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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独角兽研究系列报告（二）
智能投研：华尔街之狼 Kensho 来了
增持（维持）
投资要点
 AI+投资正在来临，优劣势明显。5 月 19 日，微软人工智能首席
科学家邓力加入美国基金公司 Citadel 担任首席人工智能官；5
月 15 日，李开复表示采用智能投资算法获得了比他私人理财顾问
高八倍的收益；3 月，贝莱德拟大幅削减依靠人工主动选股的部
门并引进相关量化人才，可见智能投资已悄然来临。较于传统投
资，AI+投资优势明显，1、复制推广和运营成本极低。2、情绪控
制和逻辑推理更胜一筹。其最大缺陷在于：1、无法解决开放性问
题；2、不能自动形成新的因果关系判断，从而缺乏前瞻性。
 人工智能大幅提高传统投研效率，知识图谱促智能投研腾飞。按
投资者需求，AI+投资可分为智能投顾和智能投研。智能投研的终
极目标是实现数据到投资观点的一步自动完成，现阶段在交互体
验、数据动态关联、自我学习能力方面已经与传统投研工具有本
质飞跃，利用知识图谱、动态智能搜索、语义识别等已经可以自
动实现上下游产业链分析、智能财务模型、热点事件影响分析等。
目前智能投研还未成规模，但创业公司、基金公司、数据服务商
纷纷试水。智能投研和智能投顾具有天然协同，随着投资专业化、
个人与机构的界限逐步模糊，有望加强合作实现优势互补。
 Kensho：智能投研最具想象力先行者。两位创始人因禅结缘，创
立 Kensho，团队成员人才济济。自 2013 年起，公司累计融资超 1
亿美元，2017 年 4 月获标普国际领投的 B 轮 5000 万美元融资，
估值达 5 亿美元，目前已实现盈利。公司产品 Warren 试图通过构
建事件数据库及知识图谱的综合图表模型，解决投资分析中“速
度、规模、自动化”三大挑战。公司客户包括金融机构和商业媒
体，未来有望拓展至美国政府部门。
 核心产品 Warren：低门槛获高专业服务。功能：寻找事件和资产
之间的相关性、预测事件对资产未来价格走势。特点：快速的计
算能力、良好的人机交互性、强大的深度学习能力。影响：削弱
信息不对称性、加快信息传导速度，现代金融投机行为性质有望
再次发生改变。缺陷：无法自我形成新因果关系，无法区分因果
性/相关性。未来：完善构建全球事件数据库是 Warren 下一步目标。
 短期颠覆传统金融数据提供商可能性不大，未来金融数据服务市
场创新空间巨大。短期智能投研颠覆传统数据服务提供商可能性
不大，与金融数据提供商合作开发新产品和新商业模式或许是更
好的途径。目前金融数据提供商的商业模式以卖终端或者卖数据
库为主，未来有望拓展至：1、2B 向 2C/2B2C 拓展；2、加强金融
数据终端垂直应用模块：3、开发共享式投资策略。我们建议关注
国内在智能投研和投顾方面领先的公司：恒生电子（发布智能投
顾和智能投研产品）、同花顺（智能投顾龙头）、赢时胜（参股子
公司布局智能投顾）、创业公司数库科技（深耕智能投研多年）。
 风险提示：智能投研的技术研发进展不及预期，推广不及预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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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人工智能+投资悄然来临，知识图谱促智能投研腾飞
1.1. 人工智能+投资悄然来临
人工智能+投资悄然来临，相对传统投资优劣势均较明显。近日极受
关注的围棋之斗谢幕，AlphaGo 不出意外地以 3:0 完美战胜中国棋手柯洁，
人工智能在棋类游戏中的优势已无可争议。与此同时，AI 与投资领域的
结合正悄悄来临，2017 年 5 月 19 日，微软人工智能首席科学家邓力透露
已经离开微软，加入美国基金公司 Citadel 担任首席人工智能官（Citadel
是全球最大的多策略对冲基金之一，目前掌管至少 260 亿美元资产，以
其量化交易策略及程序化交易系统出名），同时表示 Citadel 在人工智能
创新上的机遇及对增进公司在该领域领导地位的热情让其倍感振奋。5 月
15 日，李开复在哥伦比亚大学发表了题为《一个工程师的人工智能银河
系漫游指南》毕业演讲，他表示采用智能投资算法获得了比他私人理财
顾问高八倍的收益，人工智能将取代交易员、银行职员、会计师、分析
员和保险经纪人。2017 年 3 月，管理资金超 5 万亿美元的资产管理公司
贝莱德拟大幅削减依靠人工主动选股的部门，并引进相关量化人才。由
此可见，人工智能的触角已伸向专业能力极强的投资领域。相较于传统
投资，AI+投资具有两点明显优势：1、开发成本虽高，但复制推广和运
营成本极低，非常适合大规模客户群的渗透。2、机器的情绪控制和逻辑
推理比人类更胜一筹。同时，AI+投资缺陷也非常明显，其最大缺陷在于
1、无法解决边界不确定的开放性问题（包括结果不确定、信息不充分），
比如智能手机未来的技术创新点在哪里，苹果什么时候可以推出下一代
智能手机等等；2、不能自我学习形成新的因果关系判断，从而通过 AI
完成的判断缺乏前瞻性。机器决策的前提是基于历史事件、知识图谱、
历史结论，对于新出现事物，尤其是黑天鹅政治经济事件的判断力有待
考验。
图表 1：AI+投资相对传统投资的优劣势均很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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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势

• 复制推广和运营成本低
• 情绪控制和逻辑推理强

劣势

• 无法解决开放性问题
• 无法自动形成新因果关系，从
而缺乏前瞻性

资料来源：东吴证券研究所

1.2. 智能投顾蓬勃发展，智能投研初露雏形
按投资者不同需求，人工智能+投资可分为智能投顾和智能投研。智
能投顾，指根据投资者不同的理财需求，具有人工智能的计算机程序系
统通过算法和产品搭建数据模型，从而完成传统上由人工提供的理财顾
问服务。智能投研，指利用大数据和机器学习，将数据、信息、决策进
行智能整合，并实现数据之间的智能化关联，从而提高投资者工作效率
和投资能力。
1.2.1.

