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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一季度我国区块链投资事件共有58起，投资总额6.81亿元——

区块链:能否推开信任的大门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陈 静

区块链因其去中心化、分布式账本等技术特征被称作“史上”最安全的数据管理方式。去年

以来，区块链概念备受资本青睐，并被视为共享经济和人工智能后的又一个“风口”。相关专家表

示，区块链要想真正释放发展潜力，一方面，需要跨越规模化交易背景下可靠与安全、隐私保护

及降低成本等底层技术上的“门槛”。另一方面，还需要积极推进技术标准体系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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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用的手机壳达标吗
本报记者 喻 剑

5年垃圾短信降了 600多亿条

多管齐下让手机免受“垃圾”污染
本报记者 黄 鑫

日前,深圳市消费者委员会委托深圳市品质消费研究
院，参照欧盟 REACH 法规，对时下热卖的 28 个品牌 30
款塑料手机壳进行了安全检测，并发布《2018年手机保护
套比较试验》报告。报告显示，近八成手机壳超出国际一
流标准，没有检出有毒有害化学物质；2款手机壳检出限
用有毒有害化学物质，但检出值在标准允许范围内；跃
宁、苹果、小米等品牌 5 款手机壳检出有毒有害化学物
质，且含量超出限值。

报告发布后引发各界热议。小米在第一时间回应称，目
前国内对手机保护套没有相应的国家、行业标准。深圳消费
者委员会此次比较试验，参考的是欧盟标准EN14372：2004

《儿童用品和儿童护理用品—餐具和喂养器具—安全要求及
测试》，针对的是“儿童用品和儿童护理用品—餐具和喂养器
具”，不适用于手机保护套产品。为加强质量管控，小米公司
按照《标准化法》的要求，对手机保护套产品制定有专门的企
业标准 Q/HDXMT002—2015《手机保护套》，经北京市海
淀区质量技术监督局备案，适用于手机保护套使用的场景，
明确了15项测试指标，已在产品标签上明确标识，在生产中
严格执行，确保产品质量合格，消费者可以放心使用。

《2018年手机保护套比较试验》报告显示，小米某款
手机壳塑化剂含量为 0.17%，超出了限值 0.1%的要求。

“我们的比较试验是从消费者角度出发，告诉消费者谁能
达到‘90分’的‘优秀’，不是行政监管判定产品是否达
到了合法的‘60 分’。”深圳市消费者委员会质量部副部
长周珏表示，比较试验是国际消费者组织的通行做法，是
站在消费者的视角，用数据告诉消费者谁的品质更好。

“而且，欧盟标准EN14372是一种检测方法标准，和欧
盟REACH法规中的限量要求是两回事。”周珏表示，目前
欧盟的REACH法规和中国的玩具安全标准都要求列入清单
的塑化剂限量为0.1％。按照REACH法规的最新要求，即
将对可能使用的塑化剂限用范围从儿童用品扩展到所有的塑
料制品，“至于塑化剂的检测方法，目前已经很成熟，欧盟
标准EN14372的测试方法适用于所有的塑料材料”。

专家表示，最重要的是企业不能满足于产品符合已认
可备案的企业标准，忽略了消费者更加注重的对绿色安全
和高端品质的需求。高端品质源自最严标准，企业在产品
设计及生产过程中，有义务减少并最终消除有毒有害物质
的使用，从源头使消费者免于遭受有毒有害物质的威胁。

想必大多数人曾经都有这种经历：源源不断的垃圾短信
让人防不胜防，给原本平静的生活增添了不少烦恼。而现
在，这种情况正在改变。近日发布的报告显示：垃圾短信数
量整体呈现快速下降的趋势，已从2012年的700多亿条，
下降到2017年的不到百亿条。从用户举报的垃圾短信内容
来看，2017年广告推销类短信最多，占比达98.1%；其次
是诈骗短信，占比1.2%；再次是违法短信，占比0.7%。

