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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动态 PRODUCTNEWS

每周高净值理财产品精选

本期发行的理财产品推荐榜

产品名称 发行机构
平均收

益（%）

期限

（年）

投向

地区
融资方

泉熙 2143 期淄博城资投资项目集合

资金信托计划（B3 类）
中铁信托 6.7 1

山东省淄博

市张店区

淄博市城市资产运

营有限公司

马鞍山市雨山区市场建设管理有限

责任公司债权投资集合资金信托计

划（B 类）

国元信托 7.4 2
安徽省马鞍

山市雨山区

马鞍山市雨山区市

场建设管理有限责

任公司

追梦 32 号债券投资集合资金信托计

划（第 3期）
陕西国投 6.95 2

重庆市长寿

区

重庆盈地实业（集

团）有限公司

前海 83 号集合资金信托计划（第 2

期）A 类
山东信托 7.2 1-2

山东省潍坊

市寒亭区

潍坊滨海新城公有

资产经营管理有限

公司

兴渝8号重庆合川信托贷款集合资金

信托计划（第一期）
长安信托 7.1 2

重庆市合川

区

重庆市合川工业投

资(集团)有限公司

恒盈 261 号集合资金信托计划（第 1

期）
紫金信托 6.25 2

浙江省湖州

市吴兴区

湖州吴兴城市投资

发展集团有限公司

汇安 67 号集合资金信托计划（第 2

期）
陆家嘴信托 6.5 2

江苏省盐城

市亭湖区

盐城市环保产业发

展投资有限公司

金雕 1690 号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国投泰康 6.85 2
江苏省盐城

市盐都区

盐城市权润建设投

资有限公司

JQ248 号（绵阳科发 2 期）集合资金

信托计划（第一期）
ZJT 信托 7.1 2

四川省绵阳

市涪城区

绵阳科技城发展投

资(集团)有限公司

筑信 16 号（中原城市发展基金）集

合资金信托计划（第 1期）
长安信托 8.2 2

河南省郑州

市中原区

郑州康河房地产开

发有限公司

数据来源：用益金融信托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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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点评与配置建议

本期（2021.09.20-2021.10.03）新产品“JQ248 号（绵阳科发 2 期）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信托资金用于向绵阳科技城发展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发放信托贷款，用于绵阳市科技城创新

中心三期项目开发建设。本项目融资人绵阳科技城发展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期限 24 个月，

预期收益率为 6.9 至 7.3%。

项目特点

1、本项目是四川省绵阳市重要平台项目，行政等级较高，平台风险较低。

2、项目的融资人绵阳科技城发展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主体评级 AA，债券存量规模 70.22

亿，其中私募债 30.40 亿，占比 43.29%；授信额度 319.73 亿，未使用额度 84.31 亿。截止

2021 年 06 月 30 日，短期有息债务 129.27 亿，长期有息债务 158.52 亿。

3、绵阳市市级城投平台中，AA+平台 1家，AA 平台 4家，实力中等。

4、绵阳市 2020 年在四川省 21 个地区中，经济实力位于前列，如下表 1：

表 1：济宁市 2020 年各地区 GDP 及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单位：亿

GDP 排名 一般公共预算收入排名

排名 地区 GDP(亿元） 排名 地区 收入(亿元）

1 成都市 17716.67 1 成都市 1520.38

2 绵阳市 3010.08 2 宜宾市 200.03

3 宜宾市 2802.12 3 泸州市 170.07

4 德阳市 2404.13 4 绵阳市 140.96

5 南充市 2401.18 5 南充市 133.93

6 泸州市 2157.22 6 德阳市 132.07

7 达州市 2117.80 7 眉山市 121.62

8 乐山市 2003.43 8 乐山市 120.62

9 凉山彝族自治州 1733.15 9 达州市 112.33

10 内江市 1465.88 10 广安市 86.02

11 自贡市 1458.44 11 遂宁市 79.92

12 眉山市 1423.74 12 攀枝花市 68.25

13 遂宁市 1403.18 13 内江市 66.34

14 广安市 1301.57 14 自贡市 63.45

15 攀枝花市 1040.82 15 资阳市 53.13

16 广元市 1008.01 16 广元市 52.62

17 资阳市 807.50 17 雅安市 48.49

18 巴中市 766.99 18 巴中市 48.40

资料来源：用益金融信托研究院整理、制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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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绵阳市GDP为 3010.08亿，在四川省21个地区中排名第二位，一般公共预算收入2020

