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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注
找 记 者 上 壹 点

11项个人信息上“链”一次办成提速
泉城链来了，省会数字经济圈还有多远

9月3日，济南市统一
政务区块链平台“泉城链”
正式上线启用。这意味着
自去年9月在济南高新区
推出首个区块链+政务服
务平台后，终于在济南市
全面推开。

此次发布的泉城链平
台，是济南市利用区块链
技术解决“数通”问题的一
项重大创新举措。

泉城链上线
可返还11项数字资产

针对数据授权、个人隐
私、数据可信传输等难点，济
南市大数据局利用区块链防
篡改、防抵赖、隐私保护、可
追溯等特点，基于山大地纬
公司自主可控的大纬链技
术，建设了全市统一的政务
区块链平台——— 泉城链。

依托济南政务云和济南
市大数据平台，济南市建成泉
城链、数字保险箱、数字资源
管理平台等关键信息系统。

其中，大数据平台汇集
各部门数据，泉城链为广大
企业和个人提供数据资产

“账户”，数字保险箱作为“个
人数据中心”，办事市民可随
时从链上获取权威部门关于
自身情况的信息，并像手机
支付一样安全便捷地“消费”
自己的数据资产，将数据自
行授权给第三方使用，真正
做到自己的数据自己掌握，
让谁用自己说了算。

而数字资源管理平台实
现上链数据和应用的统一管
理，并利用区块链追溯机制，
实现数据流向监管、业务统
计、结果反馈。

“泉城链”上线启动后，
每个市民、每家企业都可以
拥有一个“泉城链”账户和

“数字保险箱”。
目前，由山大地纬开发

的区块链应用“数字保险箱”，
有单独的APP，同时也是济南
市政务服务应用“泉城办”的
一个功能模块，济南市民或企
业注册数字保险箱后，在政府
部门办事产生的新证照和数
据，也就是“数字资产”，会返
还到个人或企业“账户”里，
做到“还数于民(企)”。

目前，济南市基于泉城
链已实现公安、人社、民政、医
保、公积金中心和档案馆6个
部门35项数据资产向个人返
还。这35项数据目前已融合成
11项数字资产，分别是户口本
信息、身份证信息、居住证、个
人违法违规记录、死亡证明、
结婚证、低保证明、公积金信
息、单位公积金信息、就业登
记信息、医保参保缴费证明。

作为全市统一的政务区
块链平台和数据开放共享可
信基础设施，“泉城链”平台
通过“还数于民(企)”，将静态
数据转变为流动资产，从而推
动数据跨部门、跨行业、跨区
域安全共享，与数据集中共享
模式互为补充，助力政府“一
次办成”改革。济南市也将在
国内率先建立基于区块链的
政务数据开放标准。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
记者 蔡宇丹

始于济南高新区的创新试验推向全市

2018年9月，济南高新区深入
推动一次办好改革，诞生了全国第
一张基于区块链的数字营业执照，
创造了“企业开办一次办好”最短
35分钟、平均128分钟的纪录。

2019年9月5日，中国(山东)
自由贸易试验区济南片区综合服
务中心在高新区揭牌。济南高新
区将“区块链+政务服务”平台在
自贸试验区济南片区全面推广，
支撑325个政务服务事项实施“一
窗受理集成服务”，支持“无差别
受理”“不见面审批”等政务服务
新模式。从2019年9月5日至今，完
成企业开办10850家，免费刻制公
章52861枚，为10850家企业和
21700个人建立了数字资产。

目前，在企业开办领域，济南

高新区已经实现了开便利店、诊
所、美发店等13项服务“一链办
成”，争取年底前实现50个面向企
业的“一件事”主题式服务流程优
化。在“一链办成”中形成的证照
等数字资产，等待在更多场景跨
区域、跨行业流转使用。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记者了
解到，济南市政府将与山东大学、
山大地纬携手共建泉城链生态，
完善电子政务应用区块链的顶层
设计，探索“数据确权”，开展“政
府上链”行动，持续拓展“泉城链
+”智慧政务、普惠金融、市民一
码通、跨境交易、供应链金融、适
龄儿童入学、用地企业信用、工业
用地监管、劳动合同、电子病历、
人才服务等应用场景。