垃圾短信是指未经用户同意向用户发送且用户不愿意
收到的短信息，或者是指用户不能根据自己的意愿拒绝接
收的短信息，且这类信息违反了行业自律性规范。

近年来，工信部、公安部等主管部委多次实施专项打击行
动，联合开展多项伪基站重点治理保障行动，并对以伪基站实
施电信诈骗的不法分子判处有期徒刑，并处罚相应数额人民
币，垃圾短信治理政策效果日益明显。2014年11月3日起，
我国在全国范围内对新增固定电话、移动电话（含无线上网
卡）用户实施真实身份信息登记，严格实行“先登记，后服务；
不登记，不开通服务”。同时，电信企业将通过电话、短信息、
书面函件或者公告等形式告知未实名登记的老用户，并采取
便利措施为其免费补办登记手续，逐步提高我国电话用户真
实身份信息登记比例。违反规定的将由电信管理机构依据职
权责令限期改正，予以警告，可以并处1万元以上3万元以下
的罚款，向社会公告；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在强化反垃圾短信力度的同时，工信部对苹果手机
iMessage 垃圾短信也同步监防，制定了 《通信短信息服
务管理规定》等，为反垃圾短信提供相应的技术标准，并
就iMessage垃圾信息研究技术监测和防范手段。

“在政府的震慑作用下，伪基站短信也得到了有效治
理，对以伪基站为代表的电信诈骗起到一定的震慑作用。
360 手机卫士的统计数据显示，2017 年 0.8%的垃圾短信
是由伪基站发送的。相比 2016年的 4%，下降了 3.2个百
分点。”众诚智库总裁杨帆接受经济日报记者采访时说。

杨帆表示，在政策支持下，消费者反垃圾短信和维权
意识逐渐增强，并会运用法律手段来维护自身的合法利
益。同时，运营商不断提升用户体验，制定了有针对性的
垃圾短信过滤措施，包括强化端口短信管理、提升系统拦
截能力、畅通用户举报渠道等。比如，中国联通部署建立
垃圾短信拦截系统，实时跟踪和发现垃圾短信传播新情
况、客户投诉举报新问题，通过智能化监控手段提升垃圾
短信拦截能力。

“目前，多数人并非真正懂得区块
链，而是企图利用概念赚钱。因此，
清晰定义区块链非常重要。只有定义
清楚后，大家才知道什么是，什么不
是，才能进一步去规范。”在日前清华
大学产业创新与金融研究院举办的一
场研讨会上，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高
西庆谈道。

清华大学计算机系副教授陈康介
绍，“区块链技术并不神秘，只是由于
它将密码学、分布式系统和博弈论这三
个反直观的理论结合于一身，才成为人
们难以理解的事物”。

陈康认为，区块链概念可以先拆分
成“区块”和“链”，其最大特征是一
环扣一环。“链”就是一连串有顺序的
交易，而“区块”就是将各个交易组成
一个“块”，核心问题是如何决定交易
过程中下一个“块”的放置。区块链总
结起来有3个特点：一是所有交易是有

顺序的；二是各个交易分成“块”；三
是通过抽签的办法决定下一个“块”
是谁。

“区块链技术去中心化的真正意义
是去中介化。”中民新能投资集团董事
会秘书刘燕认为，区块链技术可能会带
来两种趋势：一是由于技术优势带来效
益的大幅提升；二是这些技术可能导致
集中化的财富积累以及技术领先所带来
的持续分化。“这是我们需要清醒认识
并要坚决避免的。”刘燕说。

CyberMiles 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
卢亮表示，虽然今天数字货币发展依然
缓慢，但相信区块链、数字货币将成为
电商的重要机遇，并且能够创造一种新
型交易环境。

对于区块链能够在多大程度上改变
金融系统，高西庆表示：“不少人认为
中介机构会完全去掉，我今天还看不到
这种可能性。各种机制中间都有一些所

谓的中心，比如区块链中的联盟链也是
分中心，不可能完全把中心去掉。”

高西庆建议，相关部门应该对区
块链做出清晰定义，以更好地规范发
展，杜绝乱象。“在没有认清区块链之
前，应当首先考虑区块链能否带来好
处，而不能只看到坏处就把它毙掉。
而且，由于互联网系统的特点和区块
链的运作方式，也没有办法完全彻底
地把区块链毙掉。现在一些国家正在
创造环境吸引区块链产业，因为这样
可以获得规则制定、产业利益等方面
的好处。”高西庆说。

“今天人类保持的交易记录，账目
数量呈指数级增长，数量惊人。这种情
况下，想要返回追查证据的成本极大提
高。尤其对于交易而言，往往存在时间
差，使得查找十分困难，所以必须具备
相关的规范机制。”高西庆说。