年为 140.96 亿，在四川省 21 个地区中排名第 4 位，经济实力及财政实力均较强。2020 年

绵阳市地方政府债务余额 573.79 亿，地方政府债务限额 596.13 亿，债务率 70.35%，债务

负担弱为偏重。

综上，该项目的风险较低，适合风险偏好较低的投资者。经风险调整后的收益较高，风险偏

好较低的投资者可以重点关注。

市场分析 MARKETANALYSE

信托市场评述

市场概述：本期（2021.09.20-2021.10.03）本期共有 957 款集合信托产品成立，其中标品

信托产品成立数量 534 款，非标信托产品成立数量 423 款。本期非标类集合信托产品的平均

预期收益走稳。本期成立非标类的集合信托产品平均年化收益率为 6.99%，集合产品周平均

期限为 1.66 年。本期 1年期及以内产品平均预期收益为 6.24%，1-2 年期产品的平均预期收

益为 7.09%，2 年期以上产品的平均预期收益 6.96%。各投向领域的集合信托产品平均预期

收益有不同程度的上升。金融类信托产品的平均预期收益 5.86%，房地产类信托产品的平均

预期收益 7.25%，工商企业类信托产品的平均预期收益 6.97%，基础产业类信托产品的平均

预期收益 7.02%。

资管市场评述

市场概述：据公开资料不完全统计，本期（2021.09.20-2021.10.03）集合资管产品发行数

量为 40 款。其中，券商资管产品发行数量 33 款，较上周增加 11 款，发行规模为 30.78 亿

元，较上周增加 11.16 亿元；基金公司及其子公司集合资管产品发行数量为 7款，较上周增

加 1 款；成立数量为 42 款，较上周增加 14 款。本期券商发行集合资管产品业绩报酬计提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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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平均值为 6.39%，较上周上调了 1.07 个百分点。本期集合资管产品的平均管理费率为

0.49%，较上周下调 0.19 个百分点，减幅较大；平均托管费率为 0.03%，较上周持平。

私募市场评述

市场概述：本期（2021.09.20-2021.10.03）私募证券投资基金共备案 1194 只，较上期环比

上升 41.64%。共 593 只私募证券投资基金于本期成立，共 689 家私募机构参与了私募证券

投资基金备案，较上期增加 153 家，发行产品的机构数量持续增加。本期私募证券八大策略

收益均大幅下降，受中秋节及国庆长假影响，A 股市场情绪杀跌。宏观策略收益下降最为显

著，降低 3.85 个百分点，近一个月收益为-0.53%。其次股票策略下降 3.52 个百分点。收益

为-0.2%。整体来看，CTA 策略近一个月收益最高为 2.9%，而事件驱动策略收益最低，为

-1.33%。其余策略近一个月收益虽为正值，但均不超过 1%。

根据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数据显示，本期私募股权市场共备案288只产品，环比上升56.52%。

其中私募股权类基金备案 141 只，创业类基金备案 147 只。新鼎荣盛资本依旧备案数量最多，

共备案了 4只创投基金，且成立日期均为本月。截至本期五下午，投资、上市和并购事件共

272 起事件，涉及总金额 887.04 亿人民币，环比上升 166.43%。本期并购市场共发生 61 起

并购事件，披露的交易金额为 347.94 亿人民币。本期有 15 家企业上市，总融资金额 148

亿人民币。本期 VC/PE 市场发生案例数量，主要集中在 IT、生物技术/医疗健康、半导体及

电子设备三大领域，从披露金额上看，本期建筑/工程行业发生的投融资金额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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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财园地 FINANCIALGARDEN

