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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隆电气集团简称盛隆电气，
总部在武汉国家创新示范区，是我
国电力电气制造行业的领军企业之
一。这几年，在经济整体下行压力较
大的情况下，实体经济有不少企业
的日子不好过，但是，盛隆电气却一
枝独秀，营业收入年增长率一直保
持在高位。为什么在经济增长放缓
的大环境下，这家企业仍能够逆势
上扬，始终保持强劲的发展势头，大
把大把地拿订单？在“盛隆电气现
象”的背后，到底有什么样的奥秘？
董事长谢元德给我们的回答是：“主
要是因为盛隆有一个独特的群体老
板模式，它极大调动了企业员工的
积极性。”

群体老板模式的主要做法是，
鼓励企业员工人人创业当“老板”，
积极营造环境，帮助有本事、想干事
的员工干事创业，努力使他们在盛
隆电气这个大平台上，通过自己的
奋斗，逐步成长为领军人才，共同参
与企业治理，共同分享发展成果。在
这个制度的设计者、董事长谢元德
的心目中，“盛隆电气不但要成为一
个制造优质产品的企业，还应该成
为一个培养企业家的平台，一个支
持大众创业的生态系统。”按照这个
模式，在盛隆电气，当创业者淘到第
一桶金、在个人账户上有属于自己
的 100 万元后，就可以申请注册三
级创业公司，任经理，当“小老板”，
能够招兵买马，在财务上享有自主
权。经理个人账户达到 300 万元后，
可以申请成立二级创业公司，任总
经理，当“中老板”。总经理个人账户
达 1000 万元后，可以申请成立一级
创业公司，任总裁，当“大老板”。

群体老板模式受到盛隆电气员
工的普遍欢迎和认可，在集团内部
引发了创业潮。正如谢元德所说，
“由于这个制度既发挥了公有经济
和民有经济的长处，又摈弃了二者
的短处，所以它能够在最大程度上
实现公平和效率的统一，激发员工
的积极性和创造力。”据我们调查，
到去年年底，盛隆电气通过这种模
式已经孵化出“老板”400 多名。这
400 多名“老板”，如同 400 多台发动
机，为盛隆电气这列火车的飞奔，提
供了强大而持久的驱动力。

群体老板模式的背后，我们可
以看到农民家庭联产承包制的影
子。曾经当过人民公社社员的谢元
德深知，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农村之
所以出现天翻地覆的变化，关键是
确立了一种新的分配制度，明确了
“交足国家的，留够集体的，剩下都是自己的”。与家庭联产承
包制相似，盛隆电气的“小老板”、“中老板”、“大老板”们，每年
也只要按照协议，向上一级部门交足应该上缴的服务费，留
够创业团队用于持续发展的准备金，剩下的钱就都归自己。
因此，在这里，几乎每个人都有使不完的劲。

群体老板模式鼓励一部分人通过诚实劳动先富起来，
倡导先富带后富，最终实现共同富裕，与我们党在社会主义
初级阶段的政策主张高度契合。在盛隆电气，我们经常可以
看到这样的情景，在“立人己立，达人己达”的企业文化熏陶
下，一些创业者在自己成为“老板”后，又积极帮助他人通过
创业成为“老板”。以集团副董事长、第一批个人账户过千万
元的谢清伦为例，她在经过“三级跳”，成为一个有数百名员
工的营销公司的“大老板”后，又热情帮助部下李洪英等人
创业，使他们也陆续成为“老板”。同样地，李洪英成为个人
账户过千万元的“老板”后，又继承谢清伦的传统，积极提携
后人。现在，李洪英带出来的新“老板”，也已经超过了 20
人。经过一茬又一茬的接力，盛隆电气的“老板”队伍像滚雪
球一样，越滚越大。

群体老板模式使盛隆电气的员工从“打工者”变成了
“创业者”，打破了阶层固化，使每一个人通过努力，都有可
能实现自己的创业梦。在其他企业，营销人员的薪酬大多是
采取 “工资+提成”的方式。虽然按照这种薪酬方式，营销
人员挣的钱可能也不少，但是，他们普遍缺乏一种做主人的
感受，总感觉自己还是个“打工者”。而在盛隆电气，群体老
板模式使这些营销人员，从“打工者”变成了“创业者”，真正
变成了企业的主人。群体老板模式点燃了企业员工的创业
激情。在这里，你只要有本事，能拿到足够多的订单，就能注
册自己的创业公司，成为说话算数的“老板”。

