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雙週報重點內容：

在數字經濟地⽅政策推進落實的過程中，廣東持續完善包括數據要素、數據流通交

易體系、數字經濟基礎設施等⽅⾯的保障體系和基礎建設，⽽北京已經開始更多關注數

位化公共服務的難點和深⽔區。

廣東圍繞數據開放、共⽤、交換、交易、應⽤、安全、監管等數據要素全週期，從

省級層⾯統籌建設⾯向場景的數據要素流通交易規則體系。並圍繞數據合規登記、交易

場所、產業⽣態、監管安全等關鍵環節，構建數據流通交易全鏈條制度保障體系，解決

數據供給難、確權難、定價難、入場難、監管難、安全難等問題。（詳⾒ 1.5） 【案例】

廣州南沙建立全球溯源中⼼，探索全球數字治理新機制。全球溯源中⼼已成為數字經濟

的公共基礎設施，將商品、企業、產業等資訊彙聚，為政府決策提供數字化治理⼯具。

（詳⾒ 1.1）

《北京市數字經濟促進條例（草案）》提出，使⽤數字化公共服務確有困難的⼈群，

應提供可替代的服務和產品。⿎勵為老年⼈、殘障⼈⼠等特殊群體提供便利適⽤的智慧

化產品和服務，加⼤⼒度關注數位化公共服務在⺠⽣領域的便利化應⽤和落地，推進數

字無障礙建設。（詳⾒ 1.4）

2020年 4⽉以來，⼈⺠銀⾏共公佈三批數字⼈⺠幣試點城市，從 初的“4+1”擴展

到“10+1”，再到如今 15個省市的 23個地區。北京在全國率先開展本外幣合⼀銀⾏結算

賬⼾體系試點，有效降低企業和銀⾏運營成本。在全國⾸創“外匯衍⽣品銀企對接公共

服務平臺”，切實服務中⼩企業匯率避險。北京產權交易所成為全國⾸家實現實物資產

跨境交易場內外匯結算和外匯原幣劃轉的交易所，資⾦結算效率顯著提升。(詳⾒ 2.1)

中國⼈⺠銀⾏副⾏長範⼀⾶表⽰，要推進數字⼈⺠幣體系的標準化建設，實現數字

⼈⺠幣體系與傳統電⼦⽀付⼯具的互聯互通，讓消費者可以“⼀碼通掃”。(詳⾒ 2.2) 在

數字⼈⺠幣創新上，中國⼈⺠銀⾏數字貨幣研究所發佈了數字⼈⺠幣智慧合約預付資⾦

管理產品“元管家”，主要解決的是資訊不對稱帶來的資⾦使⽤不透明、容易被挪⽤或商

家“跑路”問題。(詳⾒ 2.3)這⼀產品運⽤智慧合約技術完善預付費的⽀付流程，消費資⾦

所有權比之前更明晰，同時將合同條款寫入智慧合約，技術上排除了⼈為操作挪⽤預付

資⾦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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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解讀



1、標題：廣州南沙建立全球溯源中⼼，探索全球數字治理新機

制
來源：南⽅⽇報 發佈時間：2022/09/23

地址：

https://www.cnbayarea.org.cn/news/focus/content/post_1022456.html

關鍵字：全球溯源中⼼、數字經濟、數字⾝份證、數字化轉型

撮要：

1. 全球溯源中⼼已反覆運算到第四代，已成為數字經濟的公共基礎設施。

2.全球溯源中⼼將商品、企業、產業等資訊彙聚，為政府決策提供數字化治理⼯

具。

3.企業進入平臺，溯源中⼼便提供免費的資訊化系統，為企業⽣產經營決策提供

參考，助推數字化轉型。

4．消費者通過溯源標識⼆維碼查詢商品資訊，對商品價值更有判斷⼒。

「正⽂」

踏入位於廣州南沙的全球溯源中⼼，可以看到，在公共服務區，前來諮詢的

客⼾源源不斷；另⼀邊的應⽤推廣區，⼀場企業座談會正在進⾏，全球溯源中⼼

與企業互動，探索溯源多場景應⽤的可能性。

南沙，每天迎來送往來⾃世界各地和通往五湖四海的商品，⼤量數據資源在

此處融匯交合，孕育著巨⼤的數字經濟潛能。當數據已經成為新的經濟發展資源，

南沙利⽤龐⼤的數據資源助⼒貿易流通，全⾃主智慧財產權⾸創全球溯源中⼼。

奶粉、保健品、⾯膜、吹風機……在這些來⾃全球形形⾊⾊的產品上，你也

許會發現⼀個名為“數字⾝份證”的⼆維碼，打開全球溯源查詢服務平臺⼩程式，

掃描這個⼆維碼，跨境商品的全物流資訊、商品資訊、企業資訊、品質資訊⼀⼀

展現。

“從 2015年建立 1.0版本，到現在已升級到 4.0版本。”2015年 6⽉ 1⽇，全

球品質溯源平臺在南沙正式上線，現在已經走出南沙，成為走向全球的標誌性制

度創新成果。

讓好產品會“說話”

2015年，數字經濟起步、跨境電商興起，如何傳遞產品資訊？南沙給出的

⽅案是：建立全球溯源中⼼。如今，全球溯源中⼼已反覆運算到第四代。

“4.0版本可以說是數字經濟的公共基礎設施。”全球溯源中⼼運營主任包⼩

玲⾒證它從發端⾄今的成長軌跡，越來越龐⼤的數字流正彙聚向這⼀平臺。

這⼀平臺通過聚集數據搭建了⼀個完備的⽣態體系，將商品的⽣產源頭、品

牌貿易商、物流商，以及相應的商品品質檢測機構、商品監管部⾨、終端消費者



等全要素關聯，各個環節的數據收集到平臺，讓資訊快速流通。

包⼩玲談道，平臺建設的初衷是讓政府、企業、消費者都能參與進來。

這⼀設想正在轉變成現實：全球溯源中⼼將商品、企業、產業等資訊彙聚，

為政府決策提供數字化治理⼯具；企業進入平臺，溯源中⼼便提供免費的資訊化

系統，為企業⽣產經營決策提供參考，助推數字化轉型；消費者通過溯源標識⼆

維碼查詢商品資訊，對商品價值更有判斷⼒。

⽬前，全球溯源體系應⽤已涵蓋⼀般貿易、跨境電商、市場採購出⼝等全貿

易⽅式，覆蓋食品、消費品、汽⾞等品類。截⾄ 7⽉底，全球溯源中⼼累計賦碼

約 1.08億個，這個全球 早、 火的全球溯源體系已吸引超過 1690萬⼈次進⾏

溯源查詢，遍佈世界各地。

從建中⼼到去中⼼，開闊的應⽤市場，也讓全球溯源中⼼更接近建立的初⼼。

“當全球各地的中⼼節點都建起來時，我們就達到了去中⼼的⽬的，也意味著中

國在國際貿易中建立起全新的規則話語權。”包⼩玲說。

全球溯源中⼼彙聚起⼀片“數據海洋”，在海洋裡“數有所屬”“數盡其⽤”。

“全球溯源中⼼就好像數字經濟‘⾼速路’，好產品通過展現真實價值，能在‘⾼速

路’上跑得更快，假冒偽劣產品在全球溯源體系中將無所遁形。”包⼩玲說。

“好產品會說話”的⽣態逐漸形成，⼀場數據變⾰正在悄然發⽣。

聯通世界做⼤“蛋糕”

