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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王培琳
通讯员 陈金梅 吴月明 梁建美

“我看到了中国发展区块链的魄
力和海南发展区块链的决心，很期待
海南在这个方面有更大作为。”12月4
日，在数字文明大会发布会上，迪拜
区块链中心创始人、首席执行官
Marwan Alzarouni 在接受海南日
报记者专访时表示。

Marwan Alzarouni说，自己已
经看到海南在区块链方面的布局，且
行动迅速，譬如已经与牛津大学、麻
省理工学院等知名高校有合作关系，
并在海南设立了牛津（海南）区块链
研究院。

“让我印象最深刻的，是设立海
南自贸区（港）区块链试验区。因为
所有区块链的应用，都要先在一个小
的范围内进行尝试。”Marwan Al-
zarouni说，迪拜的数字公民身份应
用也进行过无数次尝试，最终才找到
最被大家接受的方式，因此海南发展
区块链应用先在一个区域内试行，然
后往更大范围内推广，这是一个非常
值得迪拜借鉴的方式。

在Marwan Alzarouni看来，海
南在海上丝绸之路上的独特地理区
位优势，以及中央给海南发展自贸港
的定位，能够让海南有更多的机会。
基于双方的合作，迪拜也可以在某些

领域给予海南一些经验作为借鉴，譬
如迪拜已经把区块链应用到包括身
份管理、健康医疗、金融科技等多个
领域，目前迪拜政府中已经有88项区
块链技术的应用，其中比较成熟的经
验，可以跟海南互通有无。

与此同时，Marwan Alzarouni
对海南在区块链技术方面的探索也
充满期待。他说，正如多位嘉宾提到
的，现在全球面临着很多共同挑战，
譬如隐私保护、数据可信以及价值的
深度挖掘等，目前海南已经与一批世
界知名的高校、科研机构形成合作，
他也期待海南能够在上述的这些
领域里面，为世界共同性的挑
战和难题，贡献海南方案和力
量，他也会期待并继续关注
海南，希望看到海南在这些
方面有更大的作为。

“并且，我认为海南在对
年轻人的意识塑造方面也做
了努力，收效良好。”Mar-
wan Alzarouni特别强调，
通过今天发布的数字文明大会，
他注意到，海南从世界各地选拔了
一批优秀学生来参加论文大赛，这些学
生对数字文明、区块链技术以及人类社
会发展都有充分了解，这也是Mar-
wan Alzarouni对海南充满期待的原
因之一。

（本报老城12月4日电）

“数字文明是社会未来发展
的必由之路，区块链将成为构建
数字文明的‘基石’。”12月 4日
下午，在数字文明大会发布会
上，英国皇家工程院院士、牛津
大学大学学院区块链研究中心
主任比尔·罗斯科作数字文明愿
景专题演讲，同时发布数字文明
宣言。

当前数字文明急速发
展，也带来了利益冲突问
题。比尔·罗斯科指出，各个
国家政府、大型科技公司等
互相竞争，都希望占据世界
的主导地位，使自己利益最
大化，这导致各国公民对数据
发展并不熟悉。

如何能让普通人接受或
者理解数字世界？比尔·罗
斯科表示，需要通过引进产
品和服务的方式来推动数
字文明的发展。具体而言，
需要一个可控制的平台，保
证公民、企业和政府遵纪
守法。而区块链就可以
建立非常有效的平台，并
通过新的语言和技术的整

合，在不同应用和司法管辖

区域之间，实现最好的平衡和
整合。

“为使数字文明的演变‘文
明化’，我们需要使不良行为近
乎不可能发生，且无利可图。
区块链能保证完整性及透明
度，同时确保各个节点遵守规
则。未经允许的记录无法‘上
链’，试图腐败的行为将被阻止
并公之于众。”比尔·罗斯科认
为，区块链是一个建立、实施自
动化规则和法律的平台，它将
使打破文明的规则变得不可
能，或是不值得。

