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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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I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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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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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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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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票报告网整理http://www.nxny.com



 2019 年 11 月 18 日 

P.6                                   请仔细阅读本报告末页声明 

 

 

免责声明  

国盛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具有中国证监会许可的证券投资咨询业务资格。本报告仅供本公司的客户使

用。本公司不会因接收人收到本报告而视其为客户。在任何情况下，本公司不对任何人因使用本报告中的任何内容所引致

的任何损失负任何责任。 

本报告的信息均来源于本公司认为可信的公开资料，但本公司及其研究人员对该等信息的准确性及完整性不作任何保证。

本报告中的资料、意见及预测仅反映本公司于发布本报告当日的判断，可能会随时调整。在不同时期，本公司可发出与本

报告所载资料、意见及推测不一致的报告。本公司不保证本报告所含信息及资料保持在最新状态，对本报告所含信息可在

不发出通知的情形下做出修改，投资者应当自行关注相应的更新或修改。 

本公司力求报告内容客观、公正，但本报告所载的资料、工具、意见、信息及推测只提供给客户作参考之用，不构成任何

投资、法律、会计或税务的最终操作建议,本公司不就报告中的内容对最终操作建议做出任何担保。本报告中所指的投资

及服务可能不适合个别客户，不构成客户私人咨询建议。投资者应当充分考虑自身特定状况，并完整理解和使用本报告内

容，不应视本报告为做出投资决策的唯一因素。 

投资者应注意，在法律许可的情况下，本公司及其本公司的关联机构可能会持有本报告中涉及的公司所发行的证券并进行

交易，也可能为这些公司正在提供或争取提供投资银行、财务顾问和金融产品等各种金融服务。 

本报告版权归“国盛证券有限责任公司”所有。未经事先本公司书面授权，任何机构或个人不得对本报告进行任何形式的发

布、复制。任何机构或个人如引用、刊发本报告，需注明出处为“国盛证券研究所”，且不得对本报告进行有悖原意的删节

或修改。 

分析师声明  

本报告署名分析师在此声明：我们具有中国证券业协会授予的证券投资咨询执业资格或相当的专业胜任能力，本报告所表

述的任何观点均精准地反映了我们对标的证券和发行人的个人看法，结论不受任何第三方的授意或影响。我们所得报酬的

任何部分无论是在过去、现在及将来均不会与本报告中的具体投资建议或观点有直接或间接联系。  

投资评级说明  

投资建议的评级标准  评级  说明  

评级标准为报告发布日后的 6 个月内公司股价（或行业

指数）相对同期基准指数的相对市场表现。其中 A 股市

场以沪深 300 指数为基准；新三板市场以三板成指（针

对协议转让标的）或三板做市指数（针对做市转让标的）

为基准；香港市场以摩根士丹利中国指数为基准，美股

市场以标普 500 指数或纳斯达克综合指数为基准。 

股票评级 

买入 相对同期基准指数涨幅在 15%以上 

增持 相对同期基准指数涨幅在 5%~15%之间 

持有 相对同期基准指数涨幅在-5%~+5%之间 

减持 相对同期基准指数跌幅在 5%以上 

行业评级 

增持 相对同期基准指数涨幅在 10%以上 

中性 相对同期基准指数涨幅在-10%~+10%之

间 

减持 相对同期基准指数跌幅在 10%以上 

 

国盛证券研究所  

北京  上海  

地址：北京市西城区平安里西大街 26 号楼 3 层 

邮编：100032 

传真：010-57671718 

邮箱：gsresearch@gszq.com 

地址：上海市浦明路 868 号保利 One56  1 号楼 10 层 

邮编：200120 

电话：021-38934111 

邮箱：gsresearch@gszq.com 

南昌  深圳  

地址：南昌市红谷滩新区凤凰中大道 1115 号北京银行大厦 

邮编：330038 

传真：0791-86281485 

邮箱：gsresearch@gszq.com 

地址：深圳市福田区福华三路 100 号鼎和大厦 24 楼 

邮编：518033 

邮箱：gsresearch@gszq.com 

 
 

股票报告网整理http://www.nxny.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