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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点追踪

相关链接

“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相关的场景中，区

块链应用可以分成三大类，分别是信息管理、

应急物资和食品安全追溯以及身份认证管

理 。”智 链 万 源（北 京）数 字 科 技 有 限 公 司

CEO、北京大学新一代信息技术研究院金融科

技研究中心主任董宁告诉科技日报记者。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人们对疫情进

展、防疫知识等信息高度关注。然而，一些疫

情相关的谣言、虚假知识甚至阴谋论在网络上

广泛传播，不仅混淆视听，而且容易造成恐

慌。在董宁看来，之所以会出现这种情况，部

分原因是为确保信息真实、准确，官方发布信

息前会多方求证、层层把关，这就导致真相总

是姗姗来迟。

“抑制这些谣言与虚假信息的传播，区块

链技术是个有力的武器。它不仅可以让真相

跑得更快，还可以让假消息无处遁形。疫情期

间，智链万源就上线了信息发布战‘疫’平台。”

董宁说，区块链的分布式技术可以帮助促进多

组织间的协同，很多时候官方发布信息之前，

要与多个部门、单位验证，而区块链的共识机

制可以在快速验证方面帮上忙；同时，区块链

里有个技术叫智能合约，如果把公共信息发布

的流程放在智能合约里，它可以根据流程自动

执行，大大提升发布效率；更重要的是，区块链

可以对链上信息进行存证，几乎不可能被篡

改，这样就可以对信息源和传播途径进行追

溯，并根据存证记录追责。

谈到应急物资和食品安全追溯，董宁举了

区块链技术让物资捐赠更透明可信的案例。

他表示，以前区块链在商品追溯、供应链、物流

跟踪方面已经有很多应用案例，此次疫情中，

已经有多款基于区块链技术的慈善捐赠平台

上线。该技术具有的分布式、难篡改、可溯源

等特点，能够有效解决传统慈善公益项目中透

明度低和暗箱操作等问题，每一笔捐助的流通

数据都可以被存储并固化，方便监管机构进行

追溯和监管。

对付疫情相关谣言有一套

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区块链成为助力疫情

防控的硬核科技。

近日，全国首个“区块链+疫情防控”标准

正式获批发布。据不完全统计，截至目前，已

有 20 个左右协助疫情防控工作的区块链相关

应用上线，类型涵盖了身份管理、信息确认、供

应链金融、信息采集确认等场景。

那么，区块链为支撑疫情防控和复工复产

究竟做了些什么？为什么区块链技术可以在

疫情期间发挥重要作用？未来区块链技术还

存在哪些挑战？为此，科技日报记者采访了相

关专家。

本报记者 陆成宽

随着疫情逐渐好转，各地有序推进复工复

产。工业和信息化部 2月 18日印发通知，部署

运用新一代信息技术支撑服务疫情防控和企

业复工复产工作。鼓励将区块链等技术运用

到疫情防控和复工复产中。

随后，中国联通研究院与江西联通、江西工

业互联网分院合作研发出全国首个“基于区块链

的企业复工复产备案申报平台”，解决了远程在

线填报、跨地市跨部门快速同步以及备案数据安

全可信等问题，可以避免现场人员聚集，提高了

备案效率，为政府复工复产备案解除后顾之忧。

据了解，这一备案申报平台具有 6 个区块

链服务节点，采用了 256位加密算法，具有分布

式、高冗余、高安全等优点，充分利用区块链的

不可篡改特性，对企业备案信息和核准信息全

部上链保存，企业、防控指挥部、业务主管部门

和监管部门等多节点均可同步查询链上记录，

确保公平、公正、公开。通过平台，企业可一键

实现备案、主管部门可一键核准，监管部门可

以随时查看全省多种复工复产数据统计，实时

掌握进度，满足快速复工的需要。

疫情之下，使用区块链技术赋能供应链金

融，也能够在助力中小企业复工复产方面发挥

积极作用。“具体说来，利用区块链技术可以有

效解决现有供应链金融体系中信用传递、信息

造假等痛点问题，加速盘活资金，提升服务效

为复工复产解除后顾之忧

疫情过后，区块链技术的发展方向如何？

董宁表示，区块链可能会迎来不少新的发展机

遇。一方面，未来区块链技术在横向的应用场

景上会有所拓展，这主要得益于人们对区块链

技术重视度的提高，以及在某些领域，疫情使

区块链技术从一般性需求变为刚性需求；另一

方面，疫情也促进了区块链技术与其他技术的

融合应用，比如未来 5G与区块链技术的融合。

中国知识产权发展联盟区块链专委会主

任赵伟也曾表示，这次疫情危机为区块链带来