智能投顾：未来五年国内规模有望每年翻倍，人机结合是趋势

国外智能投顾欣欣向荣，传统金融机构后来居上：经历近十年的发
展，国外智能投顾市场已初具规模，以 Wealthfront，Betterment 为代表的
新兴智能投顾公司管理规模已达数十亿美元，与此同时部分传统金融机
构通过自己开发或并购涉足该领域，如嘉信理财推出 Schwab Intelligent
Portfolios，Blackrock 收购 Future Advisor。根据统计公司 Statista 的预测，
2017 年美国智能投顾管理资产规模将达到 2248.02 亿美元，到 2021 年将
达 5095.55 亿美元，年复合增长率 29.3%。截止 2017 年 2 月，资管规模
最大的前五家公司，先锋基金、嘉信智能投资组合、Betterment、Wealthfront、
personal capital 分别管理着 470、102、73.6、50.1、36 亿美元。
图表 2：美国主要智能投顾公司资金资金管理规模（截止 2017 年 2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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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Statista，东吴证券研究所
国内智能投顾紧随其后，资管规模未来五年有望每年翻倍增长：在
欧美蓬勃发展态势下，我国智能投顾公司，包括璇玑、资配易、摩羯智
投（招商银行）、蓝海智投、弥财等在内的数十家公司，亦快速兴起。此
外，我国传统金融机构同样快速布局，2016 年 8 月广发基金率先推出“基
智理财”，成为第一家推出智能投顾服务的基金公司；2016 年年底招行率
先推出智能投顾产品——摩羯智投，目前摩羯智投占据国内智能投顾资
金管理规模的多数；民生证券和品钛集团旗下的璇玑宣布合作开发数字
化资产配置系统；长江证券推出 iVatarGo 国内首款智能财富管理系统等。
Statista 预测 2017 年我国智能投顾管理资产规模达 271.38 亿美元，到 2021
年将达 4678.31 亿美元，复合年增长率 103.8%，发展空间巨大。
按人力参与程度，智能投顾分为机器导向、人机结合以及以人为主
三种模式；人机结合将是未来投顾发展趋势。在智能投顾爆发时期，几
乎所有的公司模式都是以机器导向为主，国外以 wealthfront、betterment、
嘉信理财智能投资组合为代表，国内以弥财、蓝海智投等公司为代表。
而机器导向模式的核心特点在于门槛低、费用低，缺陷在于因无法吸引
大量高净值客户，导致其资管规模存在天花板。针对高净值客户，人工
投顾显得必不可少，近段时间人机结合的投顾模式逐渐受到重视，有望
成为做大投顾规模的发展趋势：1、嘉信理财于 2017 年 3 月推出“Schwab
Intelligent Advisory”人机结合新业务，投资者可以随时通过电话或视频
会议获得理财顾问的专业建议，并获得由智能投顾的算法模型给出的基
于 ETF 的投资组合建议；2、智能投顾鼻祖 Betterment 于 2017 年 1 月推
出人机结合的理财服务——“Betterment Plus ”和“Betterment Premi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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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Betterment Plus 门槛 10 万美金，费用 0.4%，投资者每年可与专业理
财顾问进行一次电话咨询；Betterment Premium 门槛 25 万美金，服务费
0.5%，投资者随时可获得专业理财顾问的电话咨询服务。3、2017 年 6
月，恒生电子发布智能投顾产品 BiRobot3.0，其产品特点中特别表明需要
人值守（“财富管理自动化+智能理财+有人值守+现金管理策略”）。除了
上述机器导向和人机结合两种模式外，投顾还包含以人为主模式，目前
以社交跟投和投资策略为主流模式，国外以 motif、covestor 为代表，国
内以雪球、金贝塔等公司为代表。
图表 3：三种智能投顾模式的国内外典型公司（资管规模截止 2017 年 2 月）
公司
Wealthfront
机

简介
2008 年 12 月成立，核心模式为基于现代投资组合理论的资产配置，投
资范围包括 11 类 ETFs，服务费 0.25%。目前资管规模 50.1 亿美元
2008 年 8 月成立，核心模式为基于现代投资组合理论的资产配置，投资

器

国

导

外

向

Betterment

范围包括 12 类 ETFs，服务费 0.15-0.35%。目前资产管理规模 73.6 亿

Schwab

2015 年 5 月上线，基于嘉信庞大客户群体，拓展投顾服务模式，投资范

Intelligent

围包括 54 支嘉信和其他公司的 ETFs，免费。目前资产管理规模 102 亿

Portfolios

美元

美元

弥财
蓝海智投

2014 年 4 月成立，意图打造中国版 Wealthfront，投资范围以美国 ETFs
为主
2015 年 10 月成立，利用 "耶鲁模式" 理念一键投资全球，包括私募股
权、房地产、境外股票、自然资源等
2016 年 10 月上线，PINTEC 旗下的数字化资产配置解决方案提供商，分

璇玑

为人民币版（以人民币投资公募基金及相应的 QDII 基金，直连持牌且
交易成本最具优势的虹点基金）和海外版（以美元投资美国交易市场上
的全球市场 ETF）
成立于 2014 年，为投资者提供证券投资人工智能服务，实现证券资产

国
内

资配易

配置的智能化、碎片化、实时性和个性化。2016 年 9 月被毕马威评选出
中国 50 家金融科技领域的优质企业之一

摩羯智投（招商银
行）

2016 年 12 月推出，投资范围包括股票类、固收类、现金及货币等，投
资门槛 2 万元，是国内率先推出智能投顾的商业银行
成立于 2014 年，2016 年 8 月获 1500 万元 pre-A 融资，利用“耶鲁模式”

蓝海智投

的投资理念投资全球，投资组合涵盖中、欧、美、日及新兴市场，债券、
商品及房地产等领域。客户包括个人和机构投资者

同花顺
人

国

先锋集团

机

外

（Vanguard）

2016 年 iFind 推出针对 A 股的智能投顾服务
2014 年上线，资产管理规模 470 亿美元，排名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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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

2017 年 3 月嘉信推出的人机结合新业务。投资者可随时通过电话或视频

Schwab

合

会议获得理财顾问的专业建议，并获得由智能投顾的算法模型给出的基

Intelligent

于 ETF 的投资组合建议。门槛 25000 美金，服务费总资产 0.28%，每季

Advisory

收费不超过 900 美金

Betterment Plus，
Betterment

专业理财顾问的电话咨询服务。

Personal Capital

内

费用 0.4%，投资者每年可与专业理财顾问进行一次电话咨询；
Betterment Premium 门槛 25 万美金，服务费 0.5%，投资者随时可获得

Premium

国

2017 年 1 月推出人机结合新业务，Betterment Plus 门槛 10 万美金，

2009 年成立，核心模式：免费的在线财务管理工具+收费的线下投资顾
问服务。门槛 10 万美元，服务费 0.49-0.89%
2017 年 6 月发布智能投顾产品 BiRobot3.0，产品特点“财富管理自动

恒生电子

化+智能理财+有人值守+现金管理策略”
2015 年 10 月上线，理财机器人+资深投资顾问的模式，不参与任何金融

七分钟理财

产品买卖

Motifinvesting

2010 年 6 月成立，基于主题投资的社交模式，每个投资组合收费 9.95
美元，或单只股票交易 4.95 美元（调仓按同样的方式）

国
以

2006 年成立，2015 年被美国在线券商 Interactive Brokers 收购。选

外
Covestor

人

择跟投的模式，对于没提成费组合，平台收取 0.25%管理费；对于有提
成组合，平台收取增值部分 2%

为
主

雪球

2010 年成立，集资讯、交流讨论、交易等在内的社交投资网络

国
内

2014 年底成立，嘉实集团旗下，欲打造中国版 Motif，大 V、达人等设

金贝塔

立组合的跟投模式

股票雷达

2011 年 10 月成立，基于统计数据的跟投式社交化投资平台

资料来源：各公司官网等，东吴证券研究所整理
1.2.2.