2020年，以全球溯源中⼼為依託，全球優品分撥中⼼也在南沙應運⽽⽣。

走進全球優品分撥中⼼的運營中⼼，形形⾊⾊的產品上都有⼀個⼆維碼。拿

起⼿機掃描，產品、企業和物流資訊，以及溯源相關的證書報告和商品異常資訊

都會呈現在⼿機⾴⾯上。

“這是全球溯源中⼼平臺在運營中⼼上的⼀個應⽤場景。”作為粵港澳國際供

應鏈（廣州）有限公司副總裁，全球優品分撥中⼼的建設傾注了李輝的⼼⾎。

“⽬前，全球化貿易訴求普遍存在，中國品牌商要走出去，國際品牌商想走

進來，南沙通過數字化和產業互聯⼿段打造這⼀平臺，實現數字貿易⾃由。”李

輝說。

全球優品分撥中⼼已聚合經分銷、物流、通關、⾦融、保險、諮詢等 400

多家外貿服務商，説明服務商實現數字化能⼒提升，為 100多個海內外品牌開展

業務提供數字賦能，平臺服務商服務貨值共計 980多億元，服務貿易外匯結算

超過 7億元。

全球優品分撥中⼼正在成為外貿⾏業的產業互聯網，實現商業模式和監管模

式的數字互聯。

“蛋糕做得越⼤，模式就越多，商機也就接踵⽽來。”李輝說，幾年來的發展

趨勢，讓他對平臺的未來充滿信⼼。

“如今，越來越多國際⼤品牌把亞太地區的分撥中⼼搬到南沙，這將帶來百



億級的增量，並拉動上下游產業崛起。”李輝說，以數字產業互聯的⼿段，聚集

全球優質服務資源， 終可以實現快速買全球、賣全球。

完善跨境貿易信任機制

在廣物優⾞的南沙⼆⼿⾞出⼝基地，每輛⾞上都有⼀個溯源⼆維碼。這個⼆

維碼就像⾞的“簡歷”，讓⼆⼿出⼝⾞輛的全⽣命週期溯源鏈⼀⽬了然，這裡正是

全球溯源中⼼的重點應⽤試點場景。

“通過整構⼆⼿⾞跨境貿易業務全流程，涵蓋貿易、物流、⾦融、監管，溯

源平臺完善了信任機制，打造了⼆⼿⾞產業鏈的可信⽣態圈。”包⼩玲說，溯源

平臺的加入，不僅重塑了⼆⼿⾞產業鏈的信任⽣態，同時“倒逼”內貿汽⾞產業升

級。

作為全球溯源中⼼的數字化應⽤實踐和模式創新，全球優品分撥中⼼也參與

到數字貿易體系共建中，全球優品分撥中⼼服務的品牌商遍佈全球，商品貨源從

世界各地進入中國或分撥各地，帶動外貿產業集聚。

世界 500強企業拜耳已將華南總倉落在南沙，企業負責⼈在講述選址緣由

時，重點提及對全球優品分撥中⼼的信賴，“通過與其合作，我們獲得 4次銀⾏

跨境直貸，這個過程縮短了採購時間，也幫我們壓縮了資⾦成本”。

雙⽅還在續寫更多“合唱曲⽬”，繼⾦融產品合作後，正在著⼿供應鏈⽅⾯的

合作進程。

隨著數字基礎設施的建設更加完善，應⽤場景更加豐富，南沙將推動全球溯

源體系的跨國域跨⾏業延伸，積極促進全球產業轉型和區域數字治理，尤其是通

過與數字經濟領域的國際規則接軌，全球溯源體系將進⼀步標準化。



2、標題：廣州南沙：構建數字經濟新⽣態
來源：中國經濟網 發佈時間：2022/08/31

地址:

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709577664865219762&wfr=spider&for=pc

關鍵字：數字經濟、城市⼤腦、⾸席數據官、智慧交通

撮要：

1．《廣州市建設國家數字經濟創新發展試驗區實施⽅案》審議通過，南沙作為廣

州發展的重要增長極，正搶抓數字經濟發展機遇，⼤⼒推進數字經濟基礎設施建

設，推動數字技術研發應⽤成果落地⾒效。

2.通過出臺《廣州南沙新區（⾃貿片區）促進⼈⼯智慧產業發展扶持辦法》，南

沙區將重點扶持培育⼀批⾼科技“獨⾓獸企業”和專精特新“⼩巨⼈”企業，發展

壯⼤⼈⼯智慧、⼤數據、第三代半導體、物聯網等優勢產業。

3.為加快讓“聰明的⾞”駛上“智慧的路”，南沙推出《南沙區智慧網聯道路測試

先⾏試點區建設⼯作⽅案》，在區內全域開放智慧網聯測試道路。

4.南沙“城市⼤腦”是以城市泛在感知設備為“五官”，以通信傳輸網路為“神經”，

彙聚海量城市運⾏數據，運⽤⼤數據、⼈⼯智慧、雲計算等技術能⼒，對城市運

⾏進⾏精准分析、整體研判、協同指揮，以數據為核⼼驅動城市精細化治理。

5.南沙還將積極落實廣州市⾸席數據官制度，打破數據孤島，釋放數據紅利，並

持續推動“城市⼤腦”系統應⽤全⾯落地深化，以應急、經濟、交通等領域為突

破⼝，打造特點鮮明、效果突出的⽰範性應⽤。

「正⽂」

在廣州港南沙港區四期碼頭，紅⾊的岸橋按照資訊系統⾃動發佈的指令，精

准地抓取船上的集裝箱，⾃動放置在無⼈駕駛智慧導引⾞（IGV）上，IGV 通過

智慧演算法⾃動規劃路徑，將集裝箱運往堆場……這是粵港澳⼤灣區率先建成的

全⾃動化碼頭——廣州港南沙港區四期5G智慧港⼝⼯程現場的⼀幕。智慧港⼝、

⾃動駕駛、“燈塔⼯廠”等數智化場景，在廣州南沙加速落地。

⽇前，《廣州市建設國家數字經濟創新發展試驗區實施⽅案》審議通過，到

2022年，預計廣州電⼦資訊製造業產值超過 2800億元，軟體和資訊服務業收入

超過 6000億元。對此，南沙作為廣州發展的重要增長極，正搶抓數字經濟發展

機遇，⼤⼒推進數字經濟基礎設施建設，推動數字技術研發應⽤成果落地⾒效。

數字經濟產業聚集南沙

“2019年，公司剛落⼾南沙，當年出貨量 200萬台，南沙總部營收 1.12億元。

僅僅⼀年時間，2020年公司的出貨量躍升⾄ 400萬台，實現營收 5.84億元。”