清华大学经管学院会计系教授谢德

仁认为，区块链能解决原始交易数据的
中心化问题，但是原始交易数据转化成
财务报表的数据，可能还是要中心化
的，而非去中心化。

清华大学经管学院金融系副教授张
陶伟认为，区块链技术要大范围应用,
还要继续创新，找到新的技术路径和方
法提升区块链的运行效率并降低运行成
本。另外，区块链也只能解决线上的去
中心化、信息不可篡改等问题，但在将
线下相关内容转换成线上信息时，存在

“道德风险”造成的造假、欺骗 （例如
做假账） 等可能，区块链技术仍旧不能
解决。

北京慧网通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
事长齐凯认为，随着进一步发展，区块
链技术有可能产生跨越式的发展，目
前，区块链技术的底层建设仍然比较薄
弱，但许多大企业已开始在技术上加大
投入。

业内专家建议：

发展区块链先要弄清“是”与“不是”
本报记者 董碧娟

“几年前我曾经开过区块链课程，
大家并不十分在意。今年再开这门课，
大教室里座无虚席，每 4 个学生申请，
只有 1 个人能选上。”美国加州大学伯
克利分校计算机系教授宋晓冬的话足以
证明如今区块链的热度。

资本同样将区块链视为共享经济、
人工智能后的又一个“风口”。来自第
三方研究机构的数据称，据不完全统
计，投资机构去年在区块链领域共投入
12.71 亿元，进行了 100 次投资。而
2018年一季度就有 58起区块链投资事
件，投资总额为6.81亿元。

但对于普通人来说，与区块链挂钩
的似乎还只是受到严格监管的比特币等
虚拟货币。在虚拟货币之外，区块链到
底还能在哪些场景“落地”？它究竟是与
云计算、大数据并列的未来互联网基础
设施，还是忽悠资本的“泡沫”？归根结
底，区块链能否推开信任的大门？

与实体经济“亲密接触”

“通俗来讲，区块链就是一个可信
任、不能篡改、不可抵赖的公共账本，
高度透明，因此能完全实现多边共
信。”贝克链首席运营官莉莉·穆如此
定义区块链。

解决信任问题，是区块链技术的核
心竞争力。蚂蚁金服从事区块链底层研
发的工程师邱鸿霖告诉记者：“区块链
最棒的一件事，就是解决了数据可靠可
信的问题，从而让数字世界跟物理世界
一样真实。”

区块链“落地”场景由此而生。中
欧陆家嘴国际金融研究院常务副院长盛
松成表示：“尽管以基于比特币等虚拟货
币开始，但大家现在逐渐认识到，区块
链的前途仍在于为实体经济提供服务。”

目前阶段，“溯源”成为“可信”
的区块链最集中的应用。众安保险
CEO 陈劲介绍说，众安目前在 400 多
个养鸡场使用区块链技术，“在鸡脚上
装上识别器，消费者可以直接查询这只
鸡过去的饲养情况，甚至可以知道它走
过多少步，是不是一只爱运动的鸡。区
块链技术决定它不能篡改，它提供给消
费者的信息就更容易得到信任”。浪潮
集团董事长孙丕恕也告诉记者，浪潮也
在应用区块链技术建设“中国质量
链”，并已开始为茅台等企业提供服
务，“核心就是用区块链解决产品溯源
问题，比如说一瓶茅台，可以从生产环
节、流通环节、第三方检测3方面对这
个产品进行追踪，对产品全生命周期数
据进行串联，为消费者提供产品溯源和
鉴真服务”。

邱鸿霖和他的同事们则准备在雄安
新区用区块链改造房屋租赁产业，“房
东的产权证明经过房管局认证后写入区
块链，同样租客和房东的合同信息也分
享到区块链上，那么虚假房源和黑中介

就不能存在，通过监管、房东和房客的
协同，现实的租赁事件被可验证地搬到
数字世界中”。

而在溯源的下一步，基于区块链的
可信数据被当作生产资料，也会随之带
来生产关系的改变。莉莉·穆表示，贝
克链正在尝试将运行在区块链上的数字
权益证明“通证”。“积分就是其中典型
的代表，比如说不同企业都可以将自己
的会员积分以通证的形式保存在区块链
上，它们彼此可以打通和交易，也可以
实现线上线下多场景通兑。”三星也在
考虑开发一个区块链总账系统，来监控
每年价值数百亿美元的全球产品的运
送，三星方面称，这一系统有望帮助三
星每年将运费削减20%。