智能投研：国内基金纷纷试水，人工智能大幅提高传统投研效率
国外创业公司跃跃欲试。相较于智能投顾，智能投研技术难度更高，

其发展态势初露雏形，还未成规模。如 Palantir Metropolis（平台整合多
源数据，将不相干的多个信息置于一个统一的定量分析环境中，构建动
态知识图谱）、Visible Alpha（通过设立专有的新数据集和工具套件以增
强机构投资者对公司未来基本面的量化见解能力）、Trefis（细拆公司产品
/业务预测收入）、Alphasense（获取专业且碎片化信息）、Dataminr（收集

Twitter 等公共来源上的实时数据，并转化为可付诸行动的信号 ）、
Kensho（试图回答“当 Netflix 超出盈利预期，Amazon 明天表现将如何？”、
“Apple 发布新产品前后的股票交易如何？”等投资问题）。
国内创业公司、基金公司、数据服务商积极参与智能投研。国内智
能投研逐渐兴起，如包括通联数据的萝卜投研（帮助分析师提高处理信
息、快速挖掘投资线索的能力，产品包括智能咨询、智能搜索、智能财
务模型）、数库科技（提供数据关联化、智能化服务）、文因互联（致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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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用人工智能解决金融数据分析问题，产品包括智能搜索引擎、自动化
报告等）等创业公司。值得一提的是，部分基金公司对智能投研的尝试
越来越多，如天弘基金 2015 年建立了业内领先的投研云系统，其中的信
鸽和鹰眼两大系统分别为股票和债券投研提供精准支持；嘉实基金 2016
年成立了人工智能投资研究中心，构建可扩展的智能投研平台，为系统
化的科学投资决策提供支持；华夏基金和微软亚洲研究院战略合作，双
方将就人工智能在金融服务领域的应用展开战略合作研究。需要注意的
是，由于国内金融数据较于国外存在数据不丰富甚至残缺的致命缺陷，
数据标准化、关联化的建立显得至关重要，因此国内数据服务商，如 wind、
东方财富、同花顺、恒生聚源等公司是推动智能投研发展过程中的重要
组成部分。
图表 4：国内外智能投研典型公司
公司

简介
成立于 2013 年，累计融资超 1 亿美元（2017 年 4 月获 5000 万美元 B 轮融资，

Kensho

估值 5 亿美元），专注于寻找事件与资产的相互关系，同时预测资产价格走
势

Trefis
AlphaSense

成立于 2007 年，累计融资 300 万美元，专注于细拆公司各个产品/业务并预
测公司收入
成立于 2008 年，累计融资 3500 万美元（2016 年 3 月获得 3300 万美元融资）
，

国

是一款为专业投资人士设计的智能搜索引擎

外

成立于 2012 年，投资方包括高盛、美国银行、花旗银行等，设立专有的新
Visible Alpha

数据集和工具套件，增强机构投资者对公司未来基本面的量化见解能力。
2017 年收购 ONEaccess，将其集成到 Visible Alpha 的平台中，以改善发现、
跟踪和评估所有卖方互动的工作流程
成立于 2009 年，累计融资 1.83 亿美元（2015 年 3 月获得 1.3 亿美元 D 轮融

Dataminr

资），通过将 Twitter 等公共来源上获取的实时数据转化为可付诸行动的信
号，为金融和政府等机构服务

文因互联

成立于 2013 年，2016 年年度获 Pre—A 融资，致力于用人工智能解决金融数
据分析问题，产品包括智能搜索引擎、自动化报告等
成立于 2009 年，2015 年获京东金融数千万美元投资，为金融机构提供大数

创业

数库科技

公司

析工具

国
内

萝卜投研

基金
公司

据关联化、智能化服务。核心产品 SAM 行业分析工具和基于 SAM 的产业链分

天弘基金
华夏基金

成立于 2016 年 9 月，通联数据旗下公司，帮助分析师提高处理信息、快速
挖掘投资线索的能力，产品包括智能咨询、智能搜索、智能财务模型
2014 年 6 月天弘基金成立大数据中心，2015 年建立信鸽和鹰眼两大系统分
别为股票和债券投研提供精准支持
2016 年 6 月，华夏基金和微软亚洲研究院战略合作，双方将就人工智能在金
融服务领域的应用展开战略合作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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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实基金

2016 年，嘉实基金成立了人工智能投资研究中心，致力于将最先进的科技元
素加入到投资分析和决策过程中，为系统化的科学投资决策提供支持

金融

机构投资者覆盖最广的金融数据服务商，覆盖国内外多项经济指标和公司数

万得

据，为智能投研打下基础

数据

同花顺

服务

恒生聚源

商

（恒生电

拥有大量 C 端用户，通过 i 问财知识库构建知识图谱
恒生聚源产品智能小梵，提供精准数据提炼和智能咨询分析服务

子控股）

资料来源：各公司官网等，东吴证券研究所整理
智能投研终极目标实现搜索到投资观点的自动跨越。传统投研流程，
可简化成四个步骤，1、搜索：通过百度/谷歌、专业书籍、公告等寻找行
业、公司、产品的基本信息。2、数据/知识提取：通过万得、彭博等金融
终端或者直接阅读公告、新闻获得数据/知识。3、分析研究：通过 Excel
等工具和逻辑推演完成分析研究。4、观点呈现：将分析研究的结果以 PPT、
word 等形式呈现1。传统投研流程存在搜索途径不完善、数据获取不完整
且不及时、人工分析研究稳定性差、报告呈现时间长等缺陷，而人工智
能可以帮助每一个步骤提高效率，如智能搜索和智能资讯增大有效信息
来源，公告/新闻自动化摘要和上下游产业链分析提高数据/知识提取效率，
事件因果分析和大数据统计分析完善研究方法等等。未来，智能投研的
终极目标，是自动实现搜索到投资观点的一步跨越。
图表 5：人工智能提高传统投研各个流程效率
搜索