全面解析中国私募基金的八大投资策略

文/众投邦

伴随着私募基金的快速发展，私募的投资策略也在一步步的成长、成熟，在业内统计私募的

投资策略大多认同为八大策略。

一、股票策略

该策略通常有大部分的资金投资于股票资产，包括只做多和同时通过做多和做空两种方式来

投资股票和股票衍生品。具体的投资决策方面通过很多投资流程来达成，包括定量和定性基

本面分析;投资策略可以是广泛分散型，或者专注于某些特定行业和产业。股票策略被进一

步分为以下子策略：

1.股票多头

通常情况下，主要投资于股票资产，但是只做多，不做空，通过分析股价变动的原因和特点，

投资于有更好的盈利增长和在价值层面便宜且被低估的股票。

2.股票多/空

通常情况下，主要投资于股票资产，但同时采取做多和做空操作且具有明确的方向性策略。

股票多/空 ELS(Equity Long/Short)基金经理通常通过卖空、期权的买卖和使用杠杆使其与

只做多(Equity Long Only)策略区分开来。

3.股票量化

通常情况下，主要投资于股票资产，通过运用数理算法和计算机模型来确定未来价格变动以

及证券价格之间的关系来进行股票买卖决策。

4.股票行业(消费\TMT\医疗)

通常情况下，主要投资于股票资产，通过寻找某一特定行业中的投资机会来获取收益。基金

经理在这些行业有着比一般投资者更专业的技能，大部分的资产集中于某一个行业，比如消

费、医疗等等。

5.复合策略

同时使用股票策略的几种子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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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宏观策略

该策略的投资理念在于通过研究和预测经济指标、政策环境、利率等变动方向以及其对股票，

固定收益产品，货币和大宗商品市场的影响来获取收益。

该策略的基金经理熟知政府金融政策和全球经济形势，通过运用各种广泛的投资工具和交易

工具进行投资。尽管宏观策略有时会运用相对价值技术，但宏观策略与相对价值策略的根本

区别是宏观投资理念是预测未来的证券的走势，而不是实现证券间的价格差异。

同样的，尽管宏观策略和股票对冲经理都持有股票，宏观策略的投资理念是预测相关的宏观

经济指数对证券的影响，而股票对冲经理的投资理念的核心是公司的基本面特点。

三、相对价值策略

该策略认为一种证券的价格被高估，而另外一种证券的价格被低估，于是通过寻找这两种相

互之前存在联系及价值分歧的证券的价差而获取收益。

具体而言，基金经理会运用一系列的基本面和数理分析技巧去实现自己的投资理念，投资的

资产包括股票，固定收益资产，金融衍生物和其它的证券形式。相对价值策略目前被分为以

下子策略：

1.股票市场中性

通常情况下，该策略会使用组对交易或者统计套利的方法来平衡他们投资组合中多头与空头

的数量。与股票多空策略不同的是该策略会确保投资组合的贝塔中性，股票多空的投资组合

通常持有的是净多头或净空头，与市场的关联度较高。

2.套利

该策略寻找和挖掘相关品种之间微弱的价差的套利机会。

3.复合策略

同时使用相对价值的几种子策略。

四、事件驱动策略

该策略将投资集中于特定公司的证券，这些公司正在经历或者将要经历重大的事件或者转

变。比如：并购，重组，财务危机，收购报价，股票回购，债务调换，证券发行(定向增发)，

或者其他资本结构调整等等。

事件驱动策略的投资理念通常来自基本面的特点(而不是数理分析)，投资理念的实现取决于

预测的独立于现有资本结构以外的事件的发展结果。事件驱动策略目前主要分为 4 个子策

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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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并购重组

主要寻找并购重组题材类的股票作为主要的投资方向。

2.定向增发

主要参与定向增发的股票投资。

3.大宗交易

主要参与大宗交易的策略。

4.复合策略

同时使用事件驱动的几种子策略。

五、管理期货

该策略是指通过商品市场、期货市场和期权市场来管理资产。由于期货市场与股票市场有较

大的不同，管理期货基金难以像股票市场基金一样采取传统基本面分析的单向做多，长期持

有的策略，而是交易策略的模型化和系统化。该策略主要依靠复杂的交易模型来决定他们的

买卖。

六、 债券策略

该策略主要以投资债券为主，通过对影响债券投资的宏观经济形势进行分析判断，形成对未

来市场利率变动方向的预期，结合市场的流动性情况确定久期配置和期限结构配置。

七、 组合基金

不同的基金组合在一起构建组合基金产品，主要分为 FOF、MOM 两种形式。

FOF(Fund of Funds)即基金中的基金，通常是由专业机构筛选私募基金、构造合理的基金组

合，从而实现基金间的配置。该策略的优势是可同时参与不同策略的多只基金，业绩相对平

稳。

当前发行组合基金的一般多是深入研究阳光私募基金行业的金融机构，如信托、银行、第三

方理财等。目前国内组合基金多主要配置股票策略基金，投资回报与股票型私募基金涨跌趋

同现象明显，未能做到有效分散风险，实现“长期获取稳健收益”的宗旨。未来 FOF 管理专

业度、行业规范及监管等的提升会加速组合基金的发展速度。

MOM(Manager of Manager)是在 FOF 的基础上发展衍生出的新型组合基金投资策略，与 FOF

不同的是，FOF 是直接投向现有的基金产品，MOM 则可以理解成把资金交给几位优秀的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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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理分仓管理，更具灵活性，但由于中国市场的特殊性，也存在一定局限。