群体老板模式为一些来自社会底层的普通人，开辟了
上升通道，使他们得以有机会从“草根”变身“老板”。这种情
况在盛隆电气，比比皆是。例如，农村青年李涛，当年从襄阳
老河口来参加应聘时，穷得连住旅馆的钱都付不起。后来，
是群体老板模式彻底改变了他的人生轨迹。这个小伙子进
厂后由于学习努力，工作勤奋，肯干也能干，现在已经成为
盛隆电气广州公司负责海外营销的总经理，不仅在城里安
了家、买了车、购了房，过上了幸福生活，而且有了自己的一
番事业。再如，来自湖北枣阳农村的女青年谢清伦，也是一
个在群体老板模式下凤凰涅槃，从“草根”变身“老板”的典
型样本。现在，她不仅领衔一个年销售额接近 8 亿元的大公
司，而且是盛隆电气集团的副董事长、党委副书记。

群体老板模式不但增强了盛隆电气员工的凝聚力，促
进了企业的快速成长，而且提高了企业对优秀人才的吸引
力，产生了巨大的磁石效应。不少知识分子和大学生，争相
到这里建功立业。国家千人计划专家郗涛博士 2011 年从新
加坡回国后，先是在武汉一所著名大学任教，两年前，当他
得知这里有一个群体老板模式后，便毅然决定加盟盛隆。工
程师韩文原来在一家世界 500 强企业任职，前年在媒体上
看到关于群体老板模式的报道后，立即辞去外企工作，投奔
盛隆。现在，他已是盛隆智慧能源研究院的院长。为了促进
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扩大群体“老板”的后备军，作为群体
老板模式的延伸，盛隆电气去年还成立了盛隆创业学院和
盛隆众创空间。

“群体老板”模式通过变革生产关系，解放了生产力，
促进了企业的高速发展。现在，盛隆电气旗下已经有 22
个子公司和工厂，两家研究院，业务遍布国内所有省市和
海外 50 多个国家及地区。他们不仅成功参与了京沪高
铁、南水北调、首都机场等多个国家重大工程项目，拿到
很多订单，而且积极进军“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现已成为
苏丹新港、斯里兰卡汉班托塔机场等海外重大合作项目
的设备供应商。

(作者系武汉大学教授)

新华社上海 8 月 16 日电(记者王琳琳、
何曦悦)在《星球大战》《终结者》《攻壳机动
队》等科幻电影中，人工智能专家是人类顶
尖智慧的化身。因为触不可及，所以缺乏真
实感。

然而，近年来，随着各国科技企业纷纷加
紧部署人工智能，人工智能已经从几年前还
是一个比较学术的科学，演变成相对产业化
的高科技行业。越来越多的顶尖人才加入到
这个如火如荼的“风口”。

人工智能专家的日常是怎样的？他们的
工作场景真的那么高冷吗？这些最聪明的脑
袋具备哪些看家本领？又有哪些杰作？

机器的“启蒙老师”

美颜相机中萌萌哒的兔耳朵动态表情
包、在线开通基金账户、实时清理互联网中不
健康的违法违规图像、远程抄录家里的水电
煤三表……“这些我们再熟悉不过的日常，其
实都是人工智能专家的‘杰作’。”上海七牛人
工智能实验室创办人和负责人彭垚说。

走进由他创办的实验室，浓浓的“极客”
气息扑面而来。这个实验室有个奇特的名
字——— “A t a r a x i a 人工智能实验室”。
“Ataraxia是古希腊的一种哲学思想，该哲学
流派认为世界的知识和理论都是不完善的，
只有通过不断学习才能达到更高的境界。人
工智能就是一种机器需要不断学习和认知才
能到达的境界。”彭垚说。

除了响亮的名字，实验室的墙壁上还挂
满 了 蓝 底 科 幻 海 报 ，上 面 写 着“ A I
Civilization(人工智能文明)”；区别于到处都
是瓶瓶罐罐的传统实验室，人工智能实验室
遍布一排排计算机，屏幕上跳动着一行行
代码、数据；变形金刚式的中小型机器人错
落有致地矗立在办公桌上；一张张年轻的