“如果合理使用，区块链将从
根本上防止腐败和伪造记录。”比
尔·罗斯科表示，大家很可能在定
义和执行特定司法管辖规则下的
各区块链过程中，构建一个全球
区块链基础设施，这条“全球链”
无论是公链还是许可链，都将对
其组成部分实施全球标准。

比尔·罗斯科说，要达到这个
目标，还需要进一步研究，但目前
已经有了一个良好的开端。为创
建数字文明的分布式账本，目前
大家需要在技术、加密学、网络和
系统、规则的表达及自动化、法
律、道德伦理以及经济等诸多方
面有更进一步的研究。

（本报老城12月4日电）

本报老城12月4日电（记者王
培琳 通讯员梁珊珊）“众所周知，海
南省正在建设自贸区、自贸港，但并
非所有人都知道，海南还创建了一个
区块链试验区，来测试分布式注册系
统的执行。”在海南生态软件园接受
海南日报记者采访时，来自俄罗斯的
Elena Sheremetova 表示，他很庆
幸及时看到了海南的发展机遇，并很
快在海南成立了极地熊信息科技开

发（海南）有限公司。
“从海南到整个亚洲地区的交通

都很便利，只需几个小时就可飞抵新
加坡、韩国、印度、马来西亚等地。”
Elena Sheremetova 表示，由于他
们的团队正在提供外包 IT（信息技
术）服务，包括去中心化的可能性和
必要性的评估等，需要经常与客户
和合作伙伴会面沟通。海南所处的
地理位置以及海南省政府对高科技

公司的支持规划，让他们看到了机
遇，从而选择在海南扎根，开展业务
和研究工作。

Elena Sheremetova说，区块链
社区是活跃的、动态的。目前，海南自
贸区（港）区块链试验区为前沿技术企
业创造了良好的行业氛围，这对于企
业在专业成长、经验交流以及业务发
展方面提供了很好的帮助。极地熊信
息科技开发（海南）有限公司主要提供

高水平的技术服务，专注于算法-人
工智能和区块链开发，数学建模和复
杂计算，大数据分析，他们希望在海南
继续与中国企业开展合作。

Elena Sheremetova 希望企业
能在海南实现更远大的发展目标，即
致力于数字经济的创新，让企业高科
技成果在海南地区商业、物流、教育
等多领域进行落地应用，并进一步扩
展到全世界。

共享区块链发展经验
每年节省110亿迪拉姆（约211亿

元人民币）的政府事务例行经费，减少产
生 3.98 亿份纸质文件，节省工作时间
7700万小时……海南日报记者从会上
获悉，阿联酋政府采用区块链技术后，这
些都将有待实现。利用区块链技术，到
2020年，阿联酋政府将使50%的政府事
务“上链”。

目前，阿联酋的区块链战略已经提
出美好愿景：到2020年，迪拜将成为该
国首个完全由区块链赋能的城市。该战
略将由“政府效率、产业创新和国际领导
力”这三大战略支柱构成。

与迪拜类似，“链上海南”在数字健
康、数字教育、数字建造、游戏审读监管、

“链上”澄迈等首批五大应用场景的实现，
也是区块链在海南落地应用的一个开始。

12月4日，在活动现场进行的战略
合作签约，更好地促进双方在区块链应用
方面的合作，共同为世界范围内，区块链
的应用探索更多方案。签约后，“链上海
南”将为迪拜区块链应用提供解决方案，
让迪拜区块链战略中的部分目标得以实
现，迪拜作为先行发展区块链应用的自贸
港，其积累的实践经验，也可供海南借鉴。