八、 复合策略

复合策略通过将对冲基金的多种策略组合起来来运作对冲基金，每一种对冲基金的策略都有

其优势和劣势的一面。

通过对多种策略的组合，往往可以平滑单一策略的风险，使得业绩表现趋向于稳定。比如，

将定向增发、商品期货同时吸纳，在两个相关性极低的领域进行复合投资。

此类策略一般呈现低风险、低收益特征。

从之前的 13%降到 6.8%，政信经历了什么！

文/上海陆家嘴金融

现在不仅仅江苏在降低融资成本了，而是繁衍到全国了！前有江苏海安城投平台竞标融资，

后有云南等地清退 7%融资，城投真的不缺钱了吗？这个问题也体现出目前国家对于地方支

持力度有多大！地方政府腰杆子更加硬气，非标融资就此开始一降再降，所以目前政信产品

且做且珍惜啊！

很多人一说起理财第一反应就是想到银行，我们来捋一捋：银行理财挂靠银行信用，政府债

挂靠政府信用，银行作为金融机构，它的抗风险能力一定是弱于政府的，所以“银行理财都

是保本的”其实是中国老百姓心中长久以来的误区。

当下投资环境中，面临两大困境：本金风险；

市场利率下行，各路收益承压。

城投债，通常由当地政府独资控股的平台公司发行，主要是用以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或公益性

项目。简言之，是平台公司为当地政府借款投资项目基本建设，当地政府来做信用背书。如

果出现不满意的状况，当地政府会使用财政收入、售卖资产等各种各样方法，保证普通投资

人成功按期得到本钱和利息。

原因非常简单：保证了普通投资人的利益，是保证了当地政府的信用和社会的平稳，政府部

门信誉不可有违，这也是底线。

银行虽然绝大多数也是国营企业，但是具体到银行名目繁多、且非公益性的投资理财产品，

国家政府不可能去做信用背书，如果出现损失，投资人和银行依照合同协议区分责任分别单

独担负，政府部门并不会付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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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风险太高、信托门槛太高收益下滑、银行理财和智能存款收益较低、P2P 已死。