目的

寻找行业、公司、
产品的基本信息
百度、谷歌、书

传统工具

籍、论坛、交流
等

数据/知识提取

分析研究

从搜索的信息

通过工具和研究

中获得数据/知

方法完成分析研

识

究

万得、彭博、新
闻媒体等

excel

观点呈现
将分析结果呈现
出来

PPT、word

公告/新闻自动
AI 能做的

智能资讯推送、

化摘要、产业链

事件因果分析、

智能搜索引擎

分析、智能财务

大数据统计分析

报告自动化

模型
自然语言查询、
关键技术

词义联想、语义
搜索、企业画像

1

实体提取、段落
提取、表格提
取、关系提取、
知识图谱

自然语言合成、
知识图谱

可视化、自动排
版

《智能金融的核心引擎：一览与前瞻》鲍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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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投研
公司

Alphasense、文

Trefis、

Kensho、

因互联、萝卜投

Dataminr、数库

Palantir、

研、恒生电子

科技、萝卜投研

Watson

文因互联、萝卜
投研

资料来源：《智能金融的核心引擎：一览与前瞻》鲍捷、各公司官网，东吴证券
研究所整理
现阶段智能投研工具与传统投研工具的本质区别在于交互体验、数
据逻辑和自我优化学习能力。1、交互体验：传统投研工具如万得、彭博
均是非图形化的类 EXCEL 表格界面，而 Kensho、数库科技等智能投研
工具均是图形化界面，交互体验更强，比如可以在图形界面上随意点击
一个节点进行相关查询，非常利于投研效率的提高。2、数据逻辑和自我
学习优化能力：由于传统金融数据服务商的数据是基于财务报表的逻辑
关系，是静态存在的，因此没有自我学习优化能力，并且不能跨公司实
现数据之间的逻辑关联；而 Kensho、数库科技所提供的数据服务，一方
面具有静态基于会计逻辑的数据，另一方面可以实现数据的动态关联，
并且这种动态关联可以跨公司和行业实现，通过海量数据、知识图谱和
深度学习能力，机器可以发现事件与事件之间的关联关系，并通过知识
图谱实现信息向决策的一步转化，并且这种转化过程是可以通过机器学
习逐步自我优化的，甚至可以说会比人类做得更好。
1.2.3.

智能投研与投顾两者有望优势互补

智能投研和智能投顾具有天然协同优势，未来有望优势互补。智能
投研通过实时动态获取多维度数据，完成数据向信息的结构化转换，最
终形成投资决策，使得投资人员的工作效率和投资能力可以得到大幅提
高。在智能投研对个股分析的基础上，可以形成范围更广的资产配置策
略，与提供合理资产配置建议的智能投顾具有极大的协同性。未来随着
投资专业化、私募基金大发展、个人与机构的界限逐步模糊的背景下，
两者有望通过加强合作优势互补。

1.3. 知识图谱促智能投研腾飞
知识图谱本质是一张由知识点相互连接而成的语义网络的知识库，
具体包括知识提取、知识表现、知识存储、知识检索四大分支：知识图
谱（Knowledge Graph）的概念由谷歌在 2012 年正式提出，其本质上是由
知识点相互连接而成的语义网络的知识库，其中图的结点代表实体或者
概念，而图的边代表实体/概念之间的各种语义关系，旨在实现更智能的
搜索引擎，在智能问答、情报分析、反欺诈等应用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尽管知识图谱概念是于 2012 年正式提出，但从细分组成部分看，知识图
谱可追溯到数十年前，具体包括知识提取、知识表现、知识存储、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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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索2。1、知识提取：利用自然语言处理、机器学习、模式识别解决结构
化数据生成问题。2、知识表现：重新组织结构化数据，通过逻辑推理使
得机器能够处理的同时人也可以理解。3、知识存储：进行大量的结构化
数据管理，同时混合管理结构化和非结构化数据，比如图数据库，RDF
数据库等。4、知识检索：用语义技术提高搜索与查询的精准度，为用户
展现最合适的信息。再进一步说，知识图谱涉及技术非常多，比如知识
收集中的实体关系识别技术、语义相似度计算、关键词提取等，知识表
现的知识推理、规则推理等技术。
图表 6：知识图谱具体包含知识提取、知识表现、知识存储、知识检索四个分支

资料来源：文因互联，东吴证券研究所

图表 7：知识图谱涉及众多技术

2

《实事求是谈金融报告自动化》鲍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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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知识图谱研究进展》漆桂林等，东吴证券研究所
高质量大规模开放知识图谱正在大力建设中。目前，世界范围内知
名的高质量大规模开放知识图谱，包括 DBpedia、Yago、Wikidata、BabelNet、
ConceptNet、 Microsoft Concept Graph，以及中文开放知识图谱平台
OpenKG。其中，中文开放知识图谱联盟 OpenKG 已经搭建有 OpenKG.CN
技术平台，目前已有 47 家机构入驻，如 Zhishi.me、CN-DBPedia、PKUBase
等，包含了医疗、金融、城市、出行等 15 个类目的开放知识图谱。
图表 8：中文开放知识图谱联盟 OpenKG 技术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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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http://openkg.cn/，东吴证券研究所
知识图谱将促智能投研腾飞：通过知识图谱相关技术，机器可以从
招股书、年报、公司公告、券商研究报告、新闻等半结构化表格和非结
构化文本数据中批量自动抽取公司的股东、子公司、供应商、客户、合
作伙伴、竞争对手等信息，并构建出公司的知识图谱。当某个宏观经济
事件或者企业相关事件发生的时候，投资者可以通过知识图谱做更深层
次的分析和更好的投资决策，比如在美国限制向中兴通讯出口的消息发
布之后，如何构建最佳投资组合3。我们认为，随着知识图谱相关技术逐
步发展并应用，不仅可以进一步完善数据的丰富度和准确度，还可以加
速数据标准化、关联化的建立，进而促进搜索向投资观点的一步跨越。
图表 9：中兴通讯关系图谱

资料来源：《知识图谱研究进展》漆桂林等，东吴证券研究所
3《知识图谱研究进展》漆桂林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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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KENSHO：智能投研领域的“AlphaGo”
Kensho 是智能投研最具想象力先行者。2013 年 5 月丹尼尔·纳德勒
（Daniel Nadler）与程序员彼得·克鲁斯卡尔（Peter Kruskall）联合创立
Kensho，总部位于马萨诸塞州剑桥市。Kensho，是一个将云计算与金融
咨询业务结合起来的数据分析公司，目标是建立更智能化的信息数据平
台服务于证券分析师和交易员，为客户提供更加优质、快速的数据分析
服务。过去一段时间，Kensho 被《财富》杂志提名为 2016 年“五家最热
的金融科技公司”之一，世界经济论坛将其评为世界上最具创新力的私
营科技公司之一，同时被福布斯认为是全球 50 强最具创新的金融科技公
司之一。
图表 10：公司被视为是全球最热门的金融科技公司之一

