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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面出现的“天空”“白
云”“蓝天”“大海”，可以理解
成一个个节点，当你向他们喊
出“我爱你”的时候，这些节点
就默默地把账记录在数据库，
大家都能看见。记录之后，歌
词里的“谁也擦不掉我们许下
的诺言”，擦不掉的意思就是
说，只要记下来以后，就成为
一个恒久不变的东西。如果发
生了变化，在“天空”“白云”上
都能找到证据。

区块链是分布式数据存储、点对点传输、共识机制、加密算法等计算机技术
的新型应用模式。

“区块链是信任的机器。”中国电子学会区块链分会副主任委员张小松教授用
这样一句话概括区块链，“人和人之间最核心的经济关系就是交易，在没有区块链
之前，任何交易活动都需要有一个中介。区块链就是用机器取代了信任中介，用一
套数学算法确保两个陌生人在不借助于第三方的情况下，能够完成一笔交易。”

张小松向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指出，“区块链解决了信息安全界很难解
决的人性问题，交易的安全，即任何每个人之间可以点对点交易，不需要更高级
别信用背书。这就是区块链的最核心、最本质的东西。”

电子科技大学机械与电气工程学院副教授桂勋向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表示，区块链技术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个利用现有信息技术进行架构再创新后，对
人类社会产生巨大影响的技术体系。

目前，区块链已经进入了2.0时代，相关应用主要集中在存证、溯源和通证经
济领域。

因比特币而走进大众视野的区块链
技术，近年来悄然延伸到众多领域，逐渐
显现出“区块链+”的巨大潜能。

提到区块链，很多人首先想到近年来
被热炒的比特币，甚至把二者混为一谈。
其实，比特币只是区块链技术最为人熟知
的应用，该系统不依靠中心机构运营管理
却运行多年，很大程度上证实了作为其基
础的区块链技术的可靠性。

除了虚拟货币，区块链在金融业还有
许多应用模式。例如，其安全、信任度高等
特点可以帮助金融机构防范风险、降低成
本、提高效率等。国际数据公司今年8月发
布一份报告显示，2018年到2023年，银行
业将领衔全球区块链支出，占全球用于区
块链技术总体支出的约30%。

在贸易、消费等领域，区块链实现了
高度可溯源性，可帮助监管机构、交易方
或消费者核查某种产品的真实来源。在全
球化供应链中，该技术有助于提高交易的
可靠性并提升监管效率。

在制造业领域，区块链有助于复杂供
应链的协作和流水线化。比如，制造一架
飞机可能需要来自全球的数万个零部件，
区块链技术可以帮助制造商了解多级供
应商及原材料的信息，在提高效率的同时
降低成本。

在中国，区块链技术的许多应用场景
已经落地，腾讯、蚂蚁金服、华为等企业在电
子票据、版权保护、商品溯源等领域展开相
关实践。

中国国务院2016年印发的《“十三五”
国家信息化规划》，将区块链技术列为战
略性前沿技术。2018年6月，工信部印发

《工业互联网发展行动计划（2018-2020
年）》，鼓励区块链等新兴前沿技术在工业
互联网中的应用研究与探索。（据新华社）

高 开 高 走 ！沪 指 大 涨 25.12 点 ，以
2980.05点报收。昨天一开盘，沪深两市近50
只个股涨停，其中大多数都是区块链概念股，
而且是“一字板”。这种个股炒作的盛况，有一
段时间没有出现了。

区块链题材，当然还是重磅消息刺激
出来的行情。这个曾经被市场挖掘和炒作
过的题材，这一次被上升到了一个意想不
到的高度，不仅超出了市场的预期，也远远
超出了达哥的预期，因为还有很多人到现
在为止都不知道区块链究竟为何物。

昨天，就有朋友问达哥，区块链、比特
币到底是怎么回事，完全看不懂。其实，达
哥也给朋友解释不清，只能说，这个技术，
理论上离普通人还有点远。

不管懂不懂区块链，市场已经开始炒
起来了。那么能参与吗？我个人的观点是，
短期可能很难找到合适的买点，找到合适
的标的。换句话说，现在是集体井喷的阶
段，一般人买不到。等大家买得到的时候，
可能要挨套。所以，暂时还是以观望为主，
同时可以花点时间研究一下区块链，研究
一下公司，因为这件事肯定要重视。但短期
不碰，等降温之后，个股必然分化，到时候
才能看出哪些公司是“真龙”。而且昨天大
量公司都具有区块链概念，相信会有一些
公司发澄清公告，声称自己与区块链无关，
也有公司会蹭区块链的热点，这是传统的
套路。 （张道达）

券商机构也密集发布区块链相关研究报告，或是召开相关主题的电话会
议。Wind数据显示，从10月25日至10月28日，已经有超过40份关于区块链的券商
研报出炉。据红星新闻记者初步统计，已经有超过70篇关于区块链的研报诞生，
仅任泽平的微信公众号泽平宏观就连续发布了三份关于区块链的研究报告。