廣州通則康威智慧科技有限公司副總裁姜漢介紹，廣州通則康威的主營業務是



4G/5G CPE 數據類終端產品的設計、開發、⽣產與銷售，聚焦於 4G/5G CPE、

⼯業閘道等數據終端與⼈⼯智慧的結合，達到物品智聯，賦能各⾏各業；是⽬前

少數⽤國產晶片量產的 5G CPE廠家，⽬前國內市場份額領先。

像廣州通則康威這樣的數字經濟優質企業，在南沙並不罕⾒。近年來，南沙

引進了多家數字經濟細分領域的頭部企業，例如⼈⼯智慧“四⼩龍”的雲從科技、

國內估值較⾼的⾃動駕駛公司⼩⾺智⾏、中⾦資本領投專注於分佈數據的巨杉數

據、跨境出⼝平臺的易網科技等，這些頭部企業紮根南沙，為南沙後續數字經濟

產業發展奠定了重要基礎。

通過出臺《廣州南沙新區（⾃貿片區）促進⼈⼯智慧產業發展扶持辦法》，

在⼈⼯智慧⽅⾯，南沙吸引了暗物智慧、宸境科技、芯峰科技等 300多家⼈⼯智

慧企業落⼾。

同時，在⼤數據領域，南沙迅速佈局中航雲、奧⾶數據等⼀批新基建專案，

吸引了數智科技、睿帆科技等多家企業進駐，初步形成了數據存儲、運算、加密

鏈條；在互聯網領域，推動網易、阿裡、位元組跳動、歡聚時代、洋蔥等⼀批頭

部互聯網巨頭將新興板塊落⼾南沙，探索打造互聯網集聚區。

在互聯網基礎技術領域，由下⼀代互聯網國家⼯程中⼼在粵港澳⼤灣區部署

運營的，全球 25台之⼀的 IPv6根伺服器，已經全⾯投入使⽤。IPv6技術相關的

測試認證需求與應⽤場景⽇漸增長。另外，以 IPv6為技術基礎的澳⾨—⼤灣區

科研專網建設項⽬的基礎設施建設、技術⽅案設計和相關治理制度研究等⼯作正

在全⾯推進。這標誌著南沙將打造成以下⼀代互聯網 IPv6協議為核⼼基礎的互

聯網產業全國先⾏先試的⽰範標杆。

下⼀步，南沙區將重點扶持培育⼀批⾼科技“獨⾓獸企業”和專精特新“⼩巨

⼈”企業，發展壯⼤⼈⼯智慧、⼤數據、第三代半導體、物聯網等優勢產業。同

時，南沙還將加快推進慶盛⼈⼯智慧價值創新園、⼤崗先進製造業基地、萬頃沙

第三代半導體產業集聚區等重⼤專案引進和配套設施建設，擴⼤產業集群規模。

打造全國智慧城市軌道交通標杆⽰範

⾃動駕駛系統操控、360度無死⾓識別障礙物、⾃動泊⾞、隨時隨地⼿機充

電……廣州地鐵 18號線⾸通段開通後，南沙市⺠將可搭乘智慧網聯公交來往橫

瀝站和 4號線蕉⾨站。

為加快讓“聰明的⾞”駛上“智慧的路”，南沙推出《南沙區智慧網聯道路測

試先⾏試點區建設⼯作⽅案》，在區內全域開放智慧網聯測試道路。當下，南沙

區正⼤⼒推進⾃動駕駛測試和試運營、智慧交通⼤腦平臺建設、智慧路網改造、

⾃動駕駛封閉測試基地建設，⼒爭打造國家⾃動駕駛及智慧交通⽰範區。

⽬前，⼩⾺智⾏已有超過 40輛 L4級⾃動駕駛乘⽤⾞在南沙中⼼城區試點

開展商業化出⾏服務，並率先啟動廣惠城際貨運線路運營，逐步推動跨市、跨省

幹線物流商業應⽤。在明珠灣起步區靈⼭島尖，南沙已搭建⼈、⾞、路全⾯協同



的智慧駕駛⾞路協同系統。

與此同時，南沙還在全⼒打造全數字化、智能化、無⼈化的灣區⽰範性港⼝。

通過 5G、⼈⼯智慧、物聯網、⾃動化等技術的⽰範應⽤，正加速推進南沙港區

四期全⾃動化碼頭和南沙港區三期⾃動化堆場⼆期項⽬建設，從⽽讓碼頭實現⽣

產作業⾃動化、⽣產調度智慧化、資訊服務數字化。

在暢通物流通道、發展多式聯運⽅⾯，廣州港還將加快南沙港鐵路與配套站

場建設，推進南沙港區集裝箱碼頭、南沙港區糧食及通⽤碼頭與南沙港鐵路的設

施銜接。

南沙“城市⼤腦”輔助城市管理

在南沙，路燈不僅僅是路燈，燈杆還能進⾏視頻監控、交通管理、環境監測、

通信等多種功能。南沙區有 3萬盞路燈，在平臺上就可以看到每盞燈的⼯作狀況

和路燈攝像頭的拍攝畫⾯，也可以對每盞燈的⼯作模式進⾏調節，這只是南沙“城

市⼤腦”的⼀⾓。

⽬前，南沙“城市⼤腦”打通了區內 20多個重要業務系統和廣州市數據中⼼，

實現了政務、互聯網數據的彙聚和融合，結構化政務數據超過 12.8億條，接入

超過 8萬個物聯網設備。

南沙“城市⼤腦”是以城市泛在感知設備為“五官”，以通信傳輸網路為“神

經”，彙聚海量城市運⾏數據，運⽤⼤數據、⼈⼯智慧、雲計算等技術能⼒，對

城市運⾏進⾏精准分析、整體研判、協同指揮，以數據為核⼼驅動城市精細化治

理。

得益於“城市⼤腦”的基礎架構、數據及能⼒，南沙區在 2020年⾯對突發的

新冠肺炎疫情時，僅⽤ 72⼩時就上線了廣州市領先的區級疫情防控指揮系統。

在依託此平臺開發的南沙疫情防監控系統上，病⼈發病情況、南沙區重點防疫物

資⽣產情況、採購調配情況、各醫院消耗等數據都能及時更新，為疫情研判分析、

復⼯複產、資源調配發揮了重要的⽀撐作⽤，入選了國家相關部⾨疫情防控和復

⼯複產複課⼤數據產品和解決⽅案名錄。

當下，南沙“城市⼤腦”已經讓智慧城市的理念滲透到各個⾓落。未來，南沙

還將積極落實廣州市⾸席數據官制度，打破數據孤島，釋放數據紅利，並持續推

動“城市⼤腦”系統應⽤全⾯落地深化，以應急、經濟、交通等領域為突破⼝，

打造特點鮮明、效果突出的⽰範性應⽤。



3、標題：南財集團四⼤核⼼業務落地南沙，為灣區智庫與數據

服務共探創新⽣態
來源：21經濟網 發佈時間：2022/08/30

地址：

http://www.21jingji.com/article/20220830/herald/c98ffd143100865581910a8

967e04dc4.html

關鍵字：數字資產交易、汽⾞供應鏈創新服務、財經數據中⼼、數據企業安全合

規管理

撮要：

1.推進南沙國際智庫⽣態平臺、南沙數字⽂化資產交易平臺、南沙汽⾞供應鏈創

新服務中⼼、南沙財經數據中⼼基礎設施平臺、南沙數據企業安全合規管理平臺

等五⼤極具創新性的專案在南沙落地。標誌著南財集團的四⼤核⼼業務板塊“媒