面孔熟练而有节奏地敲打着键盘，有的是
算法工程师，有的是数据科学家，还有的是
数据标识员……尽管从事的具体工作各不
相同，但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称谓———“人工
智能专家”。

“人工智能专家，可以简单理解为机器
的‘启蒙老师’。”彭垚说，算法工程师先负责
搭出一个最初步的算法框架，然后，数据科
学家再把合适的数据装入算法框架里，通过
优化、搭建出第一版机器模型。随后，数据标
识员通过给图像、文字等数据做标记，为机
器编写出一本附有正确答案的“教科书”，手
把手教机器模型如何学习处理不同类别的
信息。

在人工智能专家的启蒙和教导下，机器
模型经过几天或者一周的学习后，就可以自
主进行深度学习了。“当机器模型学习的准确
率达到及格线，就可以开发成产品、投入试运
行，然后一边运行、一边继续学习。一两个月
后，机器模型的准确率就会有‘脱胎换骨’的进
步。”彭垚说。

用算法解决各行各业的“痛点”

“人工智能是计算机科学的一支，它的起

始是算法。怎样把数据转化成有效的信息，进
而解决各行各业的痛点，辅助其做决策是人
工智能专家的愿景。”彭垚说，与长期从事某
一个具体行业的上班族不同，人工智能专家
需要在各行各业自如转换。

算法模型是最基础的工具，这些工具只
有跟不同行业、不同用户的需求结合起来，才
会有“用武之地”。“好的人工智能专家需要不
断学习不同行业的知识，了解各行业的运行
规律、发现他们的痛点，进而有针对性地写算
法、建模型、做产品。”彭垚说。

例如，人工智能算法模型+娱乐媒体行
业，就有了“智能鉴黄师”。对于直播、短视
频平台来说，他们的一大痛点是如何实时
清理平台上不健康的违法违规图像。“以
往，一些平台需要雇佣百余名工人，24 小
时值班，挑出不合格的照片，现在采用机器
深度学习平台，这些企业只需要雇佣几十
人，不仅清理的准确率更高，而且工作强度也
减轻了，只要对机器模型的结果进行复查就
可以了。”彭垚说。

人工智能算法模型+能源消费，催生了
“智能抄表员”。通过图像识别和记录每户家
庭每天的用气量，计算机能够精确预估当地
燃气公司每天需要购买多少燃气，避免空烧

燃气造成浪费。七牛服务的一家燃气公司，此
前每年需要空烧掉价值约 90 亿元的燃气，采
用了人工智能图像识别深度学习平台后，“智
能抄表员”帮助公司减少了 20% 左右的能源
浪费。

除此之外，人工智能专家开发的产品还
能用于识别金融票据文字信息，提高财务处
理的效率；搜集图像大数据信息，服务特种安
全行业。“对于繁重、枯燥、高重复、不适合人
类的工作来说，人工智能专家开发出来的产
品是人力的完美替代。”彭垚说。

传统行业“终结者”，还是新

行业的“创造者”？

人工智能的发展速度实在太快，以至于
他的研发者都感到猝不及防。日前，美国社交
媒体脸书公司创始人马克·扎克伯格与美国
特斯拉公司首席执行官埃隆·马斯克就进行
了一场激辩，前者对人工智能持乐观态度，而
后者称其为人类文明的威胁。那么，人工智能
专家这个新行当到底是其他行业从业人员的
“终结者”？还是新行业的“创造者”？

“我们不希望取代其他职业，而是希望
革新陈旧的生产力和生产方式，促进既有
行业的从业人员学习更多先进知识和技
能，改善整个团队的运行模式和工作效率。”
彭垚说。

马车夫、打字员这些人类还有记忆的工
作，今天已经几乎没有了，取代它们的是汽车
驾驶员、电脑和新的工作。在不远的将来，人
类必将生活在一个“充满了人工智能的世
界”，很多行业都会从人提供服务转变为机器
人提供服务。“人类就要学会在这样一个不断
演进、不断进步的社会中生存，具备非常强的
适应能力和学习能力。这样，我们就不会害怕
社会的变化。”彭垚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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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上海 8 月 16 日电(记者桑彤)相
较于走“储蓄消费”路线的父辈们，如今的年
轻人更喜欢“信用消费”。而共享经济模式的
出现不仅改变了人们的生活习惯，引导着人
们更珍惜自己的信用财富，同时也催生出一
个新行当——— 信用管理师。