了机会，未来区块链将在疫情防控、公共卫生、

公益事业领域发挥重要作用。区块链在构建

国家级的防灾应急指挥系统中，可能发挥基础

性的作用，而这也将带动区块链的快速发展。

危和机总是同生并存的，在迎来机遇的同

时，未来区块链发展也必将面临挑战。

中国发展战略学研究会副理事长、北京交

通大学教授王元丰曾撰文指出，区块链发展面

临三大挑战。首先是人才储备极为不足，国研

智库报告显示，中国真正具备区块链开发和相

关技能的人才非常稀缺，约占总需求量的 7%；

同时，目前区块链的应用太浅，甚至存在用偏

和用错的可能；此外，对区块链技术带来的社

会影响认识不深。区块链不仅仅是一种技术，

它可能对政治、社会和经济学基本理论产生深

刻影响。区块链网络的去中心化、公开透明，

完全基于规则，没有腐败的特点值得我们深思

和重视。

在董宁看来，未来区块链发展面临的挑

战，主要集中在针对行业特点的深度应用问题

上。在区块链技术的产业应用方面，大企业做

的更多的是通用平台，针对行业特点专门设计

的区块链发展相对滞后，区块链通用平台与具

体行业应用有差距。

机遇和挑战同生并存

率，为供应链条上的中小企业提供更多资金支

持，进而缓解一些中小企业复工复产面临的资

金困境。”董宁说。

此次疫情期间，区块链技术成功运用到了

供应链金融领域。2 月 7 日，北京市基于区块

链的供应链债权债务平台已正式上线，这一平

台通过区块链底层技术实现政府和国企采购

合同应收账款确权，并聚合融资担保、资产管

理等各类金融资源，为中小企业快速提供全方

位供应链金融服务。

在区块链技术和公证面前，诈捐问题有望

被“根治”。

“信任是社会捐赠中一个非常关键的因素。

目前中国社会组织的发展，有越来越多增进信任

的因素，但仍然不够。”清华大学公益慈善研究院

副院长贾西津说，区块链技术不可更改的“留踪”

特征，使它天然取向于信任机制。用区块链技术

建设公益捐赠信任平台，其意义不仅在现有能实

现的功能上，更是未来行为模式的方向。

以国内首个兼具“区块链技术”和“互联网

公证”功能的慈善捐赠溯源平台“善踪”为例。

进入“善踪”平台，捐赠方不仅能完成捐赠

信息上链，还能获得来自第三方机构——杭州

互联网公证处出具的存证证明。

平台内关键捐赠数据、发布需求均已上链

存证，包括平台发起方在内的所有人均无法对

链上数据进行篡改，保证信息与信息源的可查

可追溯，利于监管追责。

在中央财经大学互联网经济研究院副院

长欧阳日辉看来，区块链能保证数据不被篡

改、可追溯，但是不能保证上链信息本身的真

实性。区块链的数据源头是否具有真实性，需

要第三方背书。杭州互联网公证处为“善踪”

平台提供相应的“互联网+”公证服务，通过申

请出具存证证明的方式，对存证信息进行在线

校验，这从制度上保证了上链信息的真实性。

根治诈捐，区块链+公证“双护航”

从本质上说，房产交易与普通商品交易没什

么区别。但事实上，你在网上买一件商品，也许

不用提前验货，但是买房，你却是非先看不可。

此次疫情无疑让房地产销售受到了巨大影

响，但是 VR（虚拟现实技术）结合线上销售似乎

成为一股清流，不仅延续了消费者看房的念想，

也在很大程度上为房产商品在疫情期间刷了一

把存在感。那么，当 VR 技术牵手房产销售，能

碰撞出怎样的火花呢？

不去现场就能看房，VR做到了

疫情期间，人工智能应用场景海量落地，既

助力了抗疫也助力了自身生存发展，VR 同样不

甘落后。房企不失时机地将营销创新转向“线上

营销”，通过自建线上营销平台，引导消费者利用

VR看房或者体验 VR沉浸式样板房。

VR 利用计算机生成交互式三维动态视景，

为使用者提供关于视觉、听觉、触觉等感官的模

拟，让使用者如身临其境一般，自由地观察三维

空间内的事物并与之进行交互。

“用户可以通过佩戴 VR 设备（比如 HTC

VIVE 头盔等）在虚拟场景中实现对房屋的漫游

参观、交互等效果，交互内容包括样板房的空间、

家具的选型、墙壁贴纸颜色的变化与选择、照明

灯具的遴选和更换等等。”内蒙古鄂尔多斯市政

协委员、内蒙古自由极客数字科技技术负责人徐

丽萍告诉科技日报记者。

记者在自由极客技术工作室体验了 VR 看

房后发现，在短短几分钟的交互过程中，房屋的

户型、结构、大小都可直观快速掌握，用 VR 手柄

可以对样板间的装修风格、家具、灯具进行更换，

确有身临其境之感。

徐丽萍介绍，目前国内除了这种交互式体验

看房外，“360 全景看房”“720 全景看房”等也颇

受青睐。“这些全景看房打造的虚拟交互环境并

不是通过三维建模的方式构建，而是通过全景照

片的方式构建，通常可以把一个场景的前后左右

一览无余地‘推’到观者的眼前，实现无任何死角

的场景视觉展示。”