體、智庫、數據、交易”將在南沙實現全覆蓋。

1）南沙數字資產交易平臺：將依託南⽅⽂化產權交易所建設南沙⾸個數字⽂化

資產交易平臺，提供數字資產確權上鏈、掛牌交易、結算⽀付、溯源保護等服務，

打造南沙⾸個元宇宙科技型產業集聚區。

2）南沙汽⾞供應鏈創新服務中⼼：將依託 21世紀新汽⾞研究院等智庫研究平臺

資源，推進華東優質企業在南沙落⼾南⽅總部研發中⼼以及智慧基地。

3）南沙財經數據中⼼基礎設施平臺：將依託粵港澳⼤灣區（廣東）財經數據中

⼼構建實體設施，為南沙經濟管理提供可靠有效的數據⽀援和⼯具⽀援。

4）南沙數據企業安全合規管理平臺：將依託粵港澳⼤灣區（廣東）財經數據中

⼼和廣東省數據交易所，打造南沙⾸個安全、中立、可信的協⼒廠商數據企業安

全合規管理平臺。

「正⽂」

⾦秋時節，南風再起。在 8⽉ 30⽇舉⾏的第八屆中國廣州國際投資年會南

沙專場上，南⽅財經全媒體集團（下稱“南財集團”）與南沙經濟技術開發區管委

會再度牽⼿，雙⽅正式簽訂戰略合作框架協議，共同推進南沙國際智庫⽣態平臺、

南沙數字⽂化資產交易平臺、南沙汽⾞供應鏈創新服務中⼼、南沙財經數據中⼼

基礎設施平臺、南沙數據企業安全合規管理平臺等五⼤極具創新性的專案在南沙

落地。這標誌著南財集團的四⼤核⼼業務板塊“媒體、智庫、數據、交易”將在

南沙實現全覆蓋。

南沙是國家級新區、⾃由貿易試驗區、粵港澳全⾯合作⽰範區，也是 21世

紀海上絲綢之路的重要節點、承載⾨⼾樞紐功能的廣州城市副中⼼。國務院今年

6⽉印發《廣州南沙深化⾯向世界的粵港澳全⾯合作總體⽅案》（下簡稱《南沙



⽅案》），提出要加快推動廣州南沙深化粵港澳全⾯合作，打造成為立⾜灣區、協

同港澳、⾯向世界的重⼤戰略性平臺，部署了建設科技創新產業合作基地、共建

⾼⽔準對外開放⾨⼾等五⼤重點任務，為南沙的未來描繪了“新藍圖”。

南沙區相關負責⼈表⽰，此次南沙與南財集團簽署戰略合作協定，攜⼿共建

規則銜接、經濟創新、科技引領新優勢，提升南沙新區在廣東打造新發展格局戰

略⽀點中的戰略新定位，共同探索區域和產業⾼品質發展的新路徑，這是積極推

動落實《南沙⽅案》的重要舉措。

南財集團是經中央批准的全國⾸家全媒體集團，是廣東省委省政府全⼒打造

的省屬主流媒體和媒體融合發展標杆項⽬。南財集團始終將南沙作為集團業務落

地賦能的重點區域，通過成立廣東海絲研究院運營實體，已將集團“媒體、智庫、

數據、交易”四⼤核⼼業務中的“媒體、智庫”板塊深植於南沙，打造出了“政府+

國企+媒體+智庫”融合發展新模式。⽬前，廣東海絲院已形成研究諮詢、論壇培

訓、宣傳推廣三⼤核⼼業務板塊，構建出“媒體+智庫+論壇”的融合新平臺，形

成了具有區域影響⼒的媒體宣發、政府決策諮詢、⾼端會議活動等品牌優勢。

當前，南沙作為國家改⾰開放的前沿地區，廣東省傾⼒打造的核⼼區域，承

載著立⾜灣區、協同港澳、⾯向世界的重⼤戰略使命。為搶抓南沙建設發展新機

遇，南財集團此次在厚植既有板塊的基礎上，新增導入“數據、交易”優勢業務板

塊資源，將南沙打造成為集團“深耕灣區”戰略實施以來，⾸個實現全業務覆蓋、

全功能佈局、全領域服務的地區服務標杆。通過實施強有⼒的“南沙戰略”，集集

團所能，服務南沙所需，積極實踐國家發展南沙的重⼤戰略。

值得⼀提的是，南沙國際智庫⽣態平臺作為南財集團落地南沙的旗艦項⽬，

將依託廣東海絲研究院建設運營“國際智庫樞紐港”，並將打造成為立⾜南沙、服

務粵港澳⼤灣區戰略，助⼒中國⾼品質發輾轉型，促進“⼀帶⼀路”沿線國家和地

區合作交流的國際智庫功能平臺；承載國際智庫⽣態集聚區、世界前沿觀點策源

地和全球⾼端資源連結點等功能；同時，依託南⽅財經全媒體遍佈全球主要⾦融

中⼼的海外記者站等管道，搭建“外資企業進入中國（南沙）、中國（南沙）企業

走向海外”的溝通橋樑，探索建設中國企業“走出去”綜合服務基地和南沙“走出去”

綜合服務中⼼，開展海外投資促進基地建設，探索共建海外產業園區，為企業的

“引進來”與“走出去”提供綜合解決⽅案，助⼒南沙經濟社會更快更好實現⾼品質

發展。

南沙數字資產交易平臺將依託南⽅⽂化產權交易所建設南沙⾸個數字⽂化

資產交易平臺，提供數字資產確權上鏈、掛牌交易、結算⽀付、溯源保護等服務，

打造南沙⾸個元宇宙科技型產業集聚區。

南沙汽⾞供應鏈創新服務中⼼將依託 21世紀新汽⾞研究院等智庫研究平臺

資源，推進華東優質企業在南沙落⼾南⽅總部研發中⼼以及智慧基地。

南沙財經數據中⼼基礎設施平臺將依託粵港澳⼤灣區（廣東）財經數據中⼼



構建實體設施，為南沙經濟管理提供可靠有效的數據⽀援和⼯具⽀援。

南沙數據企業安全合規管理平臺將依託粵港澳⼤灣區（廣東）財經數據中⼼

和廣東省數據交易所，打造南沙⾸個安全、中立、可信的協⼒廠商數據企業安全

合規管理平臺。



4、標題：《北京市數字經濟促進條例（草案）》⼆審：增加個⼈

資訊保護規定，解決數字化困難⼈群問題
來源：北京市⼈⺠代表⼤會常務委員會 發佈時間：2022/09/22

地址：https://mp.weixin.qq.com/s/RgV3Tr_GdbMdv2g6tVQ3Hw

關鍵字：數據要素、公共數據、數字化服務

撮要：

1. 9⽉ 21⽇上午召開的北京市⼗五屆⼈⼤常委會第四⼗三次會議，對《北京市

數字經濟促進條例（草案）》進⾏第⼆次審議，⼆審稿提出，對使⽤數字化公共

服務確有困難的⼈群，應提供可替代的服務和產品。

2.⼆審稿提出，本市加強數據資源安全保護和開發利⽤，促進公共數據開放共⽤，

推動數據要素有序流動，提⾼數據要素配置效率，加快數據要素市場培育，探索

建立數據要素收益分配機制。

3. 條例草案⼆審稿特別增加了“完善困難群體數字化服務保障措施”的內容。

「正⽂」

老年⼈對網路不瞭解、不會使⽤智慧產品，使⽤數字化公共服務有“障礙”

