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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块链现在已经被普遍认为是计
算机互联网之后一次新的、大的技术
浪潮，但是大家还在为最基本的问题，
譬如区块链是什么等等，而争执得面
红耳赤。为什么出现这种情况呢？

固然是因为区块链本身比较新，
大家认知不太一样。另外还有一个
原因就是区块链的确是一个分层次
比较多的领域，就像我们第一次吃蛋
糕，有人可能第一口吃到的是奶油，
有人第一口吃到的是水果，也有人第
一口吃到的是慕斯，他们的体验会完
全不同。所以我们必须承认理解区
块链分层的模型才能更好地来探讨
到底我们在哪个层面，以及去把区块
链应用到具体的行业来结合具体的
业务模式。

我们把区块链大致分成四层结
构，第一层是分布式账本，区块链的基
本特性就是公开透明、不可篡改，解决
多节点相互信任的问题。第二层是价
值互联网，它的特点是可清算、可追
溯、可实现价值的流转；连通价值不流
通的市场，在网络中像传递信息一样

方便、快捷、低成本地传递价值。第三
层是通证激励体系，在这里，可以把积
分理解为最低级的通证。第四层是资
产证券化。

这四个层次，不一定是层次越高
越好，关键看你需要什么，你的应用场
景里面需要用到什么功能。越到后面
的层次可能功能会越复杂，相应的风

险暴露也会更多，需要更加严格的风
险控制。

目前，海南选择了区块链，区块链
也选择海南，这是有其原因的。海南
有发展区块链非常好的土壤，有创新
大环境，有创新的人才发展政策，有很
好的贸易营商环境，海南的这种创新
政策环境有利于做区块链的尝试。

海南的创新政策环境有利于做区块链尝试

孙毅：中国科学院计算机技术研
究所区块链实验室主任

就像一千个人心目中有一千个不
同的哈姆雷特一样，其实，一千个人心
中也有一千个区块链。

区块链接下来的发展进入到一
个很重要的时期，区块链技术蓬勃
发展已经应用到很多行业领域，但
是应用过程当中我们确实遇到一些
问题，区块链接下来发展会遇到人
才、技术、监管、成本等很多问题，
即使技术层面也会遇到性能、安全
性等问题。我们今天围绕一个问
题简单展开就是区块链的性能问
题。我们目前整个系统性能与大
规模使用存在很明显的差距，这个
差距不是一星半点，而是几个数量
级的差距。

我们认为高通量的区块链技术交
叉学科非常必要。

交叉学科分为几个层面，第一个
层面是区块链系统内部软件硬件交
叉，我们提出软件硬件一体化的方案，
现在的方案无论刚才所提的算法协议
更像上层做研究，信息学的发展告诉

我们一个好的技术如果要实现大规模
的性能提升一定要在底层架构上面做
优化，这个里面不仅包括了软件架构
也包括了硬件架构，更重要的是软件
架构跟硬件架构设计实际上是需要紧
密联系的。

第二个层面是更大的跨学科，我
们要研究信息领域内部区块链和其他

的学科的研究，这个里面我们提到了
人工智能引入到区块链系统，或许是
一个很好的途径。

第三个层面就是研究新一代的
高通量的区块链，需要更广的范围内
进行交叉学科的研究，这就是我们的
自然科学要跟人文科学进行很好的
融合。

用学科交叉思维推动新一代高通量区块链发展

杨东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副院
长、大数据区块链与监管科技实验室
主任

区块链的发展为什么需要新的
制度供给？因为名不正则言不顺，言
不顺则事不成，所以区块链领域需要
更多相对准确的概念理论体系加以
构建。

产业的创新呼唤制度创新，如果
没有在制度层面的创新发展，恐怕我
们也很难在产业落地层面有所推进。
我们需要全新概念和理论体系帮助我
们的政府和监管层面认识到区块链背
后的价值，我期待人民大学、牛津大
学、中科院,还有海南生态软件园等可
以一起为区块链的商业实践、地方政
府区块链产业落地方面，在制度和法
规层面有所突破。