据悉，2020年三、四月，海南自贸区
（港）区块链试验区部分工作人员也将奔
赴迪拜，为“链上海南”在迪拜的应用提
供技术支持。

两地“链上”缘起8月
2019年8月3日，在迪拜区块链中

心的2071加速器里，海南生态软件园访
问团留下了一张珍贵的合影。此次访
问，正是两个自贸港开始谋划区块链方
面合作的开端。

“在迪拜区块链中心，我们真正感受
到了拥抱科技的氛围，这种前瞻性的转
型让我们很钦佩。”海南生态软件园集团
有限公司助理总经理孙克玉说。

造访期间，海南访问团了解到，彼
时，拥抱科技的阿联酋迪拜，已经着手进
行区块链的应用落地，将区块链应用到
政务事务、房地产等多个具体场景中。
与之相似的是，成立一年来，海南自贸区
（港）区块链试验区也一直在进行区块链
底层技术打造和应用场景的建设，筹备

“链上海南”行动计划。
据介绍，利用区块链技术，可以放开

事前监管，并通过链上约束实现全程监
管。通过区块链技术创新，推动体制机
制创新，从而实现产业创新，这在世界范
围内都是大势所趋，也是海南目前正在
探索的方向。

海南智慧链接世界
“首届数字文明大会将于2020年在

海南举办。”数字文明大会组委会相关代
表在发布会上表示，数字技术的飞速发
展，伴随着新的机遇，同时也对世界带来
了新的挑战，今天发布的数字文明大会
就是要聚焦信息时代面临的挑战及机
遇，凝聚社会共识，共商解决方案，共创
更加公平可信的数字文明。

数字文明大会组委会相关代表表
示，数字文明倡导运用区块链技术，构

建全新的透明监管服务以及自动化合
规规则引擎，融合信息安全、人工智
能、大数据、物联网等前沿技术实现全
新的“服务式监管”治理模式；支持建
立基于区块链的无边界化的新企业组
织模式、新激励机制和新数字金融模
式；支持在确保合法合规的条件下，实
现全球化数据流通与数据交易；支持
构建物理世界与数字世界的无缝连
接。

据悉，区块链在世界范围内的应用，
可以让数字文明发展更有秩序。而事实
是，区块链本身是一个国际化的平台，目
前，世界也需要这样一个可信的国际化
平台。

“国与国之间固有一些不可信的障
碍和鸿沟，而区块链技术强调透明，这会

使互信成本摩擦力大大降低，未来，国际
化协作和基于数据的国际化贸易将越来
越盛行，打造国际化平台是非常有必要
的。”牛津（海南）区块链研究院执行董事
陈邦道说。

吉姆·戴维斯是牛津（海南）区块链
研究院健康医疗大数据中心负责人，他
经常往返与美国和海南之间，他表示，区
块链的内核是建立透明互信的环境。中
国现在大力推行区块链技术，海南已经
走在前列。有了这样一个国际化平台，
海南可以在构建透明可信的环境上，为
世界树立榜样。

据了解，除了迪拜，海南自贸区（港）
区块链试验区也正在商讨与韩国、泰国、
马来西亚、阿根廷、土耳其等国家的战略
合作。 （本报老城12月4日电）

“链上”迪拜 链接世界

以区块链助力数字文明发展
■ 本报记者 王培琳

通讯员 陈金梅
吴月明 梁建美

12月4日下午4时，在
海南生态软件园举行的数
字文明大会发布会上，迪拜
区块链中心创始人、首席执
行官 Marwan Alzarouni
如约出现在台上，参与签署
海南自贸区（港）区块链试
验区和迪拜区块链中心战
略合作协议。

据悉，今年8月以来，
两方一直保持着每周一次
的电话会议频率，并最终敲
定了此次战略合作。此次
签约是海南和迪拜在区块
链方面合作的重要里程碑，
与迪拜的“牵手”是海南区
块链发展走向世界的第一
次实践。

看好海南发展前景

俄罗斯IT从业者扎根海南专注区块链开发

迪拜区块链中心创始人、首席执行官Marwan Alzarouni：

期待海南在区块链方面有更大作为
牛津大学大学学院区块链研究中心主任比尔·罗斯科：

区块链将成为构建数字文明的“基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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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生态软件园海南生态软件园。。（（图片由园区提供图片由园区提供））

■ 本报记者 王培琳
通讯员 陈金梅 吴月明 梁建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