几乎所有券商都在研报中表示，看好区块链的发展机遇。
中信证券称，区块链技术能解决信任与规则问题，中长期在依次经历基础

设施、实践应用和产业变革后有望真正带来社会价值，看好其在金融、司法行
政、数字货币领域的率先应用，建议关注有一定技术储备的行业龙头、信息技术
公司及相关硬件支持公司。

不过也有券商提醒，尽管区块链概念股短期涨幅较大，但是缺少业绩支撑
的个股往往会在大涨后会有大幅度的回调。区块链产业链上的公司大多处于早
期布局阶段，是否具有将区块链技术转化为盈利的能力需等待市场验证。

海通证券表示，不可否认区块链未来将在金融、医疗、政务处理、智慧城市
等多领域拥有广泛应用空间，但要认识到区块链技术目前还存在成本高效率低
的问题，并非广泛适用所有的应用场景，而且各家上市公司真正体现到业绩增
长尚需时间验证，所以“区块链”概念在炒作后难免价值回归，因此投资者需要
注意短线追高的风险。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吴丹若 袁野

2016年，区块链首次在A股市场成为焦点。经历了资本和市场的洗礼，区块
链产业也从加密数字代币融资的狂热，回归到技术本身和应用落地。

10月18日，国家网信办公布了第二批共309个境内区块链信息服务名称及
备案编号，其中大部分为银行、金融服务机构或信息科技类公司。加上今年3月
发布的首批共197个区块链信息服务名称及备案编号，目前，境内备案的区块链
项目已达到506个。其中既有中国银行、工商银行、建设银行等大型金融保险机
构，也有“BATJ”等互联网科技公司，不少公司均备案了多个项目。据成都商报-
红星新闻记者初步统计，在这两批清单中，共有46家A股上市公司榜上有名。

从两批清单的备案情况来看，目前，金融行业是区块链应用最广泛的行业。
西南财经大学教授、四川省金融科技学会会长张晓玫向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
者表示，因不可篡改、不可删除、可以追溯的特性，区块链在金融行业中尤其受
到重视，贸易金融、资产管理、跨境支付和供应链资金是最常见的四种应用。

10月25日以来，不少投资者纷纷在投资者平台上，提问自己持有股票的上市
公司是否涉足区块链。深交所的互动易平台数据显示，10月25日至10月28日下午5
点，共有1807个问题涉及区块链。在上交所的E互动上，有555条问答涉及区块链。
不少上市公司在回复投资者提问时表示，已经开展与区块链相关的业务。

10月28日上午，华软科技在互动易平台回复投资者提问时表示，公司“简
链”为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发布的第二批境内区块链信息服务备案项目之
一；子公司倍升近期与包括华为、vivo等取得长足合作发展。

也有公司选择披露公告和调研记录形式，透露在区块链方面的布局。
金固股份10月28日早间公告称，公司与杭州嘉楠耘智信息科技有限公司签

订战略合作协议。嘉楠耘智于2015年开始探索区块链应用业务，并在2016年成
立区块链板块子公司杭州嘉楠区块链科技有限公司，探索和实践区块链分布式
计算、智能合约、区块链溯源等业务。

神州信息10月28日上午披露的机构调研显示，机构提问的四个问题均涉及
区块链。公司表示在2016年开始在区块链方面进行跟踪和研究，公司还专门成立
区块链研究院，拥有专门的团队研究底层技术，并已经掌握了区块链的核心技术。

个热点“区块链是信任的机器”

个备案项目 46家A股上市公司上清单

个问题 多家上市公司紧急回应

篇研报 看好区块链的发展机遇

如果你还没搞清楚区
块链，可以用小虎队的《爱》
这首歌来理解。这首歌简直
就像是为区块链写的——

向天空大声地呼唤说
声我爱你

向那流浪的白云说声
我想你

让那天空听得见、
让那白云看得见
谁也擦不掉我们许下

的诺言……

为什么是区块链
它将把人类“链”向何方
它将带来
哪些投资机遇与风险

北京时间10月26日凌晨，虚拟货币集
体冲高，比特币6小时暴涨近1000美元，一
度冲破10000美元大关，24小时涨幅逾30%。

关于虚拟货币与区块链的关系，以及
本次虚拟货币的暴涨，记者采访多位权威
专家。

赛迪区块链研究院院长刘权认为，对
于区块链技术、应用，政府一直都是鼓励
支持的。但对于利用区块链发行虚拟货
币、炒作空气币，打着区块链旗号搞资金
盘的，是坚决打击和禁止的。此番中央肯
定的是区块链技术创新，鼓励技术应用和
产业发展，并非虚拟货币的“春天”来了。

中国银行法学研究会理事肖飒表示：
“区块链技术前景广阔，我们认可这种技术对
传统世界将产生重大影响。”他提醒：“区块链
技术的利好不等于对ICO及变相发币的认
可，请广大投资者谨慎观察，不宜盲从。”

