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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信部发布《2018 中国区块链产业白皮书》

我国区块链公司已达 456 家
本报记者

陈旭林

近日，工信部信息中心发布的《2018 中国区块链产业白皮书》
（以下简称《白皮
书》
）显示，截至 2018 年 3 月底，我国以区块链业务为主营业务的区块链公司数量已经
达到 456 家，从上游的硬件制造、平台服务、安全服务，到下游的产业技术应用服务，
再到保障产业发展的行业投融资、
媒体、
人才服务等，
各领域的公司已经基本完备。

区块链技术已落地金融行业
所谓区块链技术，又被称之为分布式账本技术，
是一种互联网数据库技术。用通俗的话来讲：
如果我
们把数据库假设成一个账本，读写数据库就可以看作
一种记账的行为，区块链技术的原理就是在一段时间
内找出记账最快最好的人，由这个人来记账，然后将
账本的这一页信息发给整个系统里的其他所有人。
基于区块链系统，数据可以被有效地确权，且数据要
被多方验证，同时不可篡改，基本上可以较为有效地
保障数据的真实性。
金融行业是区块链技术最先落地的应用场景，
除
了金融行业外，鉴于其所具有的分布式、防篡改、高透
明和可追溯的特性，
区块链技术正在被各行各业所认
可。
《白皮书》显示，截至 2018 年 3 月底，区块链领域
的行业应用服务类公司数量最多，其中主要为金融行
业应用服务的公司数量达到 86 家，为实体产业应用
服务公司数量达到 109 家。此外，区块链解决方案、
底层平台、区块链媒体及社区领域的相关公司数量均
在 40 家以上。

今年一季度投资事件达 68 起
据《白皮书》显示，从 2016 年开始，区块链领域的
投资热度明显上升，投资事件达到 60 起，是 2015 年
的 5 倍。到 2017 年，投资事件攀升到近 100 起。今
年第一季度，区块链领域的投资事件数量就达到了
68 起。专家预测，2018 年有望成为区块链投资的高
峰期。
与此同时，各行业、领域的巨头也都开始尝试用
区块链技术来搭建自己的应用平台和落地场景，希望
能抢先布局，占得先机。以腾讯、苏宁等互联网巨头
为例。2017 年 11 月，腾讯区块链服务平台开始对外
公测，2018 年 4 月，正式在腾讯云官网上线。目前，
落地的项目主要为供应链金融、医疗、数字资产、物流
信息、法务存证、公益寻人等多个场景。2017 年 9 月
29 日，苏宁金融研究院启动苏宁区块链国内信用证
信息传输系统，开立了第一笔国内信用证业务，目前
已开出国内信用证金额达 1.3 亿元。

技术滥用风险不可忽视
尽管目前区块链技术的应用场景仍然主要局限
于金融领域，
但未来区块链技术与实体经济产业深度
融合的项目，即“产业区块链”项目，将会有较大的发
展空间。区块链作为
“价值互联网”
的重要基础设施，
正在引领全球新一轮技术变革和产业变革。
《白皮书》
认为，区块链领域将成为创新创业的聚集地，未来三
年技术应用将在实体经济中广泛落地，
成为数字中国
建设的重要支撑。
另一方面，不可忽视的是，技术滥用也导致产业
发展存在一定的风险。
《白皮书》指出，区块链行业仍
面临两类风险：一方面是合规性风险，在区块链发展
的早期阶段出现一批通过 ICO（首次代币发行）进行
非法集资、传销甚至是欺诈的项目。另一方面是技术
层面的风险，诸如 51%攻击、私钥和终端安全、共识
机制安全以及传统的网络攻击造成网络堵塞、分叉
等。除了区块链本身的技术漏洞，
网络参与主体责任
划分、账本数据最终归属、成本偏高、交易区块具有选
择性等问题，
也会导致区块链技术落地应用时会面临
较大风险。

