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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仅供参考 入市风险自负

析后市分
HOU SHI FEN XI

无 人 超 市 、自 动 驾 驶 、机 器“ 诗
人”……近年来，人工智能在全球多个领
域掀起“智慧革命”。5月17日是世界电
信和信息社会日，国际电信联盟将今年
的主题确定为“推动人工智能的正当使
用，造福全人类”。

为何要如此强调人工智能“正当使
用”？因为，人工智能的突破犹如“双刃
剑”，“正当使用”可以为社会发展提供新
动能、造福人类，而滥用则可能带来无穷
隐患。

今年 4月，联合国《特定常规武器公
约》政府专家小组在瑞士日内瓦召开会
议，讨论致命自主武器系统研发，即“杀
手机器人”可能带来的影响。人工智能
界的专家学者及防务分析人士一致认
为，军事机器人革命带来的伦理、法律及
政策等问题，尤其是自主武器能否自行
判断杀敌，是令人担忧和亟需讨论的现
实问题。

实际上，警惕“杀手机器人”的呼声
早已形成。在2017年人工智能国际会议
上，有硅谷“钢铁侠”之称的马斯克、苹果
联合创始人沃兹尼亚克、研发“阿尔法围

棋”的深度思维公司创始人哈萨比斯等
科技界名人曾签署公开信，呼吁联合国
应像禁止生化武器一样，禁止在战争中
使用致命的自主武器和“杀手机器人”。

大多数专家学者认为，人工智能迅
速发展给社会各领域带来深远影响，对
军事作战系统研发也带来全新理念，但
就使用致命武器而言，人应当是负责启
动的关键要素。什么样的人工控制才是
最适宜的，相关讨论仍在持续进行。

通常一种新技术的适用范围越广，
被滥用的风险越高。人工智能在一个个
领域“攻城略地”，推动产业变革，但也令
人对其高速发展所带来的未知性心存忧
虑。

被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技术评论》评
为“全球十大突破性技术”之一的“对抗
性神经网络”，旨在突破人工智能想象
力、创造力的瓶颈。但在展现巨大潜力
的同时，这项技术发展的负面影响也不
容忽视。

在相关试验中，美国芯片企业英伟
达的研究人员用明星照片训练出一套系
统，进而生成了数百张根本不存在、但看

起来很真实的人脸照片。还有研究团队
让系统生成看起来十分逼真的梵高油
画。

专家提醒，不法分子可能利用此类
系统制造出图片甚至视频来混淆视听，
给监管、安全带来新挑战。这一领域的
技术先驱、美国科学家伊恩·古德费洛就
表示，他当前的研究重心已经转向如何
避免这类技术的滥用问题，希望它“不至
误入歧途”。

任何一种新技术的出现，人们在充
分享受其带来福祉的同时，也必须及时
防范相关风险。如何进行适当引导和管
理，同样考验人类智慧。

科学家一直希望以最简单的办法，
保证以机器人为代表的人工智能不给人
类带来任何威胁。人们最熟悉的莫过于
科幻作家阿西莫夫设计的“机器人三定
律”。美国机器智能研究院奠基人尤德
科夫斯基也提出了“友好人工智能”的概
念，认为“友善”从设计伊始就应当被注
入机器的智能系统中。

不少专家建议，除了设计和建造要
遵循技术规范，还可由政府有关部门牵

头，成立由技术专家、社会科学研究人
员、政府管理人员为核心的人工智能管
理委员会，对涉及人工智能的研究和开
发项目进行审核评估。

与生物技术、核技术相比，目前对
人工智能领域的监管依然薄弱。如何
对可能形成的负面影响未雨绸缪、为技
术发展划出法律和伦理道德的边界，已
经迫在眉睫。如何让人工智能更好地
服务人类社会，也是世界范围内的一项
共识。