相比之下，交互式体验技术更为先进，但成

本较高，而“全景看房”技术则因物美价廉而应用

较多，同时由于其观看内容是根据真实场景拍摄

相片拼接而成，因此更接近真实场景。

靠虚拟体验促成交易，有点难

VR看房能否促成商品房交易？记者在呼和浩

特市某楼盘销售中心随机采访了前来看房的市民。

55 岁的乔辉表示：“购房是一个家庭最大的

消费支出，而且房子是终身使用的商品，不到房

子里看个仔细就花钱买房，那不现实。”

“VR 看房是一种时尚，我个人比较喜欢，但

是最终要决定出手买房，还是要去实地看房的，

VR看房只能是个补充。”28岁的赵鹏翀说。

徐丽萍认为，VR 看房在给予用户全新体验

和看房参考方面已经足够了，但要取代传统销售

模式，尚需时日。

业内人士坦言，VR 看房有非常好的体验

感，但是由于数字模型样板间采用材质贴图、灯

光渲染、校色调光等后期美化，有“美颜”的嫌疑，

使得其与实际的房子有一定出入。其次，购房这

类大宗交易，仅靠 VR 看房就拍板决定，不太现

实，买房不仅涉及户型、大小、朝向、装修风格，还

要综合考虑地产项目区位、社区配套、生活配套、

周边环境、交通等因素。

VR 看房虽然很难让购房者直接拍板下单，

但却不失为一个很好的房屋销售强“助攻”。徐

丽萍说：“国内的 VR 升级换代速度很快，例如目

前最先进的沉浸式 VR 交互看房，不仅能看，而

且还可以通过家具搭配、颜色调配等交互手段随

心搭配装修风格，让消费者无形中对地产项目有

了更多好感，激发购房者的消费冲动，可以说是

未来潜在客户引流的有效技术手段。”