底层技术仍需不断完善

尽管区块链被寄予厚望，但从现在
的应用来看，无论是金融场景还是非金
融场景，似乎都还有些“小打小闹”。
在业内专家们看来，这是因为区块链从
底层技术上依然要翻过“几座山”。

首先是规模化交易背景下的可靠与
安全。中国互联网金融协会区块链研究
工作组组长李礼辉表示：“规模化应用
是区块链发展未来的方向，但作为解决
方案，必须要满足高品质要求，服务稳
定可用。”

稳定来自于对大流量的应对。邱鸿
霖告诉记者：“拿比特币来说，比特币
区块链每秒最多只能处理7笔交易，这
就和工业级应用相差太远了，如何提升
每秒同时交易笔数，是区块链技术里目
前需要解决的最大‘痛点’。”不过，在
这方面，技术正在突飞猛进，韩国企业
IT 服务解决方案提供商三星 SDS 社长
CEO 洪元杓透露说，其区块链技术已
可以支撑每秒2000笔交易。

稳定也来自对跨链应用的支撑。和
信息化系统一样，在不同区块链之间，
同样需要进行交互和沟通。李礼辉介绍
说，2017 年区块链金融在技术上的一
大突破就是建立了多维度直接交互的架
构，通过对跨链和多链的支撑，“开始
能够在参与方多、高复杂性的金融交易
场景中实现交易方之间零距离、零时差
的沟通”。

而安全的重点之一则是对隐私的保
护。区块链的“真实”来自于参与各方的
共同认定，但对于隐私数据来说这是否会
带来泄密问题？宋晓冬表示，技术也在解
决这一问题，“主要是对数据进行拆分，把
公共和隐私数据区分开来，比如一个智能
合同，需要保密的数据可以具体指明，然
后这些数据就会被放入特殊的执行环境
进行处理，就可以加密保密合同来保证隐
私。这在技术上是可以实现的”。

此外，尽管区块链技术本身被视为
“降成本”的利器，但区块链本身依然
要面对成本问题，毕竟它需要大量的存

储和带宽资源支撑。邱鸿霖表示，“目
前也在探索各种技术解决方案，比如将
太老不会被频繁验证的数据迁徙到历史
库，通过归档来释放出存储空间，未来
区块链还将在存储和计算方面不断尝试
新的架构”。

技术标准体系亟待建立

“区块链就像是 1992 年的互联网，
标准化还没有完全做完，所以应用和推
广还会受到限制，处在早期的技术储备
阶段，一旦有了标准，各种技术研发才
能走得下去。”区块链专家、威睿首席
架构师张海宁表示。

尽管区块链的底层技术正在飞速前
进，但行业的全面发展依然需要顶层设
计提供的驱动力，标准就是其中重要一
环。不仅中国，全球市场同样如此。芬
兰区块链服务商MONI创始人安迪·潘
那涅表示：“包括客户识别标准、数据
存储标准，保障数据安全的网关标准
等，这些基础性原则的确定在区块链的

发展中仍是重要的驱动因素。”
李礼辉也介绍说，中国互联网金融

协会在 2018 年的工作重点之一就是要
积极推进标准化建设，“区块链要有一
个新的技术标准体系，特别是还要建立
一个权威的第三方认证的系统，这是区
块链金融发展的当务之急”。

标准的确立也会与监管之间发生千
丝万缕的联系，虽然从目前来看，监管
层对区块链相当关注，但主要是集中于
金融领域，特别是去年下半年对虚拟货
币和ICO （首次币发行） 采取了严控措
施。在中国人民大学大数据区块链与监
管科技实验室主任杨东看来，从区块链
整个行业的发展来看，法律和监管仍然
相对滞后。与海外先进国家相比较，缺
乏对区块链进行定义并管理其交易和交
易平台的专门法律。“那么就需要行业
自律，行业上下游大家坐在一起把标准
和规则搞出来，才知道要怎么监管。在
区块链标准方面，中国要主导、掌握和
参与标准制定。‘游戏规则’需要各方
共建，大家共同努力。”杨东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