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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块链
可信仓库：区块链+AIoT，推动供应链管理加速落地
事件：近日，易见股份在北京召开的“可信供应链金融科技创新研讨会”上
正式发布了“可信数据池”和“可信仓库”两款基于区块链和物联网技术的
新产品，并分享了基于这两款产品的供应链贸易管理及供应链金融解决方案
和产业实践经验。今年上半年，腾讯云区块链供应链金融（仓单质押）解决
方案获评“CITE2019 区块链优秀解决方案”。区块链结合物联网等技术，
加速推动应用落地。
区块链够确保数据可信，但供应链金融中依然存在两大痛点。区块链上的数
据具有防篡改的特点，通过对历史数据的分析，贸易溯源、数据可信都得到
了一定的保障。然而，这并不解决所有的问题——在实际落地中，还存在两
大核心痛点：1）企业数据“上链”，形成对金融机构的防篡改可追溯的信
任数据，但企业必然存在数据隐私的顾虑，无论是核心企业还是供应商，将
核心数据上链，对融资方形成不可篡改、可追溯可查的数据链，企业难免担
心数据会暴露于外部风险之中；2）在供应链贸易中，链上数据的确可信，
但链下的实体贸易和货物流转是否真实，构成了供应链中的 “最后一公里”
痛点。
以区块链为基础平台，结合物联网、AI 等技术解决贸易全流程可信，是行
业发展的大方向。今年 7 月，银保监会向各大银行、保险公司下发《中国银
保监会办公厅关于推动供应链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指导意见》，意见提出鼓
励银行保险机构将物联网、区块链等新技术嵌入交易环节。以区块链为基础，
结合物联网、AI 等技术，才能够更好推动落地，服务实体经济。
以易见股份、腾讯为代表的行业公司，积极探索区块链与物联网、AI 和 5G
等技术融合，推动区块链在金融、社会服务等领域应用落地。易见股份发布
了“可信数据池”和“可信仓库”两款基于区块链和物联网技术的新产品，
积极探索供应链金融应用落地。近日，易见股份正式发布了“可信数据池”
和“可信仓库”两款基于区块链和物联网技术的新产品，可信数据池和可信
仓库分别解决链上数据安全透明、实体货物流转真实可信两大痛点，推动区
块链在供应链金融领域应用落地。以易见股份、腾讯等公司为代表，将区块
链与物联网、AI 等技术充分融合，推动在金融、民生等场景中应用落地，
服务实体经济和社会应用，为区块链应用落地探索出新的方向。
推荐主线：我们认为以区块链为基础平台，结合物联网、AI 和 5G 等技术，
将会积极推动区块链在供应链金融、民生服务、存证信息管理和电子政务等
场景加速落地。我们推荐以下三条主线上的区块链服务企业。标的方面，我
们继续推荐以下三条主线上的区块链服务标的：
1、 金融服务。（1）供应链金融：易见股份、四方精创、海联金汇；（2）
金融安全、区块链资产硬件存储：卫士通、格尔软件、飞天诚信；
2、 民生服务。（1）电子发票、支付：东港股份、广电运通；（2）电子认
证：数字认证；（3）版权服务：安妮股份。
3、 政务场景：华宇软件。
风 险提示：监管政策不确定性、区块链基础设施开发不达预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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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区块链+AIoT，推动供应链金融落地应用
事件：近日，易见股份在北京召开的“可信供应链金融科技创新研讨会”上正式发布了
“可信数据池”和“可信仓库”两款基于区块链和物联网技术的新产品，并分享了基于
这两款产品的供应链贸易管理及供应链金融解决方案和产业实践经验。今年上半年，腾
讯云区块链供应链金融（仓单质押）解决方案获评“CITE2019 区块链优秀解决方案”。
以易见股份、腾讯为代表的行业公司，积极探索区块链与物联网、AI 和 5G 等技术融合，
解决供应链行业两大核心痛点，推动供应链金融加速“上链”
。
区块链够确保数据可信，但供应链金融中依然存在两大痛点。区块链上的数据具有防篡
改的特点，通过对历史数据的分析，贸易溯源、数据可信都得到了一定的保障。然而，
这并不解决所有的问题——在实际落地中，还存在两大核心痛点：1）企业数据“上链”
，
形成对金融机构的防篡改可追溯的信任数据，但企业必然存在数据隐私的顾虑，无论是
核心企业还是供应商，将核心数据上链，对融资方形成不可篡改、可追溯可查的数据链，
企业难免担心数据会暴露于外部风险之中；2）在供应链贸易中，链上数据的确可信，但
链下的实体贸易和货物流转是否真实，构成了供应链中的 “最后一公里”痛点。
图表 1：区块链应用于供应链金融中的两大核心痛点

资料来源：国盛证券研究所

以区块链为基础平台，结合物联网、AIoT 等技术解决贸易全流程可信，是行业发展的
大方向。今年 7 月，银保监会向各大银行、保险公司下发《中国银保监会办公厅关于推
动供应链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指导意见》，意见提出鼓励银行保险机构将物联网、区块链
等新技术嵌入交易环节。区块链与 AIoT 等技术结合，线上线下联动是行业发展的大方
向。今年，区块链创新成果评选结果在第七届中国电子信息博览会（C ITE 2019）上公
布，腾讯云区块链供应链金融（仓单质押）解决方案获评“CITE2019 区块链优秀解决方
案”。该方案将腾讯云区块链技术与仓单质押融资场景充分融合，结合智能仓储、智慧物
联网、人工智能、大数据分析等技术能力，有效解决传统仓单质押融资过程中的身份信
任、风险管控以及效率低下等问题。区块链作为防篡改、可追溯的数据库账本，能够确
保数据链条的真实可信；但线上线下结合单独靠区块链技术难以独立解决。通过与物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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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AI 等技术相结合，完成线上线下的深度绑定，是的货物流转、数据链条、信用传递
透明化，进一步促进供应链融资便利，提升效率。
图表 2：仓单质押融资中，仓库货物有效管理是核心痛点

