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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块链将与其他新基建结合
推动中国经济发展
“区块链本身是数字经济

时代的基础设施。”对于“官
宣”，马小峰并不感到意外。
他解释道，“例如 BSN 区块链
服务网络是由国家信息中心、
中国银联和中国移动等部署
推出的全国性区块链服务基
础设施平台。另外，目前各个
行业都在尝试适合自己的行
业区块链解决方案。 金融领
域，银行间、保交所、票交所等
都开始逐渐形成一批具有特
色的行业链，同业之间进行数
据交换、清算协同发展。司法
领域，互联网法院和公证处之
间也有多条成熟的链在进行
行业协同。这些行业链可以
算是各个行业的基础设施，同
时未来还可实现行业链跨链
互通。”

马小峰认为，数据已经被
国家定义为新的生产要素，因
此数据的合规和交易也会被提
上日程。区块链可以帮助实现
分布式数据共享，解决建立传
统大数据中心数据库的难题，
例如，汇聚来的数据是否实时
和可信；数据泄露和安全责任
问题；数据所有权问题等。

基于区块链的工业互联
网/物联网专网可以从源头上
解决数据传输的可信问题，再
结合其他项技术和审查机制，
可以将整个工业互联网/物联
网采集的数据进行增信，推动
可信、合规数据的分析、流通和
交易，可信的物联网数据能有
效支撑智慧城市、金融科技、航
运物流、节能环保等各个应用
场景，是重要的基础设施。

新基建带来的公开透明
将提高整个产业链效率

新风口当前，各领域该如
何摆脱传统思维的桎梏，迎接
新基建带来的机遇呢？

“新基建对现有的产业链
和商业模式存在的根基将产生
巨大冲击，也会带来新的机遇。”
马小峰认为，在线经济是借助人

工智能、5G、互联网、大数据、区
块链等智能交互技术，与现代生
产制造、商务金融、文娱消费、教
育健康和流通出行等深度融
合，具有在线、智能、交互特征
的新业态新模式。互联网时代

推动了线上经济，新基建会升
级线上经济业态，解决互联网
上很难解决的信任问题、数据
资产确权和保护问题、数字资
产流通和交易问题等。

马小峰举例道，“例如区块

链带来可信的线上经济商业模
式，去中介化使得很多以前中
间商的获利空间大大减少，真
正进入一个靠技术和制度规范
塑造的诚信商业空间。”

在马小峰看来，新基建通
过5G、物联网等技术更进一步
推动线上经济和实体经济的
融合，进而推动实体经济企业
运营和产业链的优化，例如，
区块链+物联网可以解决中小
微企业融资难和贵的问题；新
基建带来的公开透明使得产
业链更加扁平化和网络化，提
高整个产业链的效率。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
记者 易弋力

问：周一沪指高开，盘中冲
高回落，收盘上涨，你怎么看？

答：在银行股的带动下，市
场早盘快速走强，不过由于市
场缩量，题材股表现较弱，多只
高位个股继续大跌，所幸北上
资金继续净流入超 50 亿元。
截至收盘，两市涨停 46 只，跌
停44只。技术上看，沪深股指
盘中一度收复5日、10日均线，
但最终均收出十字星K线，而
两市成交环比萎缩近700亿元；
60分钟图显示，各股指继续失

守5小时均线，沪深股指60小
时均线也得而复失，60 分钟
MACD指标白线也回到零轴之
下，表明转弱仍在继续；从形态
来看，由于成交不济导致短期
市场即使出现上攻也会再陷入
调整，从笔者的技术模型来看，
沪指从2854点开始的调整第一

波仍未结束，预计还将持续到五
一放假前，因此在技术指标尚未
修复前仍不宜过于激进，操作上
仍应耐心等待，多看少动。

资产：周一按计划持股。目
前持有中国中期（000996）25万股，
华数传媒（000156）6万股，长信科
技（300088）20万股。资金余额
11104255.58 元 ，总 净 值
15475355.58元，盈利7637.68%。

周二操作计划：华数传
媒、长信科技、中国中期拟持
股待涨。 胡佳杰

白 杰 品 股

新基建·新未来
同济大学区块链研究院院长马小峰：

区块链有助可信的线上商业模式形成
4月20日，国家发改委召开新闻发布会，明
确了近期被热议的新基建范围，区块链正

式位列新型基础设施中的信息基础设施。这也意
味着，区块链建设将跑出加速度。

4月23日，同济大学区块链研究院院长、
上海区块链技术研究中心主任马小峰在接受
封面新闻记者专访时表示，在区块链的隐私
保护技术下，新型线上商业模式将涌现出来。

马小峰。

四川首创“税电指数”模型
服务经济社会发展大局

四 川
省税务局
开展消费
扶贫，为定
点帮扶村
企解困。

小粉条中显大爱
四川税务购买20余万元粉条助企业克疫情难关

“由于疫情对餐饮行业的
影响，我们公司生产的红薯粉
条严重滞销，资金周转也出现
了不小问题，十分感谢省税务
局在我们最困难的时候帮助
我们销售产品，渡过难关，重
新焕发生机。”宜宾市顶古山
薯业有限公司总经理崔秀荣
激动地说。