很多投资人感觉资金无处可去，除了 P2P，有没有 7%收益以上、风险相对较低、投资门槛不

高的固收类品种？很多人是想投资但苦于没有购买门路。

比较符合这一条件的可能只剩下政信定融和政信信托了，政信定融 10 万起投，收益 7%以上，

相对来说大众化，信托 100 万起投且小额限制，以 200-300 万以上门槛居多。

政信定融，年化收益 8%~10%，可以说是近年来稳健投资中，少数能跑赢通胀的产品了。

首先，政信定融是政府通过自己的融资平台公司发行的产品，有政府信用作背书，违约的概

率极低。

其次，募集资金直接进入融资平台公司（国企）账户，交易风险完全可控，避免第三方账户

操作的风险。

第三，所募集资金用于基础设施类项目建设，最终由政府回购，融资平台公司（融资方）没

有经营风险。

第四，产品在正规机构备案，符合监管部门的法规要求。

最后，产品起投点不高，适合分散投资的要求。

三种类型都是和政府挂钩，当然，风险程度也是不同的，国债毋庸置疑稳的板上钉钉刚兑系

列，城投债隶属交易所或银行间进行，平时我们所说的城投公司发债很重要，最大的原因就

是一个城投公司可以进行发展说明这个城投公司上交所或银行都是认可的，机构和一些投资

者也会偏向做这类产品，收益很低，但是比较稳健，纵观债券市场，违约的也很多，尤其近

些年国企违约，影响也是整个金融市场，但是如果城投公司债券违约事情就更大咯！哪怕出

现技术性违约时间很短都会被各界媒体发布出去！影响的不仅仅是自己地区，国内大部分地

区都会为之颤抖！

最后就是谈及政信债，政信定融，有风险吗？有，但是毕竟挂靠政府城投公司，所以多多少

少都会涉及政府财政，且收益相对较高，底层资产透明。

无论是央行、财政、发改等部门，还是证监会、银保监、交易所、交易商协会等，都在持续

发文提示城投债务风险，并采取了一定的措施。这从侧面也说明了，城投公司自身融资需求

很旺，而作为监管部门不希望也不能让城投过快、过大的增加有息负债规模，进而导致信用

风险过早、过快暴露，也是理所应当的事情。

地方政府要发展经济，发展民生，解决部分就业问题，就不得不解决资金问题。城投，作为

发展至今，被证明为解决资金问题最有效的手段，地方政府不可能轻易放手。话说，多个场

合、多个文件表示城投债务应当市场化解决，但是有人看过哪个地方政府敢说要放弃城投

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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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率下行阶段，把握相对稳健的政信收益高的产品还是一个不错的选择，现阶段我国城投债

有着“刚性兑付”的优点。由于是债券，当地政府跟普通百姓借款，承诺借多长时间是多长

时间，承诺利息多少是多少，仅有政府部门保证做到好借好还，当地的公共秩序才可以平稳。

截止目前，城投债还未出现实质上的违约。

简单的说定融政信类，其实就是地方政府平台发的债，通过定向融资方式发行，项目在交易

所备案。国债是零风险固收类产品，这个地方债的风险比国债高些，也正因为风险高一些，

所以它的收益也比国债高，但它的风险跟同级别的上市公司债、房企债、民企债的风险又要

小的多，多说一句，国债的收益实在是太低，所以在银行门口排队抢国债的大多数是上了年

纪的老年人，他们不懂什么是信托、基金、定融等理财工具，而且他们又极度厌恶风险，这

类人买国债无可厚非，很适合，但对于社会中流砥柱的精英人群来说就真的没什么必要去买

国债了。

我国的银行理财产品早已没有“刚性兑付”一讲，为了更好地吸引住顾客，也有些银行打起

了“预期收益率”的牌。部分投资人还维持着“银行理财产品=保本”这个误解，且由于利

率的控制，目前银行大额度固收收理财收益需控制在 3.35%以内，其他理财项目也最多 5.5%

左右，而政信债是 8-10%之间，很多投资者朋友并不了解或不知道政信债购买渠道，错失了

投资机会。

财富人生 FORTUNELIFE

30多岁妻子带着丈夫创业，搞出 IPO：马春娥

文/赵思蕊

医疗 AI 赛道再传好消息。

本媒体获悉，明星独角兽数坤科技已向港交所递交 IPO 申请，联席保荐人为摩根大通、美银

证券和中银国际，正式加入竞逐“AI 医疗影像第一股”的队伍。

今年以来，医疗 AI 赛道掀起一轮 IPO 热潮，科亚医疗、鹰瞳科技、推想医疗等数家明星企

业相继发起上市冲刺，在你争我抢的激烈竞争中，哪家公司有幸拔得头筹呢？

01

2021 年，俨然成了医疗 AI 企业的上市元年。

年初至今，科亚医疗、鹰瞳科技、推想医疗相继递交 IPO 申请，竞逐“AI 医疗影像第一股”。

近日，明星独角兽数坤科技也加入 IPO 大军当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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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坤科技 2017 年 6 月成立于北京，自主研发首创了数字医生产品组合，包括“数字心”、

“数字脑”、“数字胸”、“数字腹”、“数字肌骨”等数字医生产品，形成“数字人体”

