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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行业积极布局区块链技术
区块链应用在司法领域完成价值验证
2018 年 2 月，广州仲裁委基于“仲裁链”出具了业内
首个裁决书，而记者昨日从相关渠道获悉，该“仲裁链”是
由微众银行联合广州仲裁委、杭州亦笔科技三方基于区块
链技术搭建，
截至目前已经稳定运行 5 个多月。
青年报记者 孙琪

■关注

17 岁浙江少年高空坠落
险企派直升机助其转运至上海
青年报记者 孙琪

多项区块链技术落地银行业
据悉，微众银行早在 2016 年就
开始探索区块链技术。2016 年 5 月，
微众银行联合 20 多家机构发起成立
了金融区块链合作联盟（深圳），
着力
推动区块链技术研发和应用落地。
目前，金链盟成 员 已 扩 充 至 六 大 类
行业、近 80 家机构。而广州仲裁委
的
“仲裁链”
参与方微众银行及杭州
亦笔科技均是金链盟的成员，FISCO BCOS 为金链盟基于 BCOS 平台为
金融行业量身定制的开源区块链底
层平台。微众银行相关人士介绍，
区块链因其本身具备不可篡改、可
追溯特征，与存证有着天然的结合
点，存证也因此成为区块链应用的
典型场景之一。首份裁决书的诞

本报讯 记者昨日从中国人保财
险上海分公司获悉，
为救护浙江一位
高空坠落的
17
岁少年来沪治疗，
该
生，标志着区块链应用在司法领域
公司与金汇通航快速协调启动公益
的真正落地并完成价值验证。此次
救援，
进行直升机空中转运，
3 月 10
仲裁实践，证实了通过区块链分布
日仅用时
88
分钟，
就助该患者从横
式存储、
加密算法等特点，
为司法提
店抵达上海。
供真实透明、可追溯的实时保全数
据 悉 ，3 月 7 日 下 午 ，浙 江 一 名
据的做法行之有效；
同时，
展示了区
17 岁少年不慎高空坠落，在金华市
块链在精简仲裁流程，
节省各参与方
东阳市横店镇文荣医院进行了开颅
成本上的巨大价值；
也为司法机构应
手术，
后需转院至上海长征医院进一
对日益增长的仲裁诉求，
提供了高效
步治疗，
320 公里的路程若用地面救
可行的新方向。
护车转运需要近
4 个小时，
患者家属
作为创新领域最受关注的话题，
考虑到路途颠簸等因素，
想用直升机
区块链技术备受金融行业关注，
国内
转运，
于是拨打了金汇通航空中 120
众多银行更是早早嗅到区块链技术
救援热线。考虑到该名患者家庭条
能为银行业带来的良好前景，
近几年
加紧以多种方式积极布局区块链技
术，
已有多项技术应用陆续落地。

有效盘活应收账款难题
今年 2 月，
中国国家知识产权局
公布的一份文件显示，
中国银行于去
年 9 月 28 日首次提交了一项名为
“一
种区块链数据压缩方法及系统”
的专
利申请，
其目的是解决区块链交易系
统数据不断增长导致存储空间紧张
的问题，并提供区块链数据压缩方
法。而中信银行去年就上线了基于
区块链的国内信用证信息传输系统
（一期），
这是国内银行业首次将区块
链技术应用于信用证结算领域。
而浙商银行相关人士告诉记者，
该行 2017 年以来，聚焦企业应收账
款管理困扰，
运用区块链技术打造了
应收款链平台，
不仅帮助企业盘活趴
在账上的大量应收账款，
也为
“流动
性服务银行”增添了新的内涵。
“登

记/确认手续繁琐、
账期长短不一、
质
押杠杆率高以及卖卖双方的不均势
等问题，
严重制约着应收账款流转，
进而影响企业的流动性。
”
浙商银行
科技部需求设计中心总经理助理臧
铖说，
“区块链技术具有去中心化、
公
开透明、智能合约和不可篡改的特
性，
可以有效解决这些问题，
使盘活
应收账款成为可能。
”
不过，
业内人士指出区块链技术
在应用整体上仍处于探索阶段，
该技
术尚存在缺陷和限制，
对国内金融机
构来说，
在选择区块链技术的应用场
景时，
更应结合国内宏观经济背景、
政策导向、
金融体系面临的主要痛点
和问题，
寻找最具有突破性、
提升效
率最明显的应用场景作为切入点。

件较困难，
中国人保联合金汇通航，
展开了一次公益救援。3 月 10 日上
午 7 点 52 分，
直升机空降在金华市东
阳 市 横 店 镇 文 荣 医 院 ，当 日 9 点 20
分，
救援直升机稳稳地降落在位于上
海市徐汇区龙耀滨江广场附近的救
援保障基地，此时，急救 120 短驳救
护车已经在此等候，
病人被抬至救护
车后，
随即前往长征医院检查治疗。
据机上医护介绍，
直升机转运十分平
稳，
患者在机上各项体征正常。
据悉，
执行本次任务的直升机是
中国人民保险合作企业金汇通航的
AW139 专业医疗构型直升机，
该架直
升机是意大利莱奥纳多集团生产的 7
吨级多用途中型双发直升机，
价值约
1.35 亿元，
机上配备有先进的医疗设
备，
随机的还有专业的医护人员。

中国跨境清算又进一步
国外离境机场开启微信实时退税
青年报记者 孙琪
本报讯 记者昨日从中信银行获
悉，
该行携手腾讯在韩国仁川机场推
出微信扫码实时退税服务。中国大陆
游客在离境机场，
可通过
“腾讯退税
通”
小程序快捷退税，
退税款将实时以
人民币形式，
通过中信银行深圳分行
跨境清算，
存入微信钱包的零钱账户。
近年来，
国内居民出境游越来越
多，
但由于排队退税时间长、
汇兑损
失、
退税过程繁琐等因素，
中国消费
者海外退税成功率并不高，
很多消费
者放弃了本该属于自己的退税款。
同时，
根据财付通调研，
目前中国游
客海外退税收款使用现金、
银行卡和
电 子 钱 包 的 比 例 约 为 65% 、20% 、

15%。早在几年前，微信、支付宝就
已开启在海外的退税服务，
而此番推
出的相关功能，
更像是
“升级版”
，
主
要瞄准了
“即时”
服务。
据悉，
通过中信银行深圳分行跨
境清算服务，
腾讯开启了基于微信和
QQ 账户的便捷境外即时退税服务，
使我国消费者拥有境外轻松购物便
捷退税的全新体验。作为开放的退
税服务平台，腾讯此前已先后携手
Safety Tax Free 和 Global Blue，分
别在德国慕尼黑机场和西班牙马德
里机场推出了微信扫码实时退税。
再加上此次上线韩国，
退税通旨在为
更多出境游客提供更便捷的退税服
务，
未来还将在更多国家和地区推出
这种退税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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