔回购股
份，用实际行动彰显对公司发展的信心。

格力电器5月26日发布第三期股
份回购方案，计划以 75 亿元至 150 亿
元资金回购股份，价格不超过67.22元/
股。截至9月9日，格力电器第三期回

购股份方案实施完毕。公司本次以集
中竞价方式累计买入3.16亿股股份，成
交金额150亿元。格力电器自2020年
4月以来已完成了两期股份回购，均完
成60亿元股份回购。

恒力石化继 2018 年 10 月、2020
年3月股份回购后，日前推出第三次股
份回购计划。11月5日晚，恒力石化公
告称，公司将斥资 5 亿元至 10 亿元以
不超过35元/股的回购价格，通过集中
竞价方式回购股票。

此外，TCL科技、宝钢股份、中国平
安、迈瑞医疗、歌尔股份等行业龙头公
司也推出了较大规模的股份回购计划。

需合理评估

业内人士表示，回购股票是企业肯
定自身价值、彰显发展信心的重要表
现。很多公司在股价走势不佳、甚至低
于其公允价值时推出股份回购计划，向
市场释放正面信号。

那么，哪些公司具备股份回购能力

呢？川财证券指出，从估值相对较低和
账面资金相对充裕两个角度看，短期而
言，符合相关要求、账面现金充裕的公
司可能进行股票回购；中长期看，基本
面良好、创造现金流能力强的公司更可
能回购。

在实际投资中，部分投资者会将上市
公司股份回购看作是重要的入场时机，
认为回购一定是股价上涨的信号。但专
家提醒，投资者要理性看待股份回购，
深入研究企业的内在价值和投资价值。

对于股份回购对股价的影响，中南
财经政法大学数字经济研究院执行院
长盘和林表示，股份回购的确存在提振
作用，但要综合回购规模、回购目的来
看。回购规模在流通盘中占有较大比
重的回购才会影响股价，占比很小的回
购不会对股价造成影响。从回购用途
看，如果是股权激励，虽然回购短期内
减少了股票流通量，但长期看股票还会
回到流通市场，这就使得回购可能达不
到预期目标。 据新华社

新高度
问：周四沪指高开，盘中窄幅震荡，收

盘下跌，你怎么看？
答：市场周四窄幅震荡，最终各股指

小幅回落，盘面上元宇宙题材退潮，特高
压、医药板块表现较好，北上资金净买入
11 亿元。截至收盘，两市涨停 59 只，跌
停8只。技术上看，深成指失守5日均线，
两市合计成交 11132 亿元环比萎缩；60
分钟图显示，各股指均失守 5 小时均线，
60 分钟 MACD 指标均出现死叉；从形态来
看，深成指和创业板指均收出三连阴，但
股指的跌幅并不大，各股指均未失守 60
小时均线，显然短期震荡调整依然在合
理的范围，后市只要将震荡幅度保持，回
升行情一定会重新到来。期指市场，各
期指合约累计成交、持仓均减少，各合约
负溢价水平整体继续缩减。综合来看，
九安医疗9连板成为游资炒作的新高度，
短期市场越早结束调整越有利于后市行
情的高度。

资产：周四按计划持股。目前持有泽
达易盛（688555）8万股，华创阳安（600155）
58万股，康芝药业（300086）52万股，浪潮信
息（000977）17万股，国新能源（600617）45
万股，华菱钢铁（000932）52万股。资金余
额4362714.24元，总净值25168614.24元，
盈利12484.31%。

周五操作计划：浪潮信息、国新能源、
华创阳安、康芝药业、泽达易盛、华菱钢铁
拟持股待涨。 胡佳杰

上海数据交易所揭牌成立
上海数据交易所 25 日在浦东新区揭

牌成立，全数字化交易系统上线。当日完
成挂牌的数据产品有 20 个，涉及金融、交
通、通信等八大类，并达成部分首单交易。

信息时代，数据如同水电煤一样重
要。上海数据交易所的成立，是贯彻落实

《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支持浦东新区高水
平改革开放打造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引领
区的意见》的生动实践，也是推动数据要素
流通、释放数字红利、促进数字经济发展的
重要举措。

比如，工商银行上海分行和国网上海
电力达成交易的“企业电智绘”数据产
品，助力商业银行依托能源数据创新面
向企业的金融产品和服务；数库科技和
九坤投资完成了量化资管领域的首笔数
据交易。

上海数据交易所的设立，重点是聚焦
确权难、定价难、互信难、入场难、监管难等
关键共性难题，形成系列创新安排，提出

“五大首发”：一是全国首发数商体系，全新
构建“数商”新业态，培育和规范新主体，
构筑更加繁荣的流通交易生态；二是全国
首发数据交易配套制度，确立了“不合规不
挂牌，无场景不交易”的基本原则，让数据
流通交易有规可循、有章可依；三是全国首
发全数字化数据交易系统，上线新一代智
能数据交易系统，保障数据交易全时挂牌、
全域交易、全程可溯；四是全国首发数据产
品登记凭证，实现一数一码，可登记、可统
计、可普查；五是全国首发数据产品说明
书，以数据产品说明书的形式使数据可阅
读，将抽象数据变为具象产品。

同日，上海市首届数据交易专家委员
会成立，由31位在法律合规、金融交易、数
据产业、数据安全等领域的专家组成，将为
数据流通交易提供咨询意见和专业指导。

据新华社

今年以来上市公司回购金额逾1100亿元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熊英英

成都知识视觉科技创始人向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