全场景影像 AI 解决方案，为心脏病、脑卒中、癌症等人类首要危重疾病提供智能诊疗。

数字医生赋能人类医生，能使其诊断效率大幅提升几倍至十几倍，同时提高准确性及一致性，

带来更多的临床价值。

因押注当年难度极高的“AI+心血管”赛道并收获成功，数坤科技后来居上，迅速跻身医疗

AI 头部位置。自 2020 年 11 月获得首张“AI+CTA”三类证后，数坤科技迅速开启商业化，

并将其产品由“AI+CTA”向“数字人体”拓宽，布局医疗 AI 诊断全赛道。

目前，数坤科技的数字医生产品在中国约 80%的百强医院获采用。总采用量覆盖不同级别逾

1200 家医院，并已获约 200 家医院商业采购。其中，中国所有三甲医院、三级医院及二级

医院分别有超过 30%、超过 20%及约 5%采用、安装数坤科技的产品。

根据灼识报告，在全球所有基于人工智能的医学影像解决方案供应商中，数坤科技在治疗领

域覆盖范围上排名第一。按国家药监局医疗器械注册证书数量计，数坤科技在中国人工智能

医学影像解决方案供应商中排名第一。

丰富的产品管线和大规模高质量的医院客户，让数坤科技赚足了外界眼球，虽然成立时间不

长，却获得大量明星资本的青睐。

天眼查信息显示，数坤科技累计完成 7 轮融资，融资总金额超 20 亿元，投资方包括高盛资

管、春华资本、红杉中国、远毅资本、华盖资本、五源资本、创世伙伴资本、启明创投、中

银国际、建银国际、中国再保险、中金浦成等。

02

在数坤科技的背后，是一对夫妻携手创业的温暖故事。

招股书显示，数坤科技创始人兼 CEO 是马春娥，其丈夫毛新生担任公司董事长。

我们把时针回拨到 2002 年，当年马春娥在西北工业大学学习自动化专业，又于 2007 年取得

计算机通信与工程硕士学位。

毕业后，马春娥加入 IBM，负责 IBM Cloud 和 IBM Cognitive Computing 相关产品的孵化。

她曾荣获“Best ofIBM”大奖，IBM 杰出技术贡献奖，拥有多项国际专利，还拿下多项国内

国际数学竞赛冠军。

在 IBM，马春娥不仅获得事业上的提升，还结识了丈夫毛新生。毛新生现年 47 岁，有着丰

富的履历，在和妻子携手创业前，已在计算机行业深耕 20 多年。

1997 年，毛新生取得北京大学计算机科学硕士学位。2000 年至 2014 年，毛新生在 IBM 担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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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个职位，其中包括 IBM 中国开发中心的首席执行官等。在此期间，毛新生积累了许多语言