芝麻信用共享经济行业总监陈玲玲就是
这其中的一员。拓展共享经济的合作伙伴，用
信用的能力帮助行业创新，发掘信用红利，提
升用户体验，是他们的工作职责和目标。

共享单车、共享雨伞、共享充电宝、共享
婴儿车，共享玩具、图书……目前社会上出现
的不少免押金租借商品正是这些信用管理师
们开拓的“新红利”。除了商品外，许多公共资
源和社会资源的享用也逐渐以信用为基础，
比如先诊疗后付费、停车场抬杆走人、酒店先
住后付等。

“我们的工作不仅引导着人们生活理念
变化、消费模式变化，让很多小朋友从小就了
解信用的重要性，也为不少企业找到了破局
点，改变了以往只出售商品的盈利模式。”陈
玲玲坦言，“这些理念和行动的变化在近两年
尤为明显，我们努力将信用变成生活中不可
或缺的部分，让整个社会感受到守信的意
义。”

曾在管理咨询行业工作的陈玲玲在谈起
自己踏入这一行业的第一项业务时，依然觉
得很有意思：“我的第一笔业务是婚恋服务。
不少人找另一半时希望对方信用状况良好，
我们就和世纪佳缘、百合、珍爱等婚恋网站合
作，输出人脸识别、身份认证等服务，并设置

信用专区。在双方都认证授权的模式下可请
求看对方的信用状况。”

除了城市的生活娱乐方面，陈玲玲也致
力于帮助农村的生产经营活动。据介绍，她曾
经为新疆等地做的农业设备租赁免押服务，
受到大家的欢迎。“比如，买一台喷洒农药的
无人机需要五万元，但农民往往只在一个季

节使用，对回收周期较长的农民而言买一台
设备成本过高，即使租赁，押金也很贵。而一
些互联网意识较强的农民或回乡创业的大学
生信用状况良好，就可享受免押金租赁无人
机，不仅可以自己使用，也可以帮助邻居。”

目前，中国的信用城市建设已经开始起
步，许多城市服务都开始尝试用信用替代押

金。据估算，免押金租车、租房等，合计为用户
免除的押金已经超过 380 亿元。其中，全国共
享单车这一项，为约 3000 万用户免除押金
40 亿元。在医疗、交通、政务等领域，信用服
务也让老百姓的城市生活有了更强的获得感
和幸福感。

比如在深圳，有 26 万老年人在领取养老
金时，已不需要再去社保部门做验证，来证明
“我是我”了。他们可以在家用手机打开支付
宝，“刷一下脸，眨一眨眼”，就能随时完成养
老金领取资格认证。这是全国首个嵌入芝麻
信用认证的社保场景。

我国在过去三年多次发布顶层设计文
件，对社会信用体系建设进行指导和鼓励。这
对信用管理师这一新兴的行业，提出了更大
的需求和更高的要求。

据悉，现在社会上对信用管理师的人才
缺口非常大。蚂蚁金服集团从事这一行业的
多为 25-35 岁的年轻人。他们来自各行各
业，有银行风控和互联网工作经验者居多。其
中，具有国外三大征信机构背景的人最受欢
迎。“虽然这个行业很年轻、有活力，但毕竟这
是一个严肃的行业，心中一定要有安全底
线。”

而对于行业未来的发展，陈玲玲表示非
常看好：“以前家长多希望孩子从事公务员等
职业，随着金融科技、人工智能快速发展，很
多新的职业也很有前景。信用管理师就是不
同企业、社会职能部门合作的过程中不断催
生出来的新领域，这不仅拓宽了自己的职业
前景，也提高了自己的职业自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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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上海 8 月 16 日电(记者陈云富)
对于普通投资者，您可能会知道巴菲特，并
对其价值投资的理念推崇备至，但在金融投
资史上，数学家西蒙斯及其创立的“另类”
投资公司文艺复兴科技是一个更传奇的存
在。

华泰联合证券的研究显示，文艺复兴科
技旗下的大奖章基金在 1989 年到 2007 年的
近 20 年间，平均年收益率高达 35% ，如果
算上每年的收益提成，长期的年化收益更
高，在获得长期稳定的收益上，业绩远超标
准普尔 500 指数的回报率，也超过巴菲特
“异乎常人”的选股能力。