资料来源：Kensho 官网，东吴证券研究所

2.1. 联合创始人：因禅结缘，创立 Kensho
因禅结缘，创立 Kensho：丹尼尔·纳德勒（Daniel Nadler），现年 33
岁，拥有哈佛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在美联储工作期间，纳德勒发现尽
管有像彭博、路透、Capital IQ 等金融分析工具，但是这些软件依然不能
解决需要投资什么的问题，尤其是对一些事件驱动的数据分析，基于此，
纳德勒萌生了创立 Kensho 的想法。
彼得·克鲁斯卡尔，现年 30 岁，拥有麻省理工学院计算机科学的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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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和硕士学位。在联合创办 Kensho 之前，彼得是 Google 软件工程师，
曾在 gmail 团队以及 access team 上工作。在谷歌工作前，彼得曾在 kayak
工作，为其贡献了第一个分析平台、网站和 iphone 平台。
值得一提的是，纳德勒和彼得在求学期间由于禅宗的共同兴趣便结
识，
“Kensho”原意即从佛教禅宗而来，意为“见性”，
“Ken”是日语“看”
的意思，音同汉语的“看”，
“sho”为日语的“自然、本质”之意，这个
日语禅宗的原意为“透过现象理解事物的本质”
。
图表 11：Kensho 部分员工

资料来源：Kensho 官网，东吴证券研究所
团队成员人才济济。目前 Kensho 有大约 80 名员工，团队成员不乏
来自谷歌和苹果的一流工程师以及华尔街分析师、物理学家、经济学家
等，包括 iPhone 原始工程团队 7 名成员之一，世界上第一个固态两位量
子处理器的创始人，哈佛最年轻入学者等，此外 Kensho 为了建立民用非
结构化地缘政治和全球自然事件的数据库，还聘请了前美国国家情报总
监詹姆斯·希恩博士加入了 Kensho 计划的顾问委员会。现有员工大概有
50 人在位于马萨诸塞州的剑桥办公室工作，此外，Kensho 也在纽约和华
盛顿设有办事处。

2.2. 融资情况：累计融资超 1 亿美元，估值达 5 亿美元
累计融资超 1 亿美元，B 轮融资估值 5 亿美元。自 2013 年起，公司
累计融资超过 1 亿美元，其中 2017 年 4 月公司获得 B 轮 5000 万美元融
资，由标普国际（S＆P Global）领投，市值达五亿美元，投资人还包括
高盛，摩根大通，美银美林，摩根士丹利，花旗集团和富国银行等机构。
S＆P Global 也不仅仅是 Kensho 的主要投资者，旗下的市场数据部门还将
为 Kensho 的分析平台提供最新的金融数据包，为投资者们输出一个全新
的、由 AI 驱动的市场分析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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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12：公司自成立以来融资情况
时间
2013 年

融资金额（万

投资方

美元）
49.5

债券融资
加速合伙公司（Accel partners）、布雷耶资本公司

2014 年 1 月

1000

（Breyer Capital）、通用催化剂风投公司（General
Catalyst）、谷歌风投公司（Google Ventures）、恩颐
投资（NEA）

2014 年 11 月

1500

高盛

2015 年 6 月

4780

高盛领投，其余投资方还包括 Accel Partners, Breyer
Capital、Google Ventures 等 10 家金融机构
标普国际（S＆P Global）领投，其余投资方还包括高

2017 年 4 月

5000

盛，摩根大通，美银美林，摩根士丹利，花旗集团和富
国银行等机构

资料来源：Kensho 官网，东吴证券研究所整理
图表 13：公司主要投资方

资料来源：Kensho 官网，东吴证券研究所

2.3. 产品：Warren 试图解决投资分析的“速度、规模、自动化”
三大挑战”
试图通过构建国际事件数据库及知识图的综合图表模型，解决当今
投资分析的“速度、规模、自动化”这三大挑战。Kensho 主打产品，是
叫“Warren”（沃伦）的金融数据收集、分析软件，拥有强劲的云计算能
力、良好的人机交互界面和深度学习能力，目前产品只在高盛内部试运
行，没有正式上市。据福布斯介绍，
“在能够找全数据的假设下，对冲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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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分析师团队需要几天时间才能回答的问题，Warren 可以通过扫描超过 9
万项全球事件，如药物审批，经济报告，货币政策变化和政治事件及其
对地球上几乎所有金融资产的影响，立即找到超过 6500 万个问题组合的
答案。”可以看到，Kensho 试图构建最全的国际事件数据库及知识图的综
合图表模型，解决了当今华尔街投资分析的三大挑战，即速度，规模和
自动化。
图表 14：Warren 分析界面

资料来源：Kensho 官网，东吴证券研究所

2.4. 客户：金融机构和商业媒体双管齐下
金融机构和商业媒体双管齐下，未来有望拓展至政府部门。Kensho
客户主要包括两条业务线，1）利用历史数据帮助大型银行和其他金融机
构分析诸如地理、天气等因素带来的风险敞口；2）帮助全球商业媒体承
担事件分析业务。目前，公司已经和谷歌、S&P 等金融机构达成战略合
作关系，它们不仅是 Kensho 的风险投资者，亦是合作伙伴，如 B 轮融资
领投机构 S＆P 将为 Kensho 分析平台提供全球市场情报数据，在此基础
上双方将合作开展未来产品开发，将新的创新能力推向市场，此外 S&P
将拥有 Kensho 的一个董事会观察员席位。与此同时，Kensho 作为 CNBC
（美国 NBC 环球集团所持有的全球性财经有线电视卫星新闻台）的独家
分析提供商，其数据可视化分析每天在 CNBC 上播放多次。当然，商业
媒体的核心竞争力是某事件发生之后以最快的速度给出一个站得住的分
析结论，该属性使得 CNBC 对 Kensho 的分析能力不会有过高要求，而会
更加注重分析速度4。从谷歌、S&P、CNBC 既是风险投资商也是商业合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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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伙伴的属性看，未来 Kensho 有望拓展至美国政府部门（IQT 是美国 CIA
旗下的投资部门）。
图表 15：Kensho 是 CNBC 的独家分析提供商