据悉，该公司是国家税务
总局四川省税务局定点帮扶
村宜宾市高县复兴镇治安村
的一家粉条生产企业，由 2 名
四川大学毕业生怀着初心与
担当返乡创办，是带动治安村
脱贫致富的支柱企业。创业
以来，该公司以供应连锁中餐

酒楼和食堂为主要销售渠道，
但今年由于疫情的影响，该公
司从1月24日至4月初的2个
多月都无法通过销售产品回
款，公司经营面临巨大困难。

疫情发生后，四川省税务
局派驻治安村第一书记刘宁同
志主动到企业了解生产经营情
况，在得知企业面临因疫情产
品严重滞销问题后，变身“推销
员”，一方面，及时向四川省税
务局机关党委汇报企业困难；
一方面，和企业共同研究策划
促销方案和宣传资料，联系对
接商超，积极开展自救。在他
的努力推动下，全省税务系统
单位食堂迅速行动起来，购买

滞销粉条，开展消费扶贫。同
时，他还在机关党建群、机关志
愿者群和微信朋友圈中发出倡
议，发动干部职工和亲朋好友
开展以购代捐活动，积极支持
企业复工复产，助推定点帮扶
村脱贫攻坚工作。截至目前，
全省税务系统单位和职工已购
买粉条20余万元，顶古山粉条
也即将进驻宜宾最大超市，有
效解决了企业滞销难题，助力
企业渡过疫情难关。

“我们将满怀感恩，承载
着这份大爱，主动承担更多社
会责任，不忘初心，为当地经
济发展作出更多的贡献。”崔
秀荣说道。

据了解，近年来，国家税
务总局四川省税务局高度重
视定点扶贫工作，紧紧围绕

“两不愁、三保障”总体目标，
坚持问题导向，下足“绣花”功
夫，用心用力用情改善贫困地
区面貌、贫困群众生活，在打
赢精准脱贫攻坚战中贡献了
四川税务力量。
张洁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

记者 刘旭强

“从税电指数来看，成都
英特尔、成都仁宝、成都纬创
和中电熊猫4户企业复工复
产情况较好……”透过国家
税务总局四川省税务局联合
国网四川省电力公司构建的
税电复工指数、税电复产指
数（以下简称“税电指数”）模
型，反映企业正逐步走出疫
霾，生产经营有序恢复，经济
社会加快走向平稳。税电指
数模型作为新冠肺炎疫情发
生后，四川首创的监测分析
工具，在助推企业复工复产，
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经济社
会发展方面发挥了重要作
用。

据四川省税务局相关负
责人介绍，这是基于税务部
门增值税发票开票数量及开
票金额数据表征企业经营活
动强度、国家电网的用电数
据表征企业生产运转强度，
而融合构建的一个数据模
型，能及时准确监测分析各
地区、各企业的生产销售情
况，全面客观反映各产业、各
行业的生产效能情况，对推
进企业复工复产有较强参考
价值。

最新一期“税电指数”分
析数据显示，税电复工、复产
指数分别 98.7%和 107.5%，

反映全省企业生产经营总体
步入正轨。其中，复工率最
高 的 是 大 中 型 商 业 企 业
111.3%，复工率最低的是大
中型工业企业 94.8%；复产
率最高的是小微型工业企业
126.2%，复产率最低的是小
微型商业企业90.3%。

四川省税务局相关负责
人表示，实践证明税电指数
模型具有广阔的运用前景，
当前税务部门、电力公司正
着力将税电指数模型升级
为“经济景气度税电指数”
模型，综合运用增值税购进
发票信息、企业用电信息和
增值税销售发票信息，从
购、产、销全环节构建更加
完善的税电指数指标，结合
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
成德眉资同城化等区域发
展战略，从地区、行业、企业
类型、企业规模等维度，从
工业（制造业）、商业、现代
服务业以及五大优先发展
产业等重要产业领域，构建
税电指数二级指标体系，拓
展增值运用，全方位反映经
济社会运行情况，反映经济
景气度，更好推动经济社会
高质量发展。
何宏福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

记者 刘旭强

耐心等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