图表 3：腾讯云区块链供应链金融（仓单质押）业务流程

资料来源：央广网、国盛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央广网、国盛证券研究所

易见股份发布了“可信数据池”和“可信仓库”两款基于区块链和物联网技术的新产品，
积极探索供应链金融应用落地。早在 2016 年，易见股份作为国内首批落地区块链技术
的供应链金融领域应用企业之一，与 IBM 中国研究院合作研发了基于区块链技术的供应
链金融平台——“易见区块”，并于 2017 年 4 月首次上线，截至 2019 年 10 月底，
该平台服务涉及制造、医药、物流、大宗、航空、地产等近十余个行业。2019 年 11 月
16 日，易见股份在北京召开的“可信供应链金融科技创新研讨会”上正式发布了“可
信数据池”和“可信仓库”两款基于区块链和物联网技术的新产品，并分享了基于这两
款产品的供应链贸易管理及供应链金融解决方案，和产业实践经验。根据发布会和公司
官网信息，可信数据池和可信仓库分别解决以下痛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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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信数据池”解决链上数据安全痛点：
针对金融机构普遍关心的交易数据透明、真实性、可溯源以及企业关心的数据安全
等问题，公司研发了“可信数据池”产品。
“可信数据池”具有以下特点：一是数据
安全可控，企业拥有数据所有权，商业伙伴获得数据访问授权后方可访问数据，数
据操作行为均被完整记录；二是共享数据实时一致，基于区块链的共识机制，企业
及其商业伙伴共同维护一个共享账本；三是数据共享网络自管理，独特的“合作伙
伴功能”支持企业根据业务发展自主建立和管理业务群组，并在群组内以点对点方
式完成数据共享。我们可以这样理解，企业数据依然在企业网络内部流转，通过区
块链来记录数据链条，形成的贸易数据池如何做到可信呢？金融机构融资链与企业
可信贸易数据链之间做交互，在授权许可情况下可以对贸易数据链进行审计，来追
溯检查数据历史录入情况，在确保数据安全可控和防篡改。
“可信数据池”在供应链
金融领域的应用中，通过核心企业贸易链解决了企业自身数据安全可控的痛点，金
融机构融资链利用区块链确保数据防篡改、可追溯，促进中小供应商融资便利，优
化供应链信用传递。截止 2019 年 11 月，公司可信数据池中存证的可信贸易金额
达到 150 多亿人民币。



“可信仓库”解决动产融资中仓库监管痛点：
针对动产融资过程中金融机构担心的动产不可见、监管难、权属不清、重复质押等
问题，公司开发了“可信仓库”产品，将物联网、人工智能和区块链技术深度融合
用于仓库监管。该产品通过对仓库进行智能化升级改造，形成一套可信仓库管理系
统，支持金融机构实现远程实时盘点，出入库控制等，并实现仓单与货物一一对应。
简单说，我国仓库货物管理还处于较初级阶段，货物的复杂性、多样性给仓库管理
带来很多漏洞，能够对仓库进行全程实时监管，做到“滴水不漏”
，才是金融机构的
核心需求。
“可信仓库”将库内实物资产数字化，使实物资产的交易、流转均以数字
请 仔细阅读本报告末页声明

股票报告网整理http://www.nxny.com

2019 年 11 月 18 日
资产的形式完成，是大宗商品进入数字化时代不可或缺的基础设施。
“可新仓库”不
仅仅是一套智能仓管系统，而是面向金融机构动产融资核心痛点的一套解决方案。
在实际应用用，传统的单一技术手段监管难以做到“滴水不漏”
，而利用区块链、
AI 等技术，仓库货物真实性得到充分保障，解决了金融机构在动产融资过程中的货
物监管难题，进一步促进供应链金融的实效性。2019 年 5 月，“可信仓库”实验
仓完成阶段性研发，并启动落地试点；2019 年 7 月“数字云南”区块链国际论坛
上，易见股份与云南农垦集团、农发行云南省分行进行了全面合作协议签约，将围
绕可信仓库、农产品交易以及金融服务等方面，共同打造“云南农业供应链管理服
务平台”。
图表 4：易见股份新发布的可信数据池解决数据安全、可信痛点

图表 5：易见股份可信仓库将物联网、AI 和区块链技术深度融合用于仓管

资料来源：公司官网、国盛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公司官网、国盛证券研究所

结合以上行业信息，我们认为以区块链为基础平台，结合物联网、AI 和 5G 等技术，将
会积极推动区块链在供应链金融、民生服务和政务等场景加速落地。我们推荐以下三条
主线上的区块链服务企业。
1、金融服务。
（1）供应链金融：易见股份、海联金汇；
（2）金融科技：四方精创；
（3）
金融安全、区块链资产硬件存储：卫士通、飞天诚信。
2、民生服务。（1）电子发票、支付：东港股份、广电运通；（2）电子认证：数字认证；
（3）版权服务：安妮股份。
3、政务场景：华宇软件。

风险提示
监管政策不确定性。目前区块链处于发展初期，全球各国对区块链技术、项目融资和代
币的监管都存在一定不确定性，因此行业公司项目发展存在不确定性。
区块链基础设施开发不达预期。区块链是解决供应链金融和数字身份中核心技术，目前
区块链基础设施尚不能支撑高性能网络部署，去中心化程度和安全都会对高性能存在一
定的牵制，区块链基础设施存在开发不达预期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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