资料来源：Kensho 官网，东吴证券研究所
公司已实现盈利，未来进一步提高华尔街金融机构渗透率。2017 年
2 月，Nadler 告诉福布斯，公司已实现盈利，B 轮融资资金主要是为了用
来扩大产品市场，令 Kensho 能进入摩根大通和摩根士丹利这些华尔街的
核心机构。5

5https://www.forbes.com/sites/antoinegara/2017/02/28/Kensho-sp-500-million-valuation-jpmorgan-morgan-sta

nle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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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核心产品 Warren：低门槛获高专业服务
公司产品 Warren 是类似于 Google 搜索引擎的金融分析软件，用户只
需以通俗易懂的英文来询问 Warren 金融问题，比如“台风对建筑行业股
票价格影响是怎样的”，随后便会将问题转换成机器能够识别的信息，并
寻找云数据库与互联网中的各类相关数据与事件，运用大数据技术进行
分析，并根据市场走向自动生成研究预测报告，回答投资者的问题。Warren
的强大功能使得用户不再需要有专业的金融知识，也不需要设置复杂的
参数和配置算法，就可以得到类似于金融分析师分析的结果，让更多的
人能够以较低的门槛获得专业的分析结果。

3.1. 功能：寻找事件与资产的相互关系
Warren 可实现，寻找事件和资产之间的相关性及对于其价格的影响、
基于事件对资产未来价格走势进行预测6。其中，1）寻找事件和资产之间
的相关性又包括：a）寻找影响资产价格的关联事件，例如输入 Apple，
Warren 会显示一张 Apple 的股价走势图，在每一天的时间节点，从中可
以得到具体哪些事件影响了 Apple 股价以及影响的百分比，还会展现相关
事件对股价波动的 P-Value，即显著性影响指数。b）寻找某事件对某些资
产价格的影响：例如输入“美联储降低利率”，并自由选择时间段和投资
的种类，比如道琼斯指数、油价等，Warren 会以图表方式呈现该事件对
资产价格走势的影响。2）基于事件对资产未来价格走势进行预测：利用
机器学习预测资产的价格，通过可能影响价格的相关因素去预测资产未
来价格的走势区间。由于 Warren 的数据库已经包含了大量的数据源，包
括政治事件、自然事件等，因此可能存在大量显著影响资产价格的变量，
Warren 需要判断哪些是可以用来预测价格的相关特征。在特征的选择上，
Warren 可以根据用户的建议输入相关的变量，也可以通过特征选择的算
法去保留相关的特征。最后，Warren 会以股票价格概率分布区间的图表
呈现其预测的结果。
图表 16：Warren 主要实现的功能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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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arren

寻找事件和资
产之间的相关
性

影响资产价格
的事件

基于事件对资
产未来价格走
势进行预测

事件对资产价
格的影响

资料来源：《Kensho -致力于提高金融分析师的生产力》，东吴证券研究所整理
目前，Warren 处理的数据主要包括：Earnings releases、Economic
Reports 、 Stock price movement 、 Moving averages 、 Company product
launches、FDA drug approvals、Stock price triggers、Monetary policy changes、
Political events。

3.2. 特点：快速计算能力、良好人机交互、强大深度学习能力
Warren 具有快速的计算能力、良好的人机交互性、强大的深度学习
能力7。1）快速的计算能力：Warren 搭建于纳斯达克 OMX FinQloud，这
是一个专门为金融服务部门设计的云计算平台，不仅可以加强云计算能
力，还能够提供满足金融服务特殊安全和监管要求的技术支持。基于此，
Warren 能高效完成分析师难以快速做到的信息收集、挖掘等工作，Warren
获得的信息可能是传统分析师的数倍多，分析速度是分析师的百倍。2）
良好的人机交互性：只要输入直白正确的问题，Warren 就会提供精确的
答案。比如输入，当朝鲜试射导弹时，哪支国防股会涨得最多？（雷神
公司、美国通用动力公司、和洛克希德马丁公司）；当苹果公司发布新 iPad
时，哪家苹果公司的供应商股价上涨幅度会最大？（为 iPad 内置摄像头
生产传感器的豪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3）强大的深度学习能力：根据
各类不同问题积累经验，逐步成长，强大的学习能力让 Warren 越用越聪
明，提出的问题越多，Warren 学会的东西越多，这也是云计算系统与普
通硬件计算系统的差别。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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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17：Warren 产品特点

快速的计算
能力

良好的人机
交互性

强大的深度
学习能力

资料来源：《Kensho - 致力于提高金融分析师的生产力》，东吴证券
研究所整理

3.3. 影响：削弱不对称性，现代金融投机行为性质有望再次改变
Warren 的出现有望如同电报、互联网诞生一样进一步削弱市场不对
称性，加快信息传导速度。1）削弱金融市场的不对称性：Warren 将传统
的专业分析师小范围独享的资产价格预测分享给更多普通人，削弱市场
的不对称性，同时也削弱了专业金融机构相对于普通投资者的获利优势。
2）加快信息在金融市场的传导速度，从而使得金融市场更受信息影响：
由于 Warren 获取信息速度是专业人员的数倍多，分析速度是专业人员的
百倍，因此 Warren 的出现如同电报、互联网出现一样，进一步加快信息
在金融市场的传导速度。如同 19 世纪出现的电报，20 世纪出现的互联网
一样，极大改变金融投机行为性质，大幅降低具备信息优势的机构的获
利能力，我们有理由相信，如果 Warren 可以使得资产价格以更快、更大
程度反映“所有可以获得的信息乃至决策后的结论”，那么现代金融投机
行为性质将再次发生改变8。
图表 18：Warren 产品特点
削弱市场不对称性

金融投机性质
再次被改变？
加快信息传导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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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Kensho 和 AlphaSense 是怎样炼成的》鲍捷，东吴证券研究所整
理

3.4. 缺陷：无法自我形成新因果关系，无法区分因果性/相关性
Warren 人机交互有待提高，尚不能判别因果逻辑9。尽管 Warren 具
备基础问答能力，然而目前来看，还存在人机交互和因果逻辑混乱等致
命缺陷。1）无法自我形成新因果关系：现阶段的 Warren 更像一个数据
收集、图形化呈现的工具，并不能任意提供分析师决策。比如 Kensho 无
法直接回答特朗普上台对股市产生的影响，这是由于过去的历史事件并
没有包含特朗普的相关信息。即 Warren 只能做到变量延展，但却无法替
用户去逻辑推理事件可能的影响因素，一切背后的关系还需要用户自己
去发现。2）无法区分因果性还是相关性：假设我们发现比特币价格和黄
金价格具有一定的相关性，并基于其关系去预测比特币未来的走势。但
是我们没有发现，英国脱欧是驱动两种资产价格上涨的背后原因。即
Kensho 目前无法判断是因果性还是相关性。
Warren 和金融分析师在相当一段长时间里是相辅相成而不是竞争
的关系。Warren 尚无法做到金融分析的完全自动化，未来很长一段时间
也无法完全替代人类分析师。尽管 Warren 能搜集更全面、更详细的数据，
并提供简单的分析和以图形化方式呈现，但是更高级的思考模式，比如
理解事件和资产之间更深层次的因果逻辑，理解变量之间的相关性，
Warren 是不能办到的。从某种意义上说，Warren 和金融分析师在相当一
段长时间里是相辅相成而不是竞争的关系，依靠 Warren 可以大量释放金
融分析人员的生产力，能够让其有更多的时间去思考并决策。
图表 19：Warren 产品缺陷
无法自我形成新因果关系