政务服务提速

全国竞跑区块链

区块链被认为是下一代信息
基础设施，已迅速成为区域产业
竞争的热点。2020年以来，国内各
省市政府都在制定或规划区块链
应用发展规划和举措，区块链正
快速渗透到物流追溯、跨境支付、
司法办案、电子发票等领域。

“推进区块链+政务服务，实
现政务数据跨部门、跨系统共同
维护和利用，深化‘一次办好’改
革，数字证照是很好的切入点”。
一直从事区块链+政务平台建设
的济南高新区管委会办公室副主
任陈波说，证照数据是最重要的
政务大数据，区块链通过存证实
现数据增信，重塑了政务服务可
信体系和可信环境。

北京大学信息科学技术学院
区块链研究中心主任陈钟认为，
区块链技术不是万能的，有些场景
比较合适上链，有些则不太合适上
链。目前政务和监管业务适合上链
的，主要在于政务和监管需要区块
链共享、去媒介、去中介等特性。

今年以来，包括北京、上海、
广东等在内的21个省市自治区都
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及区块链，并
积极采购区块链相关服务。去年采
购区块链最多的地区在北京。“教育
科研”和“政务信息”是政府采购区
块链服务的主要应用场景。

中国政府采购网的数据显
示，2019年至今，区块链政府采购
已较去年上半年同比增长67%。

2019年6月，重庆市利用支付
宝的区块链技术，上线区块链政
务服务平台，首先应用在注册公
司上。2019年11月，作为国家数字
经济创新发展试验区，福建正式
启动了“政府上链”工程。7月，江
西宣布与阿里巴巴合作，打造全
国首个省级“区块链+政务服务”
平台。目前，江西省户政、交管、卫
健、医疗、社保等行业56项全省性
服务已实现“无证办理”。

从上述省市的推进可以看
出，阿里巴巴旗下的支付宝作为
技术服务商，正抓住区块链这个新
一代技术浪潮红利，抢占市场。

在山东，作为“山大系”科创
代表的山大地纬，拥有网信办颁
发的区块链运营服务、技术功能
与信息安全资质大满贯，并且在
区块链技术上从最底层平台到应
用层开发都拥有自主知识产权，
在新一轮技术风口的窗口期能否
实现量级跨越，形成新的核心竞
争力？此次“泉城链”的推出，对于
这家刚刚登陆科创板的山东本土
科创企业发展至关重要。

“泉城链”能否跨越济南，共建省会数字经济圈？

此次“泉城链”在济南上线启
用，意味着济南市政府部门在开
放区块链应用场景上迈出了一大
步。未来，“泉城链”能否跨越济南
市，构建起一个省会经济圈联盟
区块链，把济南、淄博、泰安、聊
城、德州、滨州、东营等7市串起
来，共建一个省会数字经济圈？

通过数字一体化推动区域经
济一体化协同发展的思路，长三
角已提前探路。《2019数字长三角
一体化发展报告》显示，数字一体
化已在长三角27个中心区城市初
见雏形。

目前，青岛正通过工业互联
网加速推动胶东五市一体化发
展。同样，济南市能否利用区块链
作为数字经济抓手，推动省会经
济圈协同发展?还有赖于以政府
部门为先导，更快更多地开放区
块链政府应用场景。

目前，山大地纬研发的这套
基于区块链的政务服务技术，在
省内除了济南市开始应用外，还
被应用于全省人社服务。

6月23日，由山大地纬承建的
山东省暨淄博市人社区块链服务
平台上线，这是全国人社系统首
个上线的省级人社区块链综合
应用平台。个人的参保缴费证
明、养老保险缴费证明、工伤认
定书、劳动合同、社保卡等7类
证照、证明的数字材料上链。企
业或个人办事时无需再提供原
始证明和纸质材料，就可登录