相关链接

重庆加快打造
区块链产业创新高地
作为一项极具革命性的底层技术工具，区
块链技术发展如火如荼，
已逐渐进入落地阶段，
正在加快运用到物联网、智能设备、供应链管
理、数字资产交易等诸多领域和行业。近半年
来，重庆市政府相继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支持区
块链发展。
2017 年 11 月 7 日，重庆市经济和信息化委
员会下发《关于加快区块链产业培育及创新应
用的意见》提到，到 2020 年，力争在重庆全市打
造 2~5 个区块链产业基地，引进和培育区块链
国内细分领域龙头企业 10 家以上，有核心技术
或成长型的区块链企业 50 家以上，引进和培育
区块链中高级人才 500 名以上，将重庆市建成
国内重要的区块链产业高地和创新应用基地。
同月，市经济信息委和渝中区政府签署
战略合作协议，在渝中区共同培育市级区块
链特色产业集聚区，搭建区块链技术服务平
台，营造产业发展氛围，共同打造重庆市区块
链产业创新基地，全力推进区块链技术与产
业融合发展。截至今年 3 月，已有见东科技、
小犀智能科技、黑条科技、印链科技、帮帮链
智能科技、众仁科技等 11 户区块链企业正式
入驻该创新基地。
2018 年 3 月 7 日，重庆市人民政府办公厅
发布《关于贯彻落实推进供应链创新与应用指
导意见任务分工的通知》，其中提到，研究利用
区块链、人工智能等新兴技术，
建立基于供应链
的信用评价机制。申报工作向区块链等科技项
目倾斜，
重庆全方位支持区块链产业。
2018 年 4 月 18 日，由中国和新加坡合作
打造的国内首个中新跨境企业大数据服务平
台——中新企业服务大数据平台在重庆正式
上线。该平台通过使用区块链技术，对中新两
国的全量企业数据资源、中新合作有关支持政
策进行有效整合，向用户提供全面的企业信息
查询服务，逐步形成中新企业库、招商项目库、
行业政策库、信息资讯库等跨境信息数据库。
这是中新（重庆）战略性互联互通示范项目在信
息通信领域取得的新突破。

资讯>>>

潼南区多举措激发科技创新活力
记者

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是建设现代化经济
体系的战略支撑。在今天的潼南区，新业态、新产品、
新工艺、新技术、新专利如雨后春笋般纷纷涌现，充分
彰显了当地科技创新活力。
近年来，潼南区着力强化创新保障，通过不断深
化科技体制机制改革，认真落实激励政策，积极实施
知识产权战略，形成联动发展合力。据了解，潼南区
不断深化“小政府、大服务”的理念，统筹推进科研项
目、科研经费、科研成果、科技奖励等重点领域和关键
环节的改革，激发了全社会的创新活力和创造潜能。
去年，新修订出台《重庆市潼南区促进高新技术产业
发展实施办法》
《重庆市潼南区科研项目管理办法》等
普 惠 性 政 策 4 个 ；全 区 战 略 性 新 兴 产 业 产 值 增 长
66.6%、增速达 34%；成立科研项目管理领导小组，整
合区级各部门资金加大研发投入，R&D 经费投入从

何君林

通讯员 米欢

2012 年的 2720 万元增加到 2017 年的 3.26 亿元，占
GDP 的比重提高到 0.98%。
同时，该区认真落实研发费用税前抵扣、高新技
术企业奖励、众创空间补助、新产品开发“后补助”等
普惠性政策，去年以来，发放各类奖励资助资金 1400
余万元。并积极整合全区科研资金，按照“统一平台，
分别管理”原则，立项实施“电子信息产业金属件阳极
氧化工艺废水处理技术”
“ 孕期人群地中海贫血流行
病学研究”等区级科研项目 27 个，资助资金 260 万
元，并引导更多社会资本加大对种子期、初创期科技
企业的投入，扩大创业投资种子基金规模至 1500 万
元，
累计为 33 家企业提供无息贷款 1040 万元。
此外，大力实施知识产权战略。潼南区切实加快
建设国家知识产权试点城市，制订了《重庆市潼南区
建设国家知识产权试点城市工作方案》，鼓励知识产

权创造，强化知识产权运用，加强知识产权保护，狠抓
知识产权管理和服务，营造了良好的知识产权社会氛
围。潼南区科委积极牵头组织开展知识产权进校园、
进医院、进社区系列宣传活动，引入猪八戒、鼎慧峰合
等多家知识产权专业服务机构深入企业开展专业培
训和托管服务，聘请重庆腾信代理记账有限公司为全
区科技型企业提供代理记账服务。
通过实施知识产权战略，潼南全区共取得各类科
技成果 465 件，完成专利申请 6840 件、授权 4205 件，
有效发明专利拥有量 251 件，万人发明专利拥有量
3.51 件，培育市级知识产权试点企业 21 家，市级知识
产权优势企业 8 家，开展专利导航分析企业 2 家，开展
知识产权贯标企业 5 家，15 家企业与中介机构签订知
识产权托管服务，梓潼小学被确定为全市唯一一所全
国中小学知识产权教育试点学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