怎麼辦？9⽉ 21⽇上午召開的北京市⼗五屆⼈⼤常委會第四⼗三次會議，對《北

京市數字經濟促進條例（草案）》進⾏第⼆次審議，⼆審稿提出，對使⽤數字化

公共服務確有困難的⼈群，應提供可替代的服務和產品。

部分常委會組成⼈員和代表提出增加“個⼈資訊保護”的規定。為此，⼆審稿

提出，任何組織、個⼈不得非法收集、使⽤、加⼯、傳輸他⼈個⼈資訊，不得非

法買賣、提供或者公開他⼈個⼈資訊。

針對實際⼯作依然存在的“數據孤島”問題，有常委會組成⼈員和代表提出，

要促進數據要素有序流動，推進公共數據安全開放共⽤。⼆審稿提出，本市加強

數據資源安全保護和開發利⽤，促進公共數據開放共⽤，推動數據要素有序流動，

提⾼數據要素配置效率，加快數據要素市場培育，探索建立數據要素收益分配機

制。此外，本市建立公共數據開放清單並向社會公佈，單位和個⼈可以通過本市

公共數據開放平臺獲取公共數據。

老年⼈對網路不瞭解、不會使⽤智慧產品的現象普遍存在，有常委會組成⼈

員和代表提出，應提⾼數字化公共服務的便⺠⽔準。條例草案⼆審稿特別增加了

“完善困難群體數字化服務保障措施”的內容。⼆審稿提出，政務服務、衛⽣健

康、⺠政、經濟和資訊化等部⾨應當採取措施，⿎勵為老年⼈、殘障⼈⼠等特殊

群體提供便利適⽤的智慧化產品和服務，推進數字無障礙建設。對使⽤數字化公

共服務確有困難的⼈群，應提供可替代的服務和產品。



5、標題：廣東建設數據要素流通交易規則體系，將在全國率先

探索成立數據合規委員會
來源：21世紀經濟報導 發佈時間：2022/09/22

地址：https://mp.weixin.qq.com/s/as0m7lmX3qtFvEFwO7lu6Q

關鍵字：數據要素、數據要素流通交易、數據合規委員會、數據經紀⼈、數據要

素⼆級市場

撮要：

1. 2022年 9⽉ 22⽇，“廣東省推進數據要素市場化配置改⾰”專題新聞發佈會

在廣州舉⾏，廣東圍繞數據開放、共⽤、交換、交易、應⽤、安全、監管等數據

要素全週期，從省級層⾯統籌建設⾯向場景的數據要素流通交易規則體系。

2. 廣東將以出臺全省統⼀的數據流通交易管理規定為基礎，圍繞數據合規登記、

交易場所、產業⽣態、監管安全等關鍵環節，構建數據流通交易全鏈條制度保障

體系，解決數據供給難、確權難、定價難、入場難、監管難、安全難等問題。

3. 在推動數據流通交易中，將始終堅持“無場景不登記、不登記不交易、不合規

不上架”的原則，通過明確數據資源持有權、數據加⼯使⽤權、數據產品經營權，

保障數據產品和服務合規合法。同時，廣東將在全國率先探索成立數據合規委員

會，建立合規會審機制，進⼀步確保數據資產合規登記的權威性。

4. 構建廣東數據要素⼆級市場，廣東在全國⾸創的數據經紀⼈是重要創新舉措。

對數據經紀⼈在公共數據開發利⽤、數據產品經營等⽅⾯提供激勵政策，並在相

關產業扶持政策上獲得更多便利，從⽽⿎勵探索建設⾏業數據空間，探索更多數

據流通新模式。

5. 針對數據流通交易中監管⽅不明、監管物件繁雜、監管⽅式“⼀⼑切”、監管

⼿段落後等問題，廣東將實現覆蓋數據流通交易全流程的監管，優化數據交易環

境。

「正⽂」

2022年 9⽉ 22⽇，“廣東省推進數據要素市場化配置改⾰”專題新聞發佈

會在廣州舉⾏，介紹廣東在推動數據要素市場化配置改⾰⼀年以來取得的 新成

果。會上，廣東省政務服務數據管理局局長楊鵬⾶表⽰，廣東圍繞數據開放、共

⽤、交換、交易、應⽤、安全、監管等數據要素全週期，從省級層⾯統籌建設⾯

向場景的數據要素流通交易規則體系。據瞭解，廣東將以出臺全省統⼀的數據流

通交易管理規定為基礎，圍繞數據合規登記、交易場所、產業⽣態、監管安全等

關鍵環節，構建數據流通交易全鏈條制度保障體系，解決數據供給難、確權難、

定價難、入場難、監管難、安全難等問題。產權清晰是數據進入要素市場流通交

易的前提。廣東將通過合規登記保障數據資產權益。在推動數據流通交易中，將



始終堅持“無場景不登記、不登記不交易、不合規不上架”的原則，通過明確數

據資源持有權、數據加⼯使⽤權、數據產品經營權，保障數據產品和服務合規合

法。同時，廣東將在全國率先探索成立數據合規委員會，建立合規會審機制，進

⼀步確保數據資產合規登記的權威性。楊鵬⾶介紹，作為廣東數據要素市場化配

置改⾰的重要抓⼿，省數據交易場所籌建⼯作當前也已接近尾聲，將於近期正式

掛牌運營。堅持市場化道路，廣東將通過規範數據交易機構實現專業化交易。具

體⽽⾔，將⿎勵各類中⼩企業、⾼新精初創企業、服務創新企業的數據產品、服

務、資產，以及算⼒資源等數據能⼒，基於“無場景不交易”的要求進場交易；另

⼀⽅⾯，將重點對交易主體、交易標的、交易活動、交易安全、交易⾏為等進⾏

規範管理，確保數據要素市場體系安全和可持續。構建廣東數據要素⼆級市場，

廣東在全國⾸創的數據經紀⼈是重要創新舉措。廣州海珠、佛⼭順德兩地率先推

出數據經紀⼈，依託專業仲介服務探索數據流通交易新模式，並正式實現“持牌

上崗”。為進⼀步激發企業內⽣動⼒與創新活⼒，廣東將通過數據經紀⼈釋放數

據流通交易價值。對數據經紀⼈在公共數據開發利⽤、數據產品經營等⽅⾯提供

激勵政策，並在相關產業扶持政策上獲得更多便利，從⽽⿎勵探索建設⾏業數據

空間，探索更多數據流通新模式。數據要素市場建設過程中，涉及多類主體、多

元服務、多線流程、多種技術。針對數據流通交易中監管⽅不明、監管物件繁雜、

監管⽅式“⼀⼑切”、監管⼿段落後等問題，廣東將實現覆蓋數據流通交易全流

程的監管，優化數據交易環境。通過將建立政數、網信、公安等主管部⾨協同的

監管機制，壓實地⽅屬地監管責任。同時將採⽤新型技術、信⽤規範、風險控制

和社會監督等多元監管⽅式。“廣東在推進數據要素市場化配置改⾰的過程中，

始終將網路安全和數據安全作為⽣命線。”楊鵬⾶表⽰，廣東將通過建立技術安

全規範，牢築數據安全屏障。建設登記平臺、數據交易平臺和監管平臺等與數據

要素市場體系配套的整體性基礎設施，通過引入多⽅安全計算、聯邦學習等隱私