“区块链+政务”服务平台调取上
链信息资料。

在人社场景上的突破，也使
在区块链技术研发上处于国内
领先水平的山东本土科创企业
山大地纬拥有了山东省潜在的
1亿用户。

普惠金融贷款将成区块链大面积应用场景

据悉，“推行数字保险箱区块
链服务，打造不见面审批服务示范
区”已经写入2020年《济南市政府
工作报告》。此次“泉城链”上线启
用仪式上，济南市大数据局与山大
地纬软件股份有限公司签署战略
合作协议，这一全国首创的“政府
数据上链+个人链上授权+社会链
上使用+全程追溯监管”数据共享
新模式，将为“数字泉城”和“新基
建”提供有力支撑。

此次，在“泉城链”启动仪式
上，来自金融系统的数十家银行
成为“主角”。未来，针对中小微企
业的普惠金融贷款，将成为区块

链大面积推广应用的场景。在企
业或个人提出贷款申请后，银行
向济南市大数据局提出数据使用
申请，济南市大数据局资源管理
平台将政府掌握的数据上链，返
还给企业或个人，通过数字保险
箱将银行授权申请传递给贷款
人，贷款人同意授权后，银行通过
数字保险箱获得授权数据，放到
风控模型中形成客户画像，所有
数据采用了“阅后即焚”“对方加
密”技术，保证隐私安全。

目前，齐鲁银行、农业银行、
建设银行等5家银行正在利用上
述数据开发金融创新产品。

电子证照

●证照数据是最重要
的政务大数据
●个人信息证明：身
份证、出生证、驾驶
证、不动产证、社保等
●法人信息证明：营
业执照、纳税证明等

不动产

●信息共享
●不动产交易
●权属登记
●不动产租赁

工商注册

●工商登记
●税务一体化
●税务征信

招投标

●信息共享 ●结果存证
●过程存证 ●资金管控

扶贫

●身份证明
●扶贫记录
●扶贫积分

户口身份登记

扶贫积分

产权公证

税务一体化

信息共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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泉城链

●为企业和个人
提供数据资产“账户”。

数字保险箱

●作为“个人数据
中心”，市民可随时从链
上获取自身信息，并像手
机支付一样“消费”，自己
的数据自己说了算。

数字资源管理平台

●实现上链数据和
应用统一管理，可追溯，
实现数据流向监管、业务
统计、结果反馈。

还数于民(企)

●注册数字保险箱
后，在政府部门办事产生
的新证照和数据，会返还
到个人或企业“账户”里，
做到“还数于民(企)”。

目前11项数字资产
可向个人返还

①户口本信息②
身份证信息③居住证
④个人违法违规记录
⑤死亡证明⑥结婚证
⑦低保证明⑧公积金
信息⑨单位公积金信
息⑩就业登记信息┩刀道
医保参保缴费证明。

数据共享新模式

●全国首创“政府
数据上链+个人链上授
权+社会链上使用+全程
追溯监管”。

“一链办成”

●济南高新区已
实现开便利店、诊所、
美发店等13项服务“一
链办成”，年底前实现50
个面向企业的“一件
事”主题式服务流程优
化。

打造“泉城链生态”

●持续拓展“泉城
链+”智慧政务、普惠金
融、市民一码通、跨境
交易、供应链金融、适
龄儿童入学、用地企业
信用、工业用地监管、
劳动合同、电子病历、
人才服务等应用场景。

省级人社区块链
综合应用

●个人的参保缴费
证明、养老保险缴费证
明、工伤认定书、劳动合
同、社保卡等7类证照、证
明的数字材料上链。

●企业或个人办事
时无需再提供原始证明
和纸质材料，就可登录

“区块链+政务”服务平台
调取上链信息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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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泉城链”全解读

“泉城链”上线后，每
个市民、每家企业都可拥
有一个“泉城链”账户和

“数字保险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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