中央12号文件指出，“以制度创
新为核心，赋予更大改革自主权，支
持海南大胆试、大胆闯、自主改”。海
南自由贸易试验区、中国特色自由贸
易港建设呼唤制度创新，这也给区块
链提供了良好的开放发展环境。建
议海南率先出台一系列与区块链相
关的监管法规，比如海南经济特区商
事登记管理条例应该给区块链登记
留下空间，除了工商登记，税务登记、
房地产登记、社保登记等都可以上

链。还有，应出台数字资产交易领域
的管理条例，推动金融创新，克服传
统金融市场和资本市场的弊端，帮助
实体经济获得融资，使区块链更好服
务实体经济。

海南正好赶上了伟大的时代，区
块链能够构建底层的技术架构，推动
制度变革。我建议将海南打造成全球
的区块链自由数字经济岛，让全球公
司在区块链方面到海南进行登记注
册，让海南成为区块链领域的开曼和

维尔京群岛！方便全球企业来海南登
记，让海南真正成为全球数字区块链、
数字经济领域第一个或者最大的自由
登记岛，这不光对于海南，对于中国来
说也是一个巨大的利好。

中国人民大学大数据区块链监管
科技实验室与海南生态软件园签约建
设区块链制度创新中心，将积极推动
海南制度创新，包括推动商事登记上
链、数字资产交易等监管方面的顶层
设计和特区条例的制定等工作。

建议将海南打造成全球区块链自由数字经济岛

艾文·马丁诺维奇：牛津大学系统
安全中心主任，爱沙尼亚“数字国家”
项目顾问

要做好的项目，首先要有人：我
们现在拥有高度国际化的团队。我
们做的事情是什么？就是把物理世
界跟网络世界连接在一起，这是现
在的区块链技术所没有实现的。我
们认为必须进入主流，进入服务业，
进入各个经济部门，才能实现真的
连接。我们使用编码的方式，也就
是通过数学的模式来保护数据，即
通过这种技术来进行信息的认证，
从而对内容进行加密，以保持内容
的完整性。

通过一些物理的渠道交换所获
得的一些秘密的东西很可能是假
的，比如GPS信号可能是伪造的，人
脸识别还有生物识别系统都是可能
被欺骗。如果我们不相信所在的位
置信息，那么我们需要各种各样的
信号来指示认证，所以在认证方面
我们需要把物理现实跟虚拟网络相
结合。

我们可以通过区块链的方式来进
一步加强网络的物理安全。为什么区
块链对于物联网是重要的？因为区块

链可以让物联网产生的数据不可篡改
并且可以追溯。这一方面的应用研究
时非常有实用价值的。比如你想要做
天气预报，那如何通过区块链提供真
实的天气情况呢？

我们需要建立更多研究合作来
加强我们对物理世界产生的数据的
安全保护，比如说如何来保护人的行

为所产生的信号，人的身份以及所处
的位置等等。这些领域的研究都有
很大的提升空间。同时我们还要建
立完善的基于区块链的激励机制，这
一领域的研究包括博弈论等相关技
术。除此之外，我们还需要相关的法
律法规支持，以及整个区块链的生态
系统的支持。

将物理跟网络相结合加强安全性
比尔·罗斯科：英国皇家工程院院

士、欧洲科学院院士、牛津大学区块链
研究中心主任

区块链现在还处于发展早期，但
是已经展现出灿烂的前景，不过目前
在技术层面还不是非常优化。我们希
望通过牛津大学和海南的合作来优化
区块链的发展，为大家造福。

区块链是非常复杂的理念，其发
展也有很多障碍，导致我们很难使
用。我们团队的研究工作就是要让它
简化，并通过技术手段防范区块链应
用上的违法行为。之前的区块链并没
有实现主流化。主流化意味着被世界
广泛接受，被大多数的金融机构所接
受，没有人去反对它，这个才是主流的
区块链。所以我们要努力让区块链成
为主流。