去年 7月，中国国务院发布的《新一
代人工智能发展规划》就提出，“建立人
工智能法律法规、伦理规范和政策体系，
形成人工智能安全评估和管控能力”。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机器人实验室主
任陈小平教授认为，要规范人工智能发
展，首先要把基础技术研究好，“未雨绸
缪，需要我们走到前列，才能有发言权，
有具体的思考和对这一领域的深刻知
识，才能具备治理的能力，进而提出我们
自己的意见和规则”。

□ 新华社记者
（新华社北京5月17日电）

世界电信日，为何强调人工智能“正当使用”
前一交易日反弹暂歇后，17日A股延续调整，不过

主要股指跌幅都不大。两市成交明显萎缩，总量不足
3600亿元，显示市场观望气氛较为浓厚。

当日上证综指以 3170.01点微幅高开，摸高 3172.77
点后开始缓步下行，午后探至3148.62点的全天低点。此
后，沪指有所回升，收盘报3154.28低点，较前一交易日跌
15.29点，跌幅为0.48%。

深证成指收报10635.50点，跌65.82点，跌幅为0.62%。
创业板指数表现相对较弱，跌0.84%，以1831.20点报

收。中小板指数收报7347点，跌幅为0.62%。
沪深两市延续跌多涨少格局，告跌品种总数超过1900

只。不计算ST个股和未股改股，两市30多只个股涨停。
大部分行业板块随股指收跌。航空公司、白酒、综合

类、医药、食品饮料等板块跌幅靠前。化纤板块逆势录得逾
2%的涨幅，服装、化肥农药等板块温和收涨。

沪深两市分别成交1506亿元和2066亿元，总量不足
3600亿元，较前一交易日明显萎缩，显示市场观望气氛
较为浓厚。 □ 潘清

A 股 延 续 调 整
两市成交明显萎缩

沪深弱势震荡收阴，创指跟跌箱体运行；市场依旧缺
乏量能，后市操作继续谨慎。

技术上，昨天大盘平开后弱势震荡，收盘收小阴线。
全天依旧在60日均线和10日均线之间波动，走势上已经
连续七个交易日在箱体上方运行，迟迟未能有效突破箱
体平台，随着均线的收窄，后市将面临方向上的选择。60
日线依旧是短期压力，向60日线发起挑战也将是多方第
一目标；创业板方面，昨天创指开盘就逐步走低下跌，全
天在 1850点下方运行，箱体上方建议减仓和轻仓，从后
市来看，箱体仍将延续一段时间，短期走势有转弱的迹
象，预示后市突破的时间将延长。

资金上，昨天依旧是资金净流出行业多于资金净流
入行业，大部分行业资金都呈净流出状态。

综合而言，市场资金连续谨慎，量能持续缩量，短期
资金供求失衡的局面还难以改变，市场依然缺乏大的趋
势性机会，目前大盘已经连续七个交易日小幅震荡，都未
能站上60日线和冲击3200点，对大部分投资者信心有所
冲击，加上热点轮换较快，连续性不强，赚钱难度加大，又
到周五，为规避周末可能出现利空消息，资金会出逃观
望。所以，操作上多看少动，依旧坚持防守为主，耐心等
待市场介入良机。 □ 巨景投顾

市场资金连续谨慎
耐心守之以静制动

周四两市开盘震荡走低，一直维持低位震荡。从技术
上来看，上证指数再次延续低迷走势，全天在平盘线下方
运行，午后再度回落，试探 3150点附近的支撑后有所回
升。小时级别上跌漏箱体整理平台下沿，均线压制也使得
其承压明显，好在日线图中依然存在 20日、30日均线支
撑，下行空间依旧可控。从5分钟级别看速阻线划分已经
到达下方的支撑区域内，因此不排除短线有反弹的可能。
从日线级别看短线KD指标已经出现了死叉的情况，因此
有进一步震荡的预期，下方3130点将形成重要支撑。创
业板指下探20日均线支撑，但是日线级别的指标还未完
全修复，因此预计后期还有一个震荡周期，大概率将是以
时间换空间。鉴于当前市场参与情绪有所低迷，盘面表现
变化多端，持续性不佳，节奏把控难度增加，操作上切忌追
高，精选具备业绩优势的个股并择机低吸。□ 源达投顾