尽管 VR 看房被炒得火热，但尚未形成一整

套商业应用体系，事实上，目前房地产行业应用

虚拟现实技术，仅是多了一种营销方式，要取代

实地看房，要走的路还很长。

正如业内专家比喻的那样：实体样板间就像

我们吃的正餐，而 VR 样板房则相当于饭后甜

点，对于喜欢甜点的人来说，它是加分的，但我们

都不会因为有了甜点就放弃正餐。

仅给消费者提供新鲜体验和购房参考

VR看房：叫好不叫座，只能当“助攻”
本报记者 张景阳

4 月 26 日是第 20 个世界知识产权日。结合“为绿色未来而创新”的

世界知识产权日主题，着眼当前疫情防控形势，今年全国知识产权宣传周

活动的主题为“知识产权与健康中国”。

正如国家知识产权局局长申长雨在 2020 年全国知识产权周启动仪

式上所说，知识产权与人类健康有着密切关系——通过加大知识产权保

护力度，可以促进医疗行业创新发展，研发更多创新药和精密医疗器械，

提高救治能力和水平；通过更好地保护传统中医药，能够发挥其在医疗救

治和疾病预防中的独特作用……

“专利可以帮助我们走得更远，创新药的自主知识产权研发，除了可

以帮助企业增强民族自豪感外，更多的是可以让广大国民使用上更安全

更有保障的药品。”北京康辰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王锡娟不止一次动

情地表示。

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国家一类止血新药产品“苏灵”是康辰药业的第

一个“孩子”。它的上市一举打破了该领域长期被国外产品垄断的局面。

目前，该公司在研的两种抗肿瘤创新药 KC1036和 CX1003已获得全球 12

个国家和地区的发明专利授权。

一大批像康辰药业这样的创新主体，正在用行动书写知识产权与健

康中国的故事。

成都康弘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康弘药业）同样把知识产

权保护作为企业创新发展的先决条件。

走进康弘药业位于四川成都的总部，展览台前展示着多种由康弘研

发生产的药品，而在这些创新药品背后都有知识产权作为支撑：全球新一

代抗 VEGF 融合蛋白——康柏西普眼用注射液“朗沐”拥有 33 件中国发

明专利授权；国内首个完成系统评价的抗抑郁中药——舒肝解郁胶囊拥

有 9件中国发明专利授权……

“中国医药企业一直以来面临的最大竞争是仿制药同质化，如果要形

成长期发展的核心竞争力，就必须做创新产品，尤其是具有自主知识产权

的创新产品。”康弘药业董事长柯尊洪说。作为国内创新药企的代表，康

弘药业将营业收入的 12%投入到研发。

“中医药传统知识是中药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我国珍贵的原创

知识产权资源，推进健康中国的建设，知识产权保护不可或缺。”中国工程

院院士、天津中医药大学校长张伯礼强调。

这也正是江苏康缘药业股份有限公司等中医药企业的目标。“在立足

自主创新的同时，我们高度重视知识产权工作，用知识产权铸造发展利

器。”康缘药业董事长肖伟说，该公司已形成一个以专利保护为主体、以商

标保护和商业秘密保护为两翼、以行政保护为重要补充的全面的、复合型

的中药知识产权保护结构体系，针对药物发现、临床前开发、药物临床试

验以及药品上市后的整个药物研究与开发的全过程，对产品组方、活性成

分、质控方法、制剂及新的医药用途等方面实施全方位的专利保护和布

局，形成产品专利保护树，进一步稳固主要核心产品市场地位。

新药研发中的知识产权密码

近日，北京市商务局二级巡视员丁剑华在电商平台上客串了把主

播。他在直播间的主要任务，就是为北京的老字号们“喊一嗓子”。

“直播间的‘宝宝’们好！”丁剑华特意穿了长褂以配合“老字号”主

题。现场，他掌勺用老字号同和居研发的半成品菜做了道干烧黄花鱼。

这场直播，开播仅 1小时就引来 78万网友观看。

让商务局官员带货的北京老字号们，其实自己也正在互联网上寻求

新出路。

之前，内联升鞋业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程旭一直觉得，直播像是批发市

场里的导购卖货，有点“low”。

但最近几年，直播业态已经发生变化，越来越多的消费者，习惯于边

听主播介绍边买。内联升也产生过试水直播的念头，但因为需求并不紧

迫，也就没提上议事日程。

今年年初的新冠肺炎疫情打乱了这家老字号原本的步调，线下门店

关了，他们把目光投向了直播，紧急组建了直播团队。2 月 26 日，内联升

第五代传承人、北京市西城区非遗传承人任晨阳担纲主播，为直播间的观

众介绍了 90 余道纯手工工序制作的“千层底”布鞋。在直播社区，内联

升是个新手，第一场直播没有太多人看，但还是带来了 3000 多元的成交

额。程旭意识到，原来直播真不是干吆喝。

内联升的直播就这么常态化开展了起来，主播就是线下店铺的导购。

公司想锻炼他们的直播能力和运营能力，也想把自己的粉丝群建起来。

粉丝运营，也是这家老字号在疫情后的新重心。疫情让大家达成共

识，老顾客的复购，是线下流量骤减时企业渡过难关的重要支撑。私域流

量，也要好好经营。

相比之下，百岁吴裕泰的粉丝运营做得更早。

吴裕泰算是老字号中的互联网老玩家。2013年，它就入驻了电商平

台，尝试了电商的很多玩法。2019年，吴裕泰实现线上销售额近1亿元。“幸

亏布局早，在疫情中我们相对压力也小一些。”吴裕泰电商总经理郑艳说。

拥抱电商后，这家百年老字号开始用数字化思维看待增长，其电商店

铺的粉丝量从过去的 20多万增长到现在的近 55万。

线下店铺一定会遇到一个问题：客人买过一次茶叶就走了，他什么时

候再来？不知道，只能等。但在线上，消费者的相关信息就沉淀在他们的

数据池里，团队可以根据用户的消费喜好、产品购买逻辑，主动去做推送

和服务。

有了数据，他们有了更清晰的用户画像，也以此为指导，开发出更受

年轻人欢迎的新品。郑艳介绍，吴裕泰此前推出的新品桂花乌龙迅速成

为店铺月销量排行第二的产品，仅次于一款经典的茉莉花茶。

客户在哪里，店就要开到哪里。去年下半年，发现年轻人都爱看直

播，吴裕泰也开起了直播。疫情期间，他们将直播频次从以前的一周一两

次提升到一周五到六次。之前，店铺直播销售仅占电商销售额的 1%到

2%，如今提升到 15%。

“商家们在疫情下的数字化探索，带动了整个消费经济的增长及相关

产业就业。”丁剑华在走下直播间后表示，未来商务局也要充分激发老字

号的零售新活力，满足不断更迭的新消费需求。

老字号谋新路，网上刷出存在感

本报记者 操秀英

疫情之下疫情之下，，区块链向上区块链向上

本报记者 张盖伦

一方面，未来区块

链技术在横向的应用

场景上会有所拓展，在

某些领域，疫情使区块

链技术从一般性需求

变为刚性需求；另一方

面，疫情也促进了区块

链技术与其他技术的

融合应用。

本报记者 马爱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