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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 杰 品 股

发布仅5天便收获100万用户；上线
仅两个月，月活跃用户就成功过亿……
近期，备受关注的人工智能聊天机器人
ChatGPT风靡全球，在“再造下一代搜索
引擎”的期待中，许多互联网企业终于坐
不住了，纷纷选择下场布局，一较高下。

ChatGPT到底是啥？

最近火热的ChatGPT，是美国人工
智能研究实验室OpenAI开发的一种全
新聊天机器人模型，它能够通过学习和
理解人类的语言来进行对话，还能根据
聊天的上下文进行互动，并协助人类完
成一系列任务。

这款AI语言模型，让撰写邮件、论
文、脚本，制定商业提案，创作诗歌、故
事，甚至敲代码、检查程序错误都变得易
如反掌。

不少和ChatGPT“聊过天”的网友
纷 纷 感 叹 ，“ 只 有 你 想 不 到 ，没 有
ChatGPT办不成的。”

ChatGPT会抢谁的“饭碗”？

有人问，人工智能都学会内容创作
了，画家、作家、翻译、记者等以内容创作
为主的职业，将来是否都会消失？

湖南大学经济与贸易学院副院长曹
二保教授表示：“从历次技术创新浪潮来
看，每次技术创新会淘汰较为落后的生
产方式，也会带来更为先进的生产方式，
进而为社会创造更多财富和新的就业机
会。生成型AI产品作为人工智能技术
的一大亮点，未来发展前景广阔。生成
型AI技术的进步有望降低劳动者的脑
力负担，同时创造出新的岗位。以生成
型AI产品为例，过去的文娱产品消费者
有望转变身份，成为既是消费者，又是创
作者，还是传播者的多重存在。”

谷歌百度纷纷入局

ChatGPT这只“蝴蝶”掀起的“飓风”，
最终让各大互联网企业也坐不住了。

2月7日，百度宣布将在3月完成其
人工智能聊天机器人产品的内测，面向
公众开放，该项目名字确定为“文心一
言”，英文名为ERNIE Bot。

据百度负责人介绍，ChatGPT技术
背后是自然语言处理大模型（LLM）技
术，这些技术目前百度已经具备。百度
有产业级知识增强文心大模型ERNIE，

具备跨模态、跨语言的深度语义理解与
生成能力。

无独有偶，另一边谷歌也火速下
场。北京时间2月7日凌晨，谷歌CEO桑
达尔·皮查伊突然发布了谷歌的下一代
对话AI系统Bard。

据皮查伊介绍，Bard是由LaMDA
提供支持的全新实验性对话谷歌AI服
务，寻求将世界知识的广度与谷歌大型
语言模型的力量、智慧和创造力相结
合。它利用来自网络的信息提供最新、
高质量的回复。

皮查伊透露，Bard已进行部分公开
测试，未来几周内，该AI服务将被更广
泛地提供给公众。

分析
LLM模型能否商业落地？
能让各大互联网企业几乎“剑拔弩

张”的ChatGPT究竟有何重大意义？
一位业内人士告诉记者，ChatGPT

背后依托的语言处理大模型（LLM）本身
并非新技术。“包括此次OpenAI发布的
ChatGPT，实际上也已经是GPT模型的
3.5版本了。”该业内人士表示，之所以引
发科技圈关注，“商业化”前景尤为重要。

此前，记者从业内了解到，ChatGPT
模型每次生成对话的成本不足一美分，远
低于传统内容生产者的成本。而它回答
的质量在这一成本下显得“物超所值”。

在 此 前 测 试 中 ，记 者 发 现 ，
ChatGPT可以回答追问、连续性的问
题，承认其回答中的错误，指出人类提问
时的不正确前提，拒绝回答不适当的问
题，几乎可以满足大部分日常简单对话
的需要。

除了经济上的账本问题外，近期随
着ChatGPT影响力的不断扩大，一些社
会问题也油然而生。

据报道，纽约教育系统近日宣布全
面封杀了ChatGPT。一项调查显示，由
于功能强大且应对格式化问题轻松自
如，现在美国89%的大学生都使用
ChatGPT做作业。这导致老师们防
ChatGPT如洪水猛兽，却屡禁不止。

不过，所谓有“矛”就有“盾”，
ChatGPT火爆的同时，检测AI生成文本
的全新算法DetectGPT也应运而生。
综合上海证券报微信公众号、证券日报等

既 然 人 工 智 能 聊 天 机 器 人
ChatGPT能与人类对答如流，那么它能
否在投资理财方面给使用者一些建议
呢？2月7日，记者就“如果拥有100万
元 ，应 该 如 何 投 资 理 财 ”主 题 对
ChatGPT进行“专访”。