計算先進技術，建設完善的數據交易安全防護體系，實現數據“可⽤不可⾒、可

控可計量”以及“數據不出域”，確保數據合規登記、流通交易和監督管理等全流

程順利開展。



⼆、⾏業動態



1、標題：數字⼈⺠幣試點擴⼤⾄北京全域
來源：⼈⺠網 發佈時間：2022/09/22

地址：

http://bj.people.com.cn/BIG5/n2/2022/0922/c82839-40134497.html

關鍵字：數字⼈⺠幣、本外幣合⼀、兩區

撮要：

1. 在全國率先開展本外幣合⼀銀⾏結算賬⼾體系試點，有效降低企業和銀⾏運

營成本。在全國⾸創“外匯衍⽣品銀企對接公共服務平臺”，切實服務中⼩企業

匯率避險。

2.北京產權交易所成為全國⾸家實現實物資產跨境交易場內外匯結算和外匯原

幣劃轉的交易所，資⾦結算效率顯著提升。

3. 跨境資⾦流動便利是“兩區”建設的重要內容，“對外承包⼯程跨境⼈⺠幣便

利化試點”和“本外幣⼀體化試點”獲評“兩區”⼗⼤ 具影響⼒政策，“京津冀征

信鏈”等 20余項任務被列為“兩區”突破性政策、標志性項⽬，“中關村外債便利

化試點”等改⾰經驗向全國復制推廣，為⾸都經濟⾼質量發展貢獻了⾦融⼒量。

「正⽂」

昨天，記者從“兩區”建設⾦融領域專場發布會獲悉，“兩區”建設兩年來，數

字⼈⺠幣試點已擴⼤到北京全域，累計落地 40餘萬個場景。

⺠⽣消費、交通出⾏、酒店餐飲、數字政務……如今，市⺠在吃喝玩樂過程

中都能感受數字⼈⺠幣的⽀付新體驗。⼈⺠銀⾏營業管理部黨委委員、副主任劉

⽟苓介紹，北京在全國率先開展⾦融科技創新監管試點，在創新應⽤數量、技術

應⽤場景及申請主體多元化⽅⾯保持領先優勢。

兩年來，北京⾦融市場開放程度不斷擴⼤。北京⾸家外資法⼈銀⾏德意志（中

國）獲得公開市場⼀級交易商資格和銀⾏間債券市場主承銷資格。外資信⽤評級

機構標普、惠譽，全國⾸家外資⽀付機構⾙寶⽀付、全國第⼆家個⼈征信機構樸

道征信相繼落地北京，⼈⺠幣國際投貸基⾦獲批在京設立。中信建投証券和中⾦

公司兩家証券公司獲得結售匯業務資格。

此外，⼀批⾸創性的⾦融服務成果率先落地。在全國率先開展本外幣合⼀銀

⾏結算賬⼾體系試點，有效降低企業和銀⾏運營成本。在全國⾸創“外匯衍⽣品

銀企對接公共服務平臺”，切實服務中⼩企業匯率避險。北京產權交易所成為全

國⾸家實現實物資產跨境交易場內外匯結算和外匯原幣劃轉的交易所，資⾦結算

效率顯著提升。

跨境資⾦流動便利是“兩區”建設的重要內容，兩年來，北京積極對標國際

國內先進標准，緊扣市場主體便利化訴求，持續增強跨境⾦融領域創新政策的供



給質效，為實體經濟提供了⾼效、多元的跨境⾦融服務。

繼 2021年率先在全國開展跨國公司本外幣⼀體化資⾦池試點後，今年 7⽉

試點政策進⼀步升級，北京地區新增 10家試點企業，涵蓋製造業、服務業、能

源等多個⾏業，為北京總部經濟發展注入新動能。截⾄⽬前，試點企業累計辦理

業務規模超 300億美元，為企業節約成本超 1億元⼈⺠幣，有效提升了跨國公司

本外幣跨境資⾦統籌使⽤效率。

劉⽟苓表⽰，“兩區”建設以來，⼈⺠銀⾏營業管理部以服務實體經濟為出發

點和落腳點，已推動 33項牽頭“兩區”任務全部落地。其中“對外承包⼯程跨境

⼈⺠幣便利化試點”和“本外幣⼀體化試點”獲評“兩區”⼗⼤ 具影響⼒政策，

“京津冀征信鏈”等 20余項任務被列為“兩區”突破性政策、標志性項⽬，“中關

村外債便利化試點”等改⾰經驗向全國復制推廣，為⾸都經濟⾼質量發展貢獻了

⾦融⼒量。



2、標題：央⾏副⾏長：推進數字⼈⺠幣標準化建設實現“⼀碼

通掃”
來源：新華網 發佈時間：2022/09/09

地址：http://www.news.cn/2022-09/09/c_1128991785.htm

關鍵字：數字⼈⺠幣、⼀碼通掃、數字⾝份

撮要：

1.推進數字⼈⺠幣體系的標準化建設，實現數字⼈⺠幣體系與傳統電⼦⽀付⼯具

的互聯互通，讓消費者可以“⼀碼通掃”。

2.要推動數字⾝份、報⽂規範、⼆維碼制、藍牙和NFC等⽅⾯規範和標準的統

⼀，實現數字⼈⺠幣體系與傳統電⼦⽀付⼯具的互聯互通，讓消費者可以“⼀碼

通掃”，商⼾也不⽤增加成本即可⽀援各類⽀付⼯具。

「正⽂」

新華社北京 9⽉ 9⽇電（記者吳雨）中國⼈⺠銀⾏副⾏長范⼀⾶⽇前表⽰，

要推進數字⼈⺠幣體系的標準化建設，實現數字⼈⺠幣體系與傳統電⼦⽀付⼯具

的互聯互通，讓消費者可以“⼀碼通掃”。

範⼀⾶在 8⽇舉辦的 2022中國（北京）數字⾦融論壇上介紹，數字⼈⺠幣

在北京冬奧會舞臺上實現了精彩亮相，全新升級的數字⼈⺠幣 App 在各⼤應⽤

市場正式上架，軟硬體錢包成功落地，智慧合約、無障礙適老化產品等取得重⼤

進展，多層次產品體系初步形成，有⼒⽀撐了試點地區的場景探索。

貨幣體系作為市場經濟的基⽯，標準的統⼀尤為關鍵。範⼀⾶認為，在推進

數字⼈⺠幣⽣態建設⽅⾯，受理環境和應⽤場景拓展亟待破局，其中標準的統⼀

和規範是關鍵所在。具體來講，要推動數字⾝份、報⽂規範、⼆維碼制、藍牙和

NFC等⽅⾯規範和標準的統⼀，實現數字⼈⺠幣體系與傳統電⼦⽀付⼯具的互

聯互通，讓消費者可以“⼀碼通掃”，商⼾也不⽤增加成本即可⽀援各類⽀付⼯

具。

“數字⼈⺠幣作為央⾏向⼈⺠群眾提供的公共產品，要體現⼈⺠性，讓使⽤

更⽅便快捷。”範⼀⾶說，為避免使⽤者資訊洩露、消除數據安全隱患，也需要

統籌組織各⽅對相關技術進⾏升級加固，提升數字⼈⺠幣的安全防護⽔準，保障

⽀付的安全便捷。



3、標題：數字⼈⺠幣場景創新提速，預付費智慧合約產品“元管

家”發佈
來源：中國經濟網 發佈時間：2022/09/14

地址：

http://www.ce.cn/xwzx/gnsz/gdxw/202209/14/t20220914_38102136.shtml

關鍵字：數字⼈⺠幣、數字⼈⺠幣智慧合約、元管家

撮要：

1.中國⼈⺠銀⾏數字貨幣研究所發佈了數字⼈⺠幣智慧合約預付資⾦管理產

品—“元管家”