市场弱势格局延续
择机低吸绩优股

新华社北京5月17日电（记者
高亢）5月17日是世界电信和信息
社会日，今年世界电信日的主题为

“推动人工智能的正当使用，造福全
人类”。中国电信 17 日在京发布

《AI（人工智能）终端白皮书》，电信
首批集中采购的 17款人工智能手
机也同时亮相上市。

中国电信市场部副总经理陆良
军表示，近年来，国家推出了一系列
推动人工智能发展相关规划和举
措，发展 AI 产业已上升为国家战
略。中国电信在实施战略转型升
级，开展网络智能化重构、5G创新
试验的同时，希望通过《AI终端白
皮书》的发布，推动我国智能终端产
业实现云管端 AI 能力的融合发
展。全网通智能终端将集成中国电
信的网络安全、大数据、云计算AI
能力，在AI拍照、AI语音助手、AI情
景智能、终端用户智慧管理等场景
下，为消费者提供“更懂你”的智能
AI手机体验和服务。

据了解，白皮书全面阐述了AI
算力、AI 能力与 AI 应用方面规范
等人工智能手机新定义。为牵引
产业链不断提升AI手机能力与体
验，白皮书在平台要求方面提出了
硬件运算单元、深度学习框架等要
求；能力要求方面提出了人脸识
别、语音助手、场景识别与系统优
化等功能、性能要求；应用要求方
面定义了美颜、背景虚化、照片分
类、AR视频和翻译等AI应用体验
需求。

展望未来，人工智能为信息产
业的发展开辟了更为广阔的空间。
智能终端产业的人工智能技术升
级，不仅能为我国消费者带来更智
能更方便的服务，也将为打通智慧
家庭、物联网等产业融合提供更大
的拓展空间。

新华社北京5月17日电（记者 陈炜
伟）商务部 17日发布的数据显示，1至 4
月，全国新设立外商投资企业 19002家，
同比增长95.4%；实际使用外资2867.8亿
元人民币，同比增长 0.1%（折 436 亿美
元，同比增长2%）。

其中，4月当月全国新设立外商投资
企业 4662家，同比增长 39.5%；实际使用
外资 592.4 亿元人民币，同比下降 1.1%
（折90.9亿美元，同比增长1.9%）。

商务部新闻发言人高峰介绍，1至 4

月全国吸收外资呈现三个特点：一是高
技术制造业继续保持较快增长；二是中
西部地区吸收外资持续增长；三是主要
投资来源地中，新加坡、韩国、日本、英
国、澳门地区等投资增长。

对外投资方面，数据显示，1至 4月，
我国境内投资者共对全球 144个国家和
地区的2459家境外企业进行了非金融类
直接投资，累计实现投资 355.8亿美元，
同比增长34.9%，连续六个月保持增长。

其中，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

合作积极推进。数据显示，1至 4月，我
国企业对“一带一路”沿线的有关国家新
增 投 资 合 计 46.7 亿 美 元 ，同 比 增 长
17.3%。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新签对
外承包工程合同额288.3亿美元。

高峰还介绍，对外投资行业结构持
续优化，非理性投资得到有效遏制。1至
4月，对外投资主要流向租赁和商务服务
业、采矿业、制造业以及信息传输、软件
和信息技术服务业。房地产业、体育和
娱乐业对外投资没有新增项目。

中国电信人工智能终端
白皮书亮相世界电信日

前4个月全国新设立外商投资企业同比增长95.4%

5月8日，乘客登上在上海交通大学校园内进行实验性运行的无人驾驶小巴。
16日至18日在天津举行的第二届世界智能大会上，中国科协主席万钢列举的一串生活场景让人们深切感受到：未来已来！
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一轮科技革命孕育兴起，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和方式改变着世界。人工智能如何为经济高质量发

展“赋能”？新华社记者现场采访，带您览智能领域新成果、探智能科技新趋势、看智能时代新蓝图。 新华社记者 刘颖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