相辅相成而非
竞争关系
无法区分因果性还是相关性

资料来源：《Kensho-致力于提高金融分析师的生产力》，东吴证券研究所整
理

3.5. 未来：自动触发事件对资产价格的影响是 Warren 终极目标
完善构建全球事件数据库是 Warren 下一步战略目标。未来 Warr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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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划推出下一代产品，将事件之间的关系做成一张图，形成事件“连接
图表功能”，机器会尝试识别事件的概念，关系和网络，逐步模拟金融分
析人员的逻辑思考能力，比如试图解决上述无法判定事件因果性还是相
关性的问题。此外，如何将语音识别技术结合到 Warren 中、如何更新庞
大的数据库、如何提高 Warren 的学习精度与分析速度、如何提高分析结
果的准确性也是 Warren 未来发展的关键点，当然也是难点。
自动触发事件对资产价格的影响是 Warren 终极目标。如果未来能借
助 AI、语音语义、知识图谱等技术让 Warren 识别并理解变量的语义、变
量之间的相关性、资产和事件内在的深层因果逻辑，那么 Warren 能真正
做到对金融分析无所不能。更进一步，如果 Warren 可以自动提取事件特
征，真正理解语义内外在含义，自主构建并修改知识库和知识图谱，自
动触发事件对资产价格的影响并对未来价格走势进行预测，到那时或许
大部分金融分析人员真的就要失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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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Kensho 动了谁的奶酪？
4.1. 彭博、汤森路透领衔国外金融数据提供商，国内万得一家独
大
国外的金融数据市场，以彭博和汤森路透为第一梯队，Captital IQ、
Factset（核心优势集中在公司财务数据）、MorningStar 等为第二梯队。
根据企鹅智酷研究数据，在金融数据资讯市场中，彭博如今以 32%的市
场份额位居行业第一，排名第二的汤森路透市场份额为 26%，其余公司
的份额均超不过 4%。彭博和汤森路透均是以媒体业务和终端机相结合的
模式开展，以彭博为例，旗下拥有彭博媒体（包括电视台，电台和新闻）
和彭博终端机服务（包括终端机出租和数据服务）两大业务，后者营收
占公司总营收的 80%以上。国内金融资讯市场以 Wind 咨询一家独大，东
方财富 choice 和同花顺 iFinD 紧随其后。
图表 20：国内外主要金融数据提供商
代表厂商/产品
国
外

国
内

第一梯队
第二梯队
第一梯队
第二梯队

彭博、汤森路透

优点

缺点

数据全且颗粒度细；普及

价格昂贵；操作友好性欠

率高；服务好

佳

Captital IQ、Factset、

价格相对便宜；某些垂直

MorningStar

领域更专业

万得

数据较全；普及率高

速度慢；价格国内最贵

价格相对万得便宜

数据不全；普及率不高

东方财富 choice 和同花顺
iFinD

数据相对不全

资料来源：东吴证券研究所整理

4.2. 短期 Kensho 颠覆传统厂商的可能性不大
Kensho 与传统金融数据提供商的本质区别在于交互体验、数据逻辑
和自我优化学习能力，从而实现投研过程中数据向投资决策的一步跨越。
如前所述，传统金融数据提供商的数据服务是非图形化的类 EXCEL 表格
界面，而 Kensho、数库科技等智能投研工具均是图形化界面，交互体验
更强，比如可以在图形界面上随意点击一个节点进行相关查询。与此同
时，传统金融数据服务商的数据是基于财务报表的逻辑关系，是静态存
在的，因此没有自我学习优化能力，并且不能跨公司实现数据之间的逻
辑关联；而 Kensho、数库科技所提供的数据服务，一方面具有静态基于
会计逻辑的数据，另一方面可以实现数据的动态关联，并且这种动态关
联可以跨公司和行业实现，通过海量数据、知识图谱和深度学习能力，
机器可以发现事件与事件之间的关联关系，并通过知识图谱实现信息向
决策的一步转化，并且这种转化过程是可以通过机器学习逐步自我优化
的，甚至可以说会比人类做得更好，从而完成投研过程中数据向投资决

请务必阅读正文之后的免责声明部分

东吴证券研究所

全球独角兽研究系列报告（二）Kensho

策的一步跨越。
图表 21：智能投研实现数据向投资决策的一步跨越

数据

信息

决策

资料来源：东吴证券研究所
短期颠覆传统金融数据提供商可能性不大。尽管如此，未来一段时
间内，Kensho 意图颠覆彭博、汤森路透等大型金融服务提供商可能性不
大，因为它们具有十分强的护城河：
1）金融数据准确性、可靠性、及时性要求高：金融行业对数据要求，
准确性和可靠性是首要前提，甚至对及时性的要求也很高。在没有数据
准确性、可靠性、及时性的保证下，机器即使再厉害，也无法稳定输出
正确的决策。
2）转换成本高：彭博、Wind 等软件用用户众多，产品转换成本太
高，如果新产品没有很强的价值创造力，用户没有动力使用新产品。
3）稳定强大的第三方数据提供商合作关系和成熟的数据处理流程：
彭博、汤森路透能及时准确地大规模提供金融数据不仅仅在于技术，还
包括与众多第三方数据提供商多年的合作关系，甚至成体系的大量人工
处理数据的流程等，这些优势目前单靠技术是无法跨越的。
短期颠覆 Wind 等国内传统金融数据提供商更不可能。国内金融数
据情况较于国外存在数据不丰富甚至残缺的致命缺陷，而 Kensho 实现自
动化决策的前提必须拥有 大量完整且准确的数据，因此意图通过类
Kensho 厂商替代 Wind 等传统金融数据提供商目前是基本不可能的。

