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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内人士分析认为：

发挥独董咨询功能更有利于公司

深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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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时报讯（记者 卢云龙）

近日，广东

省肇庆市德庆县举行了一场“广东省眼科

人工智能诊断系统下基层大型义诊”活动，

引起了市民们的极大兴趣。 此次活动共有

三百多市民接受了免费的眼科检查。 与过

往的一些义诊活动不同， 科技巨头百度在

本次活动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眼科医生使

用百度 AI 眼底筛查一体机为市民进行眼

底拍照，只需 10 秒钟就能生成一份眼底筛

查报告，专家们再结合报告结果进行诊断。

据悉，预计今年 3 月底，广东省将会有 14

个试点医院用上百度 AI 眼底筛查一体机。

据参与组织此次义诊活动的肇庆市高

要人民医院眼科夏鸿慧主任介绍， 眼底疾

病在慢病人群中的发病率及致盲率很高。

据统计，在我国，糖尿病患者数量约 1.1 亿

人， 糖尿病视网膜病变的患病率高达

34.5%。 40 岁以上人群青光眼患病率为

2.3%，我国约有 1600 万人，致盲率约 30%。

老年性黄斑病变患者全国约 3000 万人，其

致盲率 40%。而通过眼底筛查和及时治疗，

致盲率将被大大降低。

但我国眼科资源极其匮乏， 专业眼科

医生只有数万名， 具备阅片能力的眼科医

生在千量级左右。 特别是在基层医院及偏

远地区， 这些地区大部分都没有配置相应

的设备，也没有专业的眼科医生，导致患者

难以在病患初期获得较好的筛查和诊疗服

务从而耽误病情。

现在这些问题有了解决办法。 截至 1

月 10 日，百度公司已经在肇庆的 4 家医院

落地运营 AI 眼底筛查一体机，辅助眼科医

生进行眼底筛查。预计今年 3 月底，广东省

将会有 14 个试点医院用上百度 AI 眼底筛

查一体机。 这是一款专为基层赋能定制化

打造的智能设备，具有软硬结合、设备端阅

片、零学习成本、立等可取等特点，可以满

足基层筛查的需要。 目前，百度的 AI 算法

已经能够覆盖糖尿病视网膜病变、 黄斑病

变、 青光眼这三种主要致盲疾病，AI 眼底

筛查一体机阅片特异度及敏感度均达到

94%，已经逼近三甲医院主任医师水平。

在中山大学中山眼科中心教授袁进看

来，百度 AI 眼底筛查一体机在我国极具推

广意义。 有了 AI 眼底筛查一体机，基层眼

病患者就能够借助人工智能技术的力量，

尽早发现致盲风险，及时就医。目前的百度

AI 眼底筛查一体机经过内部验证，有很好

的准确性，在临床进行广泛地验证后，将更

加有助于提高其检测精度和效率， 形成适

合不同层级医院的 AI 落地应用方案。

早在 2018 年 11 月，百度 CEO 李彦宏

宣布将向中国的贫困县捐赠 AI 眼底筛查

一体机， 并在首批接受捐赠的 500 个全国

贫困县医疗点优先试点推广。 该计划将覆

盖 5600 万眼疾风险人群。

市民在活动现场体验百度

AI

眼底筛

查一体机。

百度AI眼底筛查一体机

为眼科检查解决资源难题

全省14家医院3月起将运营这一新设备

上市公司中不乏“名人”独董，从演员

张国立，到财经作家吴晓波、秦朔，甚至本

身也是上市公司高管的王石等等都有跻身

独董之列的。 2015年，绿地控股曾开出高达

30万年薪聘请知名财经作家吴晓波担任上

市公司的独立董事， 直至2018年11月结束

任期。但信息时报记者梳理发现，吴晓波任

职绿地控股三年独董以来， 虽然每次董事

会都有参加， 但是未曾参加过一次股东大

会。根据《上市公司独立董事履职指引》，独

董任职的工作包括“亲自出席股东大会，与

公司股东进行现场沟通”。

同样，前《南风窗》《第一财经日报》总

编秦朔2018年4月份被提名为欧派家居的

独立董事后，任职大半年以来，欧派家居共

召开过3次临时股东大会，秦朔均以工作原

因或出差在外为由，未能出席股东大会。而

在历次董事会会议中， 秦朔虽然有亲自出

席，但均是以通讯表决的方式出席，并没有

实际到达董事会现场。

独董之所以会“形同虚设”，一方面是独

董自律存在问题，另一方面和当前独董制度

的局限性也不无关系。尤其是独董的选聘由

大股东提名， 且独董的薪酬由上市公司发

放，这让独董的独立性受到一定的制约。 在

采访中，几位独董也向信息时报记者坦言，独董和上市公司大股东

完全没有利益关系几乎是不可能的，但与其探讨选聘制度的改革，

不如更多地完善独董的薪酬激励制度、独董责任险的落实，更好地