大奖章基金之所以能获得稳定的高回
报，秘诀正是量化交易。西蒙斯早年在数学
界成名后转战投资领域，并将其天才数学思
想引入金融投资，利用市场的历史统计数
据、模型来代替人脑判断，以求减少在金融
投资过程中的人为主观干扰。

随着我国资本市场的发展以及期货、期
权等衍生投资工具不断完善，量化交易的理
念近年也逐渐被引入国内并随着市场的发展
而不断兴起，自动交易、智能交易背后的金
融工程师——— 量化交易员越来越多进入公众
视线。

“总体上在 2012 年及以前大多还处于

起步阶段， 2013 到 2014 年一度经历一轮快
速发展， 2015 到 2016 年是快速发展后的比
较困难时期，进入 2017 年后则正经历一个
重新出发的过程。”拥有多年量化交易经验
的艾方资产交易总监杜浩然表示。

在杜浩然看来，与价值投资、技术分析
一样，量化交易也是金融市场投资的一种方
法论。到目前，量化交易的发展早已不限于
拼速度、拼技术装备，量化交易员的核心作
用更多是要利用自身的专业技术知识，构建
能获得稳定超额收益的交易策略模型。

一名量化交易员的日常，大多是在市场
开盘前半小时即到岗，为当天的市场交易做
预案，协调交易任务及对各类交易策略进行
相关参数的预设，市场开盘后关注盘面市场

的变化，直到下午 3 点收盘后，量化交易员
还需要对交易结果进行确认，如果盘中交易
出现一些意外，可能还不得不对量化策略和
参数进行分析、调整，并准备第二天的市场
交易。

“实际上，在开市后的交易时段，对量
化交易员而言是最轻松的一段时间。”杜浩
然表示，在市场收盘后和开盘前是最为紧
张、忙碌的时段，交易员需要结合自身实践
经验和策略运行的结果进行总结提高。

杜浩然表示，与市场的普遍认知不同，
量化交易事实上并不追求对市场本身的价格
产生影响，尤其是不会假设市场应该如何运
行，而是在大量的历史数据中，利用先进的
统计技术提炼出一种交易策略，并相信这一

结果在未来的市场运行中会重现，量化交易
仅是赚取市场在重现这一“大概率事件”过
程中的收益。

在业界人士看来，量化交易员赚取高额
的收益，其背后也是知识、技能和经验的
“比拼”。优秀的量化交易员除了具备金融
专业知识，模型、策略的构建也要求其具备
良好的数学和统计知识、计算机编程的能
力，以及丰富的实践经验，并将交易和学习
中发现的投资“点子”程序化，开发出有价
值的投资策略模型。

杜浩然说，量化投资事实上是时下热门
的大数据和人工智能在金融投资领域的综合
应用。随着市场发展和技术进步，未来的量
化交易也会不断得到扩展，其大数据的开发
运用将不限于金融市场的数据，包括产业数
据及舆情信息等等大数据都可能会开发、产
生出一批量化交易的策略。

“对量化交易员而言，需要行业立足，
保持不断学习的专研精神和毅力。”杜浩然
说，一方面，交易员必须不断跟踪海外市场
的最新文献资料，了解掌握境外市场最新的
市场尝试和看法；另一方面，也要专注参与
的市场，结合本土市场的特点，不断修正调
整、探索开发能获得稳定回报的交易策略，
这样才有可能持续战胜市场。

量化交易员：知识密集型的“跨界”金领

人工智能专家：用算法解决“痛点”

新经济 新行当     

信用管理师：让君子可以“一诺值千金”

▲陈玲玲和同事在位于陆家嘴的办公楼会议室讨论问题（7 月 31 日摄）。 新华社记者方喆摄

马车夫、打字员这些人类还有记忆的工作，

今天已经几乎没有了，取代它们的是汽车驾驶

员、电脑和新的工作

在不远的将来，人类必将生活在一个“充满

了人工智能的世界”，很多行业都会从人提供服

务转变为机器人提供服务

优秀的量化交易员除了具备金融专业知识，

模型、策略的构建也要求其具备良好的数学和

统计知识、计算机编程的能力，以及丰富的实践

经验，并将交易和学习中发现的投资“点子”程序

化，开发出有价值的投资策略模型

经济观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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