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数字金融资产
研究中心主任罗玫表示，政府强调的是区
块链技术的集成应用以及与产业的结合，
驱动产业的发展与创新。比特币价格的
短时上涨只是人们短时期过度反应，并
不是政府强调的区块链产业发展的实
质。比特币价格的短时上涨，是现在比特
币存量资金对消息的反应，尤其是中国
虚拟货币投资者的存量资金，并没有反
映世界虚拟货币投资者的情绪反应，也没
有反映增量资金。 据每日经济新闻

根据国家有关
部门的最新规
定，本手记不
涉及任何操作
建议，入市风
险自担。

区块链+
展现巨大潜能

虚拟货币
并非春天来了

10月28日A股开盘，区块链、数字货币等概念板块领涨。截至收
盘，区块链指数上涨8.63%，金融科技指数上涨6.35%。151只区块
链概念股中，只有1只下跌，其余全线飘红，其中有105只涨停。

区块链怎么就火起来了？原来，中共中央政治局10月24日下午就
区块链技术发展现状和趋势进行第十八次集体学习。中共中央总书
记习近平在主持学习时强调，区块链技术的集成应用在新的
技术革新和产业变革中起着重要作用。我们要把区块
链作为核心技术自主创新的重要突破口，明确主
攻方向，加大投入力度，着力攻克一批关
键核心技术，加快推动区块链技术
和产业创新发展。

据新华社报道，中
共中央政治局10月24日
下午就区块链技术发展
现状和趋势进行第十八
次集体学习。

百股涨停
投资者密切关注
上市公司紧急回应

一个顶层信号引

区块链爆发

10月
28日

区块链概念股井喷，超百
只区块链概念股一度涨停，截
至收盘，区块链指数上涨
8.63%。

10月
27日

比 特 币 价 格 从
10000 美 元 跌 至 约
9000美元。

10月
26日

比特币一度冲破
10000美元大关，24小
时涨幅逾30%

10月
25日 美股开盘后，迅雷暴

涨107.8%，创上市以来最
大单日涨幅，股价刷新7个
月高位。中网在线、猎豹移
动、第九城市等与区块链相
关概念股也纷纷大涨。

10月
24日

分布式
数据存储

点对点
传输

共识
机制
共识
机制

加密
算法

去中
心化

拥抱区块链的正确姿势

第一个关键词：记账本
这个账本就像我们的银行账户一样，你在

某一个银行里面有多少钱，今天花了多少等等，
这些都是有记账的。拿比特币交易的例子来说，
一笔比特币交易完成之后，比特币的区块链上
就会记住你购进购出多少比特币的流水，这些
条目会在你的账户中，你的账户就是一个账本。

这个账本有一个定语，叫多方参与。它不是
一个人去记的，也不是一个中心化机构去记的，
而是由分散在全球各个角落的人一起记。甚至
借助于卫星系统，接下来可能还会分布在星空
中。

无论你在世界哪里，只要你有一台电脑，你
就可以进入这个数据库，看看A交易了10个比特
币，或者B交易了100个比特币等。

第二个关键词：加密
加密的意思就是通过一个密码学的手段，

保证你的账户不会被别人篡改。这就和现在我
们去银行转账，他们通常会给你一个U盾一样，
这个U盾就相当于你账户的一把钥匙，只有拥有
钥匙的人才能操作这个账户，才能进行转账。

在区块链里也有这个概念。你在区块链开户
的时候，系统会自动创建一把钥匙，有了这个钥
匙才可以操作区块链上的账户。这把钥匙的产
生，和使用钥匙进行账户操作的一些判断，都来
源于这个加密学手段。

第三个关键词：分布式
分布式的意思是说，区块链这个多方参与

的节点，实际上是分布在全球的任何一个网络
节点里面，他不归属于一个特定的机构。

像现在在BAT的一些系统里，存在有很多
服务器，这个服务器也可以说是多方参与的，但
不能说他是分布式的。因为分布式有两个原则：
一是它在物理位置上是分布式的；二，它在规则
上面也是分布式的。但是像BAT的服务器，是归
属于一个特定机构或者特定的个体的，不能叫
分布式。

理解这三点，其实就能把区块链整个串起
来了：区块链就是分散在全球的所有的离散的
点上的多个机器，维护一个特定的账户系统，而
这种系统通过一种密码学的手段，可以保证操
作时比较规矩的一项技术。 据侠客岛

区
块
链看懂

一首“神曲”

现在大家对区块链技术的了解，更
多可能是停留在用比特币炒币，或者市
场上发行的一些奇怪的加密货币上。这
些乱象，确实使大家对区块链产生了较
大的误解。

其实就区块链本身来说，它是一项
技术，技术本身并没有错。

区块链其实就是一个多方参与的
加密分布式记账本。这里面有三个关键
词：记账本、加密和分布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