4.3. 畅想金融数据服务市场
与传统金融数据提供商合作共创新产品和新商业模式或许是更好的
途径。正是由于传统金融数据提供商拥有较强护城河，创业公司试图颠
覆它们的难度太大，即使创业公司可以将某一个甚至某几个核心模块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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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远远领先它们，但依旧不能撼动传统厂商的垄断地位。考虑到目前金
融数据提供商的商业模式仅仅只是以卖终端或者卖数据库给投资机构为
主，未来可挖空间尚且还很大：
1、2B 向 2C/2B2C 拓展：目前以机构投资者为主要售卖对象，未来
借助数据进行产品和服务创新，直接服务于个人投资者，或者通过与基
金、券商等机构的合作服务于个人投资者，从而完成向个人投资者的逐
步渗透。
2、封闭走向共享：由于投资具有封闭属性，分享和交流交易策略几
乎是不多见的。随着共享文化的盛行，投资大有可能从封闭走向共享，
比如 Estimize 通过众包收集公司预估信息，Premise 通过全球手机用户众
包收集宏观数据信息。借助传统金融数据资讯提供商庞大、准确、及时
数据，有研发能力的创业公司可以生成诸多创新产品和服务。
3、竞争走向合作：未来传统金融数据咨询提供商和创业公司关系有
可能如同 App store 和 iphone 的关系一样，双方合作共同做大做新金融数
据服务市场这块蛋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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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投资建议
我们看好智能投顾和智能投研未来的发展前景，其中智能投顾未来
几年资产管理规模有望每年翻倍增长，预计到 2021 年将达 4678.31 亿美
元，发展空间巨大，人机结合的投顾模式有望成为未来该领域的发展趋
势。现阶段智能投研在交互体验、数据动态关联、自我学习能力方面已
经与传统投研工具有本质飞跃，利用知识图谱、动态智能搜索、语义识
别等已经可以自动实现上下游产业链分析、智能财务模型等，未来随着
机器逐步实现自我形成新因果关系，有望更进一步替代智能投研流程。
我们建议关注国内在智能投研和投顾领域领先的公司：恒生电子（发布
智能投顾和智能投研产品）、同花顺（智能投顾龙头）、赢时胜（参股子
公司布局智能投顾）、创业公司数库科技（深耕智能投研多年）。

5.1. 恒生电子：发布四大智能产品，引领 AI+投资产业潮流
智能投资、智能投顾、智能咨询、智能客服四大产品亮相：1、iSee
（明白）机器人（云纪网络）:基于大数据分析、机器学习和推荐引擎等
技术，打造一款以用户画像为依据，可以帮助金融机构为个人用户提供
机会挖掘、交易陪伴以及精准服务的智能决策辅助系统。2、智能小梵（恒
生聚源）
：通过强大的人机自然交互，投资者可获得关联的股票和资讯信
息。目前，智能小梵已经与招商、方正、中泰、光大等多家券商，以及
今日头条、金贝塔等互联网公司建立了合作。3、智能投顾（北京商智）
：
分为客户需求探索、资产优化模型、智能择市（量化投资策略）和资产
智能管理四个环节，而后两者更受金融机构和投资人的关注，可能在未
来的智能投顾竞赛中发挥更强的竞争力。4、智能客服（恒生电子）：运
用了语音识别、智能语义、以及智能知识的核心技术，帮助金融机构提
高客服效率，提供 7*24 小时不间断的快速服务，降低人工的运维成本。
加大 Fintech 研发投入，强化竞争优势：公司在高性能计算、大数据、
人工智能、金融工程、区块链等领域加大研发投入，在金融科技领域技
术创新日新月异的背景下，公司大力投入研发将有助于公司抓紧行业发
展趋势，进一步稳固和强化竞争优。
盈 利 预 测 和 投 资 建 议 ： 预 计 公 司 2017-2019 年 EPS 分 别 为
0.89/1.10/1.39 元，当前股价对应 2017-2019 年 PE 分别为 45/40/32 倍，看
好公司在行业的领先地位以及行业经营环境改善后公司的业绩弹性，维
持“增持”的投资评级。
风险提示：四大智能产品推进不达预期；公司研发投入进展缓慢

5.2. 赢时胜：打造 Fintech 生态圈创新盈利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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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极推进科技金融生态圈布局，打造创新业务模式：1、对参股公司
东吴在线追加战略投资 4 亿元，持股比例由 10%上升为 28%；2、增资上
海赢量，其专注于线上交易的票据业务，有望与区块链结合打造区块链
供应链生态；3、参股东方金信 30%布局金融大数据采集、存储、管理、
分析挖掘及数据应用； 4、设立链石信息科技进行区块链技术的研究与
应用；5、增发募资 20.28 亿元，为公司 Fintech 业务高速发展提供资金支
持同时为外延扩张奠定基础。综上，公司凭借资产管理软件为入口，依
靠大资管时代下的快速内生发展和投资参股、积极外延并购的三重推动，
在区块链、智能投顾、金融大数据等创新业务方面快速布局，打造创新
盈利模式。
2017 年一季度继续维持快速增长，财务费用大幅减少：2017Q1 公
司实现营收 7787.54 万元，同比增长 55.88%，实现归母净利润 1498.31
万元，同比增长 844.36%，继续保持快速增长态势；一季度财务费用较
上年同期减少近 800 万，主要是定增募集资金所产生的利息所致。
盈利预测与估值：预计公司 2017-2019 年 EPS 分别为 0.35/0.48/0.60
元（考虑送转股本增加），当前股价对应 2017-2019 年 PE 分别为 37/27/21
倍，维持“买入”评级。
风险提示：新业务模式发展受阻。

5.3. 同花顺：智能投顾龙头，具备智能投研发展基础
智能投顾龙头，Fintech 先发优势稳固：公司依托大数据、云计算、
人工智能领域积累的技术优势，推进 Fintech 领域产品创新：1）智能投
顾登陆 iFinD 平台，进一步提升用户交互能力、更加契合用户使用习惯；
2）i 问财利用垂直搜索引擎等技术实现自然语言问答，打造智能选股助
手平台；3）与泰达宏利合作推出国内首支大数据基金，累计收益率领先
大盘和大部分基金收益。随着 Fintech 在全球兴起，公司有望凭借技术优
势和创新产品落地充分受益科技金融大浪潮。
具备智能投研发展基础：由于国内金融数据较于国外存在数据不丰富
甚至残缺的致命缺陷，数据标准化、关联化的建立显得至关重要，因此
国内数据服务商，如 wind、东方财富、同花顺、恒生聚源等公司是推动
智能投研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同花顺作为国内领先的数据金融服务商，
通过 iFinD 金融数据库、舆情监控系统、ｉ问财知识库等的深度学习来构
建动态、复杂的资本市场知识图谱，为发展智能投研打下坚实基础。

6. 风险提示
智能投研的技术研发进展不及预期，推广不及预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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