自动识别（ASR）、AI、云计算和大数据行业的相关经验，为日后创业打下基础。

转折发生在 2017 年，时年 35 岁的马春娥，看到许多病人和家属，奔赴千里来到北京，带着

铺盖卷睡到医院，只为了等一个专家号或者一项检查，这让她内心深受触动，想要为他们做

点什么。

尤其在有了孩子后，马春娥开始重新思考人生方向，她计划去做一些更有挑战性的事情。终

于，在孩子一周岁时，马春娥毅然踏上创业征程，和丈夫毛新生携手创办了数坤科技。

马春娥曾表示，创业时之所以选择医疗 AI 赛道，除了和此前供职于 IBM 的经历有关外，医

疗赛道还是一个更人性化、更需要温暖和关爱的行业。

成立至今，不过短短 4 年时间，数坤科技已经成长为医疗 AI 赛道的明星独角兽。倘若数坤

科技此次顺利上市，马春娥和毛新生夫妇将迎来人生第一个 IPO，也将轻松实现财富自由。

03

对于本次 IPO 募资的用途，数坤科技表示，将继续用于数字医生产品组合平台的研发投入、

注册申报和临床试验，以及商业化推广，战略合作等规划，并提速其他数字医生产品组合和

数字人体技术平台的持续研发。

招股书显示，全球人工智能医学影像解决方案市场预计从 2020 年的不足 10 亿美元按指数级

增长至 2025 年的 646 亿美元，复合增长率为 147.7%。预计于 2030 年进一步达 1665 亿美元

（约合 1 万亿元人民币），10 年间市场扩容近 170 倍。

与此同时，人工智能医学影像的全球渗透率预期将由 2020 年的约 0.2%增至 2025 年的约

13.1%，及达到 2030 年的约 33.8%，表明人工智能医学影像全球市场蓬勃发展。

作为全球备受瞩目的 AI 数字医生平台公司，数坤科技的业绩持续领跑 AI 医疗行业。从营收

来看，数坤科技近年业绩几乎呈现出井喷式增长。

伴随招股书的披露，数坤科技的核心经营数据展露在公众眼前。2019 年、2020 年和 2021

年上半年，数坤科技的营收（与客户合约的收入）分别为 76.4 万元、2477.1 万元和 5262.4

万元。

同一时期，数坤科技的毛利分别为 63.7 万元、2067.7 万元、4433.3 万元，毛利率分别为

83.4%、83.5%、84.2%。

不过，类似大多数 AI 公司，数坤科技仍处于创业初期的亏损阶段。2019 年、2020 年和 2021

年上半年，数坤科技分别录得年内亏损（净亏损）9129.8 万元、1.29 亿元、8742.4 万元。

而在非国际财务报告准则计量下，数坤科技 2019 年、2020 年和 2021 年上半年经调整后的

净亏损分别为 6941.6 万元、7474.8 万元、7516.5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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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亏损原因，数坤科技解释称，归因于其产生的费用超过了销售其商业化产品及相关服务

产生的毛利。

数据显示，数坤科技在 2019 年、2020 年和 2021 年上半年的研发费用分别为 4268.9 万元、

6293.3 万元和 8118.8 万元。

由此可见，数坤科技非常注重研发投入，加之公司创业仅 4年，商业化道路仍在探索中前进。

而高盛、红杉等明星机构的资本加持，为数坤科技增添了不少底气。

04

值得一提的是，数坤科技是今年第四家提交 IPO 申请的医疗 AI 企业。

今年 3 月，医疗 AI 器械企业科亚医疗向港交所递交招股说明书。该公司背后是 A股上市公

司昆仑万维的掌门人周亚辉，该公司用 AI 加持医疗影像的方式直接切入冠心病诊断，成为

医疗 AI 的明星项目。

在科亚医疗的身后，同样集结了一大批明星投资方。除昆仑万维外，还有 IDG 资本、GGV 纪

源资本、天士力控股集团、雅惠投资、源码资本、中金公司、国方资本等知名投行。

紧随其后，鹰瞳科技在今年 6 月向港交所提交了 IPO 招股书。成立于 2015 年的鹰瞳科技，

用三年时间研发出了视网膜人工智能慢病识别系统，其算法准确率已可媲美专业眼科医生。

鹰瞳科技的投资方也都大有来头，招股书显示，公司已完成 7 轮融资，投资方包括复星、平

安、搜狗、中信、九合创投、智朗创投、礼来亚洲基金、清池资本、奥博资本等。IPO 前，

复星、平安、搜狗分别持有鹰瞳科技 12.64%、8.82%、7.31%的股份，为前三大外部投资方。

今年 8月，推想医疗已递表港交所，高盛、UBS、中信建投国际为联席保荐人。该公司成立

于 2016 年，覆盖了肺癌、乳腺癌、心脑血管病症、创伤、肺炎、肺结核等重大疾病及感染

性疾病，旗下部分产品已获得美国 FDA、欧盟 CE、日本 PMDA 及中国 NMPA 四大市场准入。

推想医疗的投资方同样不容小觑，公司迄今已融资 7轮，投资方涵盖高盛资管、红杉中国、

启明创投等。IPO 前，推想医疗控股股东持股 37.84%，红杉持股 10.73%，为第二大股东，

其后三大股东分别为启明创投、襄禾资本和鼎晖投资。

截至目前，鹰瞳科技进展最快，已经通过港交所聆讯，不日将正式登陆港交所主板。而最早

提交 IPO 申请的科亚医疗，未能在 6 个月内通过聆讯，其上市状态变为“失效”。

眼下，数坤科技也奔赴港交所，正式加入竞逐“AI 医疗影像第一股”的队伍。随着越来越

多的医疗 AI 企业向资本市场发起冲刺，医疗 AI 赛道的上市高潮势必愈演愈烈。



UseTrust&FinancialWeekly

关于用益

声明

联系人

专注信托专注理财

因为专注所以专业因为独立所以客观

关注用益投资

微信公众号

掌握最新动态


	产品动态PRODUCTNEWS
	每周高净值理财产品精选
	产品点评与配置建议

	市场分析MARKETANALYSE
	信托市场评述
	资管市场评述
	私募市场评述

	理财园地FINANCIALGARDEN
	全面解析中国私募基金的八大投资策略
	从之前的13%降到6.8%，政信经历了什么！

	财富人生FORTUNELIFE
	30多岁妻子带着丈夫创业，搞出IPO：马春娥

	关于用益
	声明
	联系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