发挥独董的专业咨询功能， 这对于提升上市公司的生存经营效益

也更有效。

由大股东提名具合理性

根据规定，独立董事应当保持

身份和履职的独立性。 在履职过程

中， 不应受上市公司控股股东、实

控人及其他与公司存在利害关系

的单位或个人的影响。 但实际情况

中，独董大多是由上市公司的大股

东提名，完全由中小股东提名的情

况很少。 吴战

箎

指出，相比于美股

的上市公司股权大多比较分散，公

司一般由管理层来控制。 按照“一

股一票”的原则，美国单一股东对

独董制度的影响是有限。

例如，近日格力电器董事会换

届提上日程，董明珠的“闺蜜”刘姝

威也出现在独董的提名中，这因此

令市场有质疑刘姝威的“独立性”。

但从自身经验出发， 何女士坦言，

目前的独董制度确实有一定的局

限性， 要做到完全独立是不可能

的， 但她觉得独立与否不是关键，

更重要的是自身的专业知识、对法

律法务的了解，独董应该要懂得自

己的底线在哪里。

“分散在全国各地的中小股东

要联合起来提名一个独董是很难

做到的，反过来竞选独董要去征集

中小股东的提名和选票也会很麻

烦”，吴战

箎

说。 在吴战

箎

看来，现

有独立董事的制度也有一定的合

理制度，比如政府指派上市公司独

董制度、或者保险公司选择独董并

支付津贴，同样还是可能出现“寻

租”的情况，而且可能会形成更长

的代理链条。 现在独董的提名机制

是相对效率比较高，独董制度要出

现根本性的变更还是比较困难。

专业咨询功能有待发挥

独董的功能包括监督和咨询。

吴战

箎

表示，监督功能虽然会受到

上市公司大股东的影响，但咨询功

能其实有很大进一步发挥的空间。

监督只是降低风险，但咨询则能提

高上市公司的经营效益。 除了高科

技公司的独董要求较高，能够发挥

的咨询功能可能会稍弱， 一般来

说、行业影响力、学术地位越高的

独董对上市公司的经营效益的提

升更有帮助。

何女士也认为， 除了监督外，

独董更重要是发挥咨询的功能。 作

为物流行业方面的专家，何女士表

示会通过自己的资源和专业知识

提供给上市公司，帮助上市公司解

决问题。 目前，何女士担任的几家

上市公司均属于制造业，“物流是

覆盖全行业的，所以我的专业知识

在任职独董中得到了充分发挥。 ”

同样地， 作为通信行业的专家，高

先生也表示会将自己获取的行业

最新消息，或者发现行业的潜在机

会分享给上市公司。

吴战

箎

表示，目前 A 股上市公

司独董的咨询功能发挥还远远不

够， 比如阿里巴巴的独董是董建

华，这类有社会资本的行业专家独

董， 或者没有行政职务的高校独

董，如果能够对上市公司更好地发

挥咨询功能，是会提升上市公司的

行业竞争力、研发创新能力等等。

应加强对独董的薪酬激励

从独董的津贴来看，虽然也有

少数独董的津贴超过百万，但大多

数独董的津贴都在 10 万元以内。

以 2017 年年报的数据统计，A 股上

市公司领取津贴的独董有 8872 个，

其中薪酬超过 10 万的独董不到 1/

4，1539 名独董的薪酬不足 5 万，最

低的森霸传感独董代码仝骅一年

津贴只有 500 元。

吴战

箎

指出， 有研究表明，津

贴和参会率相关。 目前很多独董不

愿意花更多时间参与上市公司的

事务，就因为要承担的风险很大但

是津贴却相对较低。 津贴不足以涵

盖独董的风险，所以声誉较高的专

业人士可能不愿意去做独董，上市

公司可能就会找到行业顶级的专

家。

他同时建议， 可以考虑给独董

适当的权益薪酬。“目前法规没有

明确禁止权益薪酬，但是大家约定

俗称认为，给独董权益薪酬会有利

益冲突。 只要不失去独立性，把握

好股权激励的度”。

上市公司独董现状

（部分）：

根据证监会的相关规定， 独立董事原

则上最多在5家上市公司兼任独立董事，并

确保有足够的时间和精力有效地履行独立

董事的职责。 以2017年年报披露的情况来

看，给独董开出薪酬最高的为天邦股份、民

生银行、分众传媒、美凯龙等公司。 其中天

邦股份许萍的薪酬最高， 年薪高达120万

元。据信息时报记者梳理，许萍同时在永辉

超市、国脉科技和鸿博股份担任独董一职，

合计2017年的独董津贴为147万元。资料显

示，许萍为1971年出生，福州大学经济与管

理学院会计系教授。

此外，如独董钱世政不但顶格兼任5家

A股上市公司，合计薪酬已超百万元，同时

还在多家港股上市公司任职独董。 公开资

料显示，钱世政今年67岁，曾任复旦大学管

理学院教授。 目前，钱世政任职独董的A股

上市公司有美凯龙、春秋航空等5家，合计

薪酬为103.75万元；另外，他同时还在港股

景瑞控股、翰华金控、中国龙工任职独立董

事，3家港股上市公司给出的薪酬也有64万

元。

履职独董三年从未参加股东大会

67

岁独董顶格任职年薪超百万

独董的世界独董的世界

有谁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