2.“元管家”主要解決的是資訊不對稱帶來的資⾦使⽤不透明、容易被挪⽤或商家

“跑路”問題。這⼀產品的創新之處主要是運⽤智慧合約技術完善預付費的⽀付

流程，消費資⾦所有權比之前更明晰，同時將合同條款寫入智慧合約，技術上排

除了⼈為操作挪⽤預付資⾦的可能。

4.各試點地區開展的消費紅包活動已經是數字⼈⺠幣的⼀項標準化解決⽅案。消

費紅包借助智慧合約限定數字⼈⺠幣的使⽤條件，不能轉帳，無法兌回銀⾏帳⼾，

只能在指定的商⼾消費使⽤。

5.合約範本的合法性、⼀致性和通⽤性是智慧合約發揮強制履約價值的重要基礎，

要建立有效機制對其加強管理。

6.新技術應⽤有助於解決現實難題，但是智慧合約並不能消除各⾏業的原⽣風險，

要加強與相關⾏業管理部⾨和司法部⾨的溝通協調，共同探討業務剩餘風險管理

問題。

「正⽂」

在近⽇召開的第⼆屆中國（北京）數字⾦融論壇上，中國⼈⺠銀⾏數字貨幣

研究所發佈了數字⼈⺠幣智慧合約預付資⾦管理產品——“元管家”。數字⼈⺠

幣智慧合約是指基於預定事件觸發、⾃動執⾏的可控制數字⼈⺠幣的電腦程式。

簡單來講，就是⽤電腦程式寫⼀份合同，按照約定條件⾃動完成數字⼈⺠幣⽀付

履⾏合約義務。

業內⼈⼠認為，在“元管家”等產品發佈後，未來數字⼈⺠幣與智慧合約可以

碰撞出更多的應⽤場景，這將加速數字⼈⺠幣的落地推廣。

有效解決消費“痛點”

不少⼈都有過這樣的經歷——理髮店、健⾝房、培訓機構卷款跑路，預充的

錢打了⽔漂。現在，這個問題有了新的解決辦法。數字⼈⺠幣智慧合約預付資⾦

管理產品——“元管家”正是為了解決消費者的這⼀“痛點”。

據介紹，針對近年來頻發的預付資⾦類商⼾卷款跑路、侵害消費者權益問題，



數研所調研了消費者、商⼾、監管機構等各⽅需求和痛點，設計並發佈了“元管

家”，該產品能夠在數字⼈⺠幣的錢包上部署智慧合約，在預付消費服務場景提

供防範商⼾挪⽤資⾦、保障⽤⼾權益的解決⽅案。

北京市朝陽區厚海培訓學校是⾸批參與數字⼈⺠幣智慧合約預付消費服務

專案的商⼾。該校校辦主任黃亞鋒表⽰，隨著數字⼈⺠幣智慧合約的投入使⽤，

家長們可以享受更加放⼼的服務，培訓機構借助數字化平臺幫助解決資⾦管理和

家長信任問題。

在傳統帳⼾模式下，預付資⾦管理主要通過商業銀⾏為商⼾開設專⼾的⽅式

解決，預付資⾦全部歸商⼾所有，無法徹底解決⽤⼾權益保護問題。數研所副所

長狄剛介紹，在採⽤數字⼈⺠幣智慧合約進⾏預付資⾦管理的情況下，運營機構

根據商⼾的業務模式，比如預付資⾦對應的商品或服務內容、預付資⾦結算模式、

違約條款等，選擇合約範本並在可信環境中部署。

簡單來說，當消費者向商⼾預付資⾦時，運營機構為每⼀位消費者創建⼀個

載入了智慧合約的數字錢包，⼀⽅⾯將合同條款寫入智慧合約，商⼾不能隨意劃

轉消費者的預付資⾦；另⼀⽅⾯在實際消費之前，預付資⾦仍然歸消費者所有，

即使商⼾破產清算，也能保護消費者資⾦安全。當消費者完成實際消費後，商⼾

發起智慧合約的執⾏請求，智慧合約檢查是否符合約定的執⾏條件，只有符合條

件才能將預付資⾦劃撥⾄商⼾。從技術上排除了⼈為操作挪⽤預付資⾦的可能。

消費者能在數字⼈⺠幣 APP 看到每筆資⾦的動賬明細，商⼾也能通過運營機構

的服務管道，看到預付資⾦的即時狀態，便於開展經營安排。

“這有助於保護消費者和商家雙⽅的合法權益。”博通諮詢⾼級分析師王蓬博

表⽰，“元管家”主要解決的是資訊不對稱帶來的資⾦使⽤不透明、容易被挪⽤或

商家“跑路”問題。這⼀產品的創新之處主要是運⽤智慧合約技術完善預付費的

⽀付流程，消費資⾦所有權比之前更明晰，同時將合同條款寫入智慧合約，技術

上排除了⼈為操作挪⽤預付資⾦的可能。

場景應⽤潛⼒巨⼤

“⽬前，我們已經收到了來⾃很多⾏業、地區迫切希望應⽤數字⼈⺠幣智慧

合約的市場需求。”狄剛介紹，如財政補貼、貸款、科研經費等，對資⾦發放對象

和⽀付⽤途有嚴格限定的場景；預付資⾦管理、資⾦歸集、智慧分賬等，涉及資

⾦存管、存在多個主體之間複雜資⾦往來關係的場景；週期繳費、押⾦退還等，

需要保障資⾦及時⾃動劃轉的場景，以及⾼度依賴可信資訊輸入的供應鏈貿易等

場景。

“在這些典型場景中，數字⼈⺠幣智慧合約都將展現出控制風險、保障權益、

增進互信、降本增效等積極作⽤，為社會數字化和智慧化治理提供⽀持。”狄剛表

⽰。

記者注意到，⽬前各試點地區開展的消費紅包活動已經是數字⼈⺠幣的⼀項



標準化解決⽅案。消費紅包借助智慧合約限定數字⼈⺠幣的使⽤條件，不能轉帳，

無法兌回銀⾏帳⼾，只能在指定的商⼾消費使⽤。如使⽤者超期未使⽤，該部分

數字⼈⺠幣將按照智慧合約設定，⾃動返還給出資⽅。消費紅包線下、線上通⽤，

可以拆分使⽤，可以疊加“滿額可⽤”等額外條件，初步體現了數字⼈⺠幣智慧合

約的互通性和範本化優勢。

作為數字⼈⺠幣的運營機構，商業銀⾏也在積極參與數字⼈⺠幣智慧合約場

景搭建。交通銀⾏北京分⾏副⾏長張曉峰介紹，交⾏初步形成了圍繞⾏業特有專

業屬性的智慧合約範本，嵌入美麗鄉村、教育培訓、企業服務等⾏業場景，創新

“可插拔、能拼裝、快輸出”的智慧合約產品服務，並結合區域特點和客⼾特性，

進⼀步配套針對性的智慧合約產品儲備和閉環式解決⽅案。

“數字⼈⺠幣智慧合約⽣態建設⼯作剛剛起步，仍有⼤量的基礎⼯作要做，

接下來數研所將在央⾏中⼼化管理和雙層運營框架下繼續扎實推進相關⼯作。”