目前区块链发展面临四个障碍：
第一个障碍就是挖矿的能源消耗，我
们必须降低能源消耗。第二个障碍
就是区块链由于在加密货币应用中
发生的犯罪行为导致它的声誉被玷
污，而主流机构比如政府是不希望区
块链被犯罪分子利用的，所以我们要
在必要的时候消除这种匿名性，通过
技术手段在身份管理上达到私密和
公开的平衡点。第三个障碍就是虚
拟货币比如比特币等的稳定性是非
常差的，它的价格变化就像坐过山车

一样，也受到了很多操纵。第四个障
碍就是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问题，就
是我们如何让区块链成为主流的技
术，让主流机构和大众接受并且使用
区块链。

我们成立一支优秀的国际化团
队，提升主流区块链发展，制定公共标
准，并希望在全球范围内集聚更多人
才，希望海南的区块链发展可以在全
球起到长期的引领作用。

海南发展区块链的决心和投入的

力度，给我们留下了深刻印象。海
南有一系列的扶持政策和宽松的环
境，有非常丰富的应用场景和应用
基础，这些都吸引我们到海南来推
动区块链发展。我们认为这次跟海
南的合作很幸运，从第一次与海南
生态软件园接触，到 10月 8日牛津
海南区块链研究院揭牌，仅用了约
一个月的时间，大家都希望能尽快
将合作落地，加快推动区块链的发
展和应用。

希望海南和牛津合作发展区块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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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路区块链发展 打造应用新高地
——“科技驱动制度和产业创新”主题活动嘉宾发言摘登

左鹏：海南自贸区金丘区块链技
术有限公司创始人兼CEO（9月28日
在第73届联合国大会召开针对区块链
的专题讨论高峰论坛上，代表中国区
块链企业发言）

从产业发展阶段来说，我理解区
块链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就是
比特币利用代码实现了可信的价
值。第二阶段就是利用以太坊实现
了可信的代码。当然，可信代码目前
还有安全漏洞没有完全解决。第三
个阶段就是可信的设备，也就是我们
怎么保证上链之前的数据真实。目
前我们应该属于“2.5阶段”，事实上，
物联网和区块链的结合是我们在未
来区块链落地应用上的一个很大的
方向和突破点。

我们预测，未来区块链系统会跟
中心化系统共存，区块链数字经济不
是简单的“区块链+”，而是区块链跟中
心系统的连接问题。此外，区块链系
统还需要跟不同的链之间进行连接，
因为区块链本身就是开源、开放、共享
和共识。也就是说，一个好的算法不
敢开源就不是真正有价值的算法，所
以我们看到智能合约这些代码都是开
源。未来会有很多的链，这些链之间

的互联互通，价值的互相传递和信息
共享是非常重要的。未来的资产也会
很丰富，除了物理资产还有数字资产，
它们之间也要打通。

在区块链赋能经济方面，我们觉
得其要面向五个层面——政府、金融
机构、大型企业、中小微企业以及个
人，金丘过去三年的项目都是围绕这
五个层面进行的。此外，我们在区块

链技术特点和政策监管特点上也做了
一些布局。我们团队过去一直跟外资
银行做软件解决方案的合作，现在在
海南，我们注册了“海南自贸区金丘区
块链技术有限公司”。我们试图依靠
海南的制度创新、优势场景来拓展区
块链技术。同时，我们在上海、广州、
新加坡、美国还有澳大利亚也有相应
的一些布局。

依靠海南的制度创新、优势场景来拓展区块链技术

区块链的本质是什么？区块链的产业前景如何，目前的发展又遇到哪些障碍，海南又应该如何抓住区块链发展的新机遇？10月8日上午，在
海南生态软件园举办的“科技驱动制度和产业创新”主题活动上，来自国内外的业内专家分别就这些问题展开了主题演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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