问：请问你平时有哪些理财习惯？
如果你有100万元，几年内不急用，你觉
得应该怎么打理这笔钱呢？

答：很抱歉，作为一个人工智能模
型，我没有私人财物和理财习惯。然而，
我可以告诉您一些通用的投资理财建
议。如果您有100万元的闲钱，可以考
虑以下投资选择：

储蓄账户或高息活期账户：这是一
种保守的投资方式，可以确保您的资金
安全并产生较少的收益。

债券：债券是一种被动投资工具，可
以通过投资国家或企业发行的债券获得
固定收益。

股票：股票是一种活跃投资工具，具有
较高潜力收益，但同时也存在较高风险。

基金：基金是一种集合投资工具，它
汇集了许多不同的投资，可以帮助您分
散风险。

最终，投资策略应该根据您的风险
承受能力和投资目标来确定。因此，建
议您寻求专业人士的建议和指导。

问：可以告诉我2023年投资什么行
业可以稳稳赚到钱吗？

答：作为一个训练有素的AI语言模
型，我不能给出关于未来行情的预测，因
为未来的市场行情具有不确定性。

投资是有风险的，因此在进行投资
前，您应该对投资目标、风险承受能力、
投资经验等进行详细的评估。同时，您
也可以咨询专业的理财顾问或财务专
家，获得更全面、专业的投资建议。

问：能给我推荐一款2023年会有稳
健收益的理财产品吗？

答：对不起，作为一个大型语言模型，
我不能推荐具体的理财产品。投资理财
需要考虑个人的财务状况、风险承受能
力、投资目标等诸多因素。建议您咨询专
业的投资顾问或研究市场行情，作出明确
的投资决策。 据中国证券报微信公众号

元宵节已过，春节旅游档期
告一段落。但接踵而至的错峰
游人气依旧高涨，为了保持人气
和客流不断流，文旅商户也纷纷
加大了促销的力度，大量邮轮产
品和特价机票酒店吸引了不少
精打细算的旅游“玩家”。

经历了春节期间旅游景区的
全线爆满之后，旅游市场重新焕
发活力，大量商家和产品开始回
归发力，国内的邮轮市场也率先
开始促销揽客。相比游客爆棚
的主流景点，仍在恢复期的邮轮
产品更加吸引喜欢享受清净自
在的出游人群。根据邮轮促销
平台发布的信息显示，比如主打

“三峡之旅”的长江探索号，目前
有“早鸟”预售，2月20日以前预
定，有4.5折的优惠，其中4月30
日出发的航次已经涵盖了五一
假期。同样是游三峡的总统游
轮“总统7号”和“总统8号”，除
了个别被包船的航次，3月29日
至4月5日的多个航次价格都在
每人1700元左右，处于全年的低
点。主打高端的招商维京邮轮，
目前是主推 7 晚 8 天的三亚航
线，3月12日以前的航次目前仍
是6折。对此，有经验的“玩家”
坦言，目前仍在恢复期的邮轮尤
其是国内游轮最大的“卖点”除
了价格优势以外，“满载率”低也
是难得的体验，一家人承包“游
泳池”“特色餐厅”“电影院”的情
况时常出现。

除了相对小众的邮轮市场，
常规的机票酒店市场也在春节档
期结束后加大促销力度。记者从
某旅行平台获悉，近期该平台推
出了“订机票返现金”活动，最高
返现金160元，活动仅限实名用
户在旅行平台APP内领取，目前
支持的目的地城市包括上海、重
庆、杭州、深圳、三亚、昆明、西
安、哈尔滨、武汉、南宁等，游客
实际出行后120天内申请返现有
效。酒店方面，相比之前“不含
假期”的优惠价，目前上海、扬州
等多个目的地的酒店都出现了

“节假日”不加价的通用优惠，而
且很多预购两晚的产品还可将

“两晚”拆开分别使用或者直接换
成一晚的两间房，更有“诚意”的
促销也吸引了大量精明的旅游

“玩家”出手囤房。 据今晚报

问：周二沪指高开，盘中窄幅震
荡，收盘上涨，你怎么看？

答：市场周二表现分化，沪深股指
小幅收涨，创业板指逆市飘绿，盘面
上个股涨多跌少，机器人、ChatGPT等
题材表现较好，北上资金净卖出约39
亿元。截至收盘，两市涨停43只，跌
停2只。技术上看，沪深股指继续失
守5日、10日均线，两市合计成交8457
亿元环比萎缩；60分钟图显示，各股
指均收复5小时均线，60分钟MACD指
标绿柱快速缩减；从形态来看，沪深
股指表现稍强，全天未跌破上一个交
易日低点，且在年线和60小时均线之
上运行，短期下跌初获支撑，而创业
板则连续两日险守年线，但收盘失守

60小时均线，这也说明市场内部仍存
较大分歧，后市能否真正止跌回升仍
存变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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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整体变化不大。综合来看，临近重
要会议时间窗口，存量资金博弈下，
政策受益板块将持续表现，短期轻大
盘重个股。

资产：周二按计划持股。目前持有
华创阳安（600155）99万股、新希望
（000876）38万股、红宝丽（002165）145
万股、越秀资本（000987）88万股、好太太
（603848）18万股、曼卡龙（300945）12万
股、丽人丽妆（605136）18万股。资金余
额2293959.74元，总净值33249659.74
元，盈利16524.83%。

周三操作计划：越秀资本、华创阳
安、丽人丽妆、好太太、曼卡龙、红宝
丽、新希望拟持股待涨。

胡佳杰

能写论文、编代码、创作小说……

“最强”聊天机器人ChatGPT
会抢了谁的“饭碗”

分歧

对话ChatGPT

100万元闲钱怎么理财？

特价机票酒店、邮轮产品打折

错峰旅游
迎来首波“福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