狄剛介紹，⼀是有序推廣成熟的數字⼈⺠幣智慧合約解決⽅案，從教育培訓⾏業

拓展⾄零售、餐飲、體育、員⼯福利等各類具有預付資⾦管理需求的場景，運⽤

監管科技⼿段助⼒相關⾏業防範風險、促進消費、激發活⼒。⼆是回應各⾏業差

異化的市場需求，進⼀步豐富數字⼈⺠幣智慧合約解決⽅案，在資⾦歸集、智慧

分賬等資⾦結算領域，商⼾⾏銷、智慧繳費等零售領域以及內外貿易等領域落地

智慧合約應⽤。三是繼續深入開展前沿技術研究，持續優化底座⽀撐能⼒，加快

數字⼈⺠幣智慧合約⽣態服務平臺建設。四是建立完善數字⼈⺠幣智慧合約⽣態

治理和可持續發展機制，保障合約範本的合法性、有效性和互通性，推進數字⼈

⺠幣智慧合約可信環境建設，並制定配套的業務規範、技術標準，在安全可控的

前提下探索有效的激勵機制，廣泛發揮社會創新⼒量。

運營機構也將在數字⼈⺠幣智慧合約領域持續發⼒。張曉峰表⽰，交⾏後續

將利⽤數字⼈⺠幣智慧合約⽣態服務平臺的開放和開源，協同合作機構共同豐富

智慧合約範本，共建智慧合約⽣態，拓展在財政、⺠⽣等公共領域的應⽤，實現

對公共資⾦的全鏈路監控，提升政府資⾦效⽤。

後續建設仍待完善

當前，數字⼈⺠幣智慧合約在應⽤中⾯臨著制度銜接、剩餘風險防範等難題，

這在接下來的應⽤推廣中仍有待解決。

國際貨幣基⾦組織貨幣與資本市場部副主任何東認為，智慧合約雖然可以提

⾼⽀付結算效率、增加便利，降低交易的履約成本和風險，但也要避免透明度低

的問題，防範偏⾒與歧視，同時還需要考慮相關法律的執⾏與糾紛解決機制。

對於數字⼈⺠幣智慧合約的發展，杭州雲象網路技術有限公司董事長黃步添

認為，下⼀步應致⼒於不斷探索如何保證合約的安全，如何讓普通使⽤者也能讀

懂數字合同，如何更好地讓合約開發標準化，降低開發難度，降低⽣態夥伴的投

入成本，從⽽具有更廣泛場景的適應性。



王蓬博表⽰，數字⼈⺠幣智慧合約應⽤場景廣泛，⽬前在政府補貼、預付資

⾦管理等領域應⽤較多，未來只要符合資⾦不透明、對⽀付⽤途有嚴格限制等條

件的場景都有應⽤潛⼒。但當前還是應加快完善相應的官⽅平臺建設和底層設計，

才有助於將來在更⼤範圍內應⽤。

在談及數字⼈⺠幣智慧合約發展時，中國⼈⺠銀⾏副⾏長范⼀⾶表⽰，數字

⼈⺠幣智慧合約已在消費紅包、政府補貼、零售⾏銷、預付資⾦管理等領域成功

應⽤，取得了良好效果。未來，在具體推進中要注意以下幾個⽅⾯：⾸先，數字

⼈⺠幣智慧合約要在⽀撐數字經濟發展、服務營商環境建設和提升數字化治理能

⼒⽅⾯切實發揮作⽤。智慧合約本⾝需要具備的⼀致性、可觀測性、⾃強制性等

技術特性，疊加數字⼈⺠幣法幣地位和“帳⼾、准帳⼾和價值特徵”優勢，有利於

提升交易透明度，降低履約成本和違約風險，有利於消費者權益保護、企業降本

增效和監管能⼒優化。其次，數字⼈⺠幣智慧合約要堅持開放包容、公平競爭，

要在央⾏中⼼化管理和“雙層運營”架構的原則下統籌推進，避免形成新的資訊壁

壘。要廣泛連接各類外部⽣態，確保在智慧合約系統和外部系統、⾝份驗證和合

規性檢查數據以及運⾏環境等⽅⾯實現互通，更⾼效地適應各⾏各業的實際需求。

再次，數字⼈⺠幣智慧合約要注意制度銜接和風險防範。範⼀⾶表⽰，⼀⽅⾯，

合約範本的合法性、⼀致性和通⽤性是智慧合約發揮強制履約價值的重要基礎，

因此要建立有效機制對其加強管理；另⼀⽅⾯，新技術應⽤有助於解決現實難題，

但是智慧合約並不能消除各⾏業的原⽣風險，要加強與相關⾏業管理部⾨和司法

部⾨的溝通協調，共同探討業務剩餘風險管理問題。



4、標題：適時推動試點擴圍，更好發揮數字⼈⺠幣乘數效應
來源：中國經營網 發佈時間：2022/09/24

地址：http://www.cb.com.cn/index/show/bzyc/cv/cv135168201640

關鍵字：數字⼈⺠幣、數字⾦融、數字⼈⺠幣經濟

撮要：

1.將深圳、蘇州、雄安、成都四地試點範圍擴⼤⾄全省，相較此前試點在全國主

要城市“點狀”、分批擴圍的模式，未來或兼顧“由點及⾯”，同步向試點城市省

內其餘地區輻射和下沉，加快建設數字⼈⺠幣創新標杆城市，逐步打造“數字⼈

⺠幣經濟”⽣態體系，並培育出⼀批數字⾦融獨⾓獸，由此凝聚數字⼈⺠幣發展

的政企⺠多⽅合⼒。

2.圍繞與群眾⽣活密切相關的⺠⽣服務繳費等⾼頻場景拓展應⽤覆蓋、推動數字

⼈⺠幣在財政稅務全領域應⽤、探索推動企業在對公業務中使⽤數字⼈⺠幣，未

來還計畫探索ATM機數字⼈⺠幣外幣兌換、外籍⼈⼠入境硬錢包應⽤測試。

3.帶動技術研發、風控設計及⽀付配套體系建設，從⽽讓數字⼈⺠幣逐漸升級供

應鏈、消費鏈兩端，圍繞場景開發、技術研發、產品反覆運算、產業機會等⽅⾯

展開研究，持續完善產業圖譜和機會清單，⼒爭更多新產品、新技術實現突破。

「正⽂」

近兩年來，數字⼈⺠幣經過多地試⾏，獲得了來⾃公眾與市場的良好回饋。

央⾏副⾏長范⼀⾶近⽇在“第⼆屆長三⾓數字⾦融產業創新周開幕式暨蘇州市⾦

融⽀援產業創新集群發展⼤會”上表⽰，未來將適時推動深圳、蘇州、雄安、成

都四地的數字⼈⺠幣試點範圍擴圍，逐步擴⼤⾄全省。

作為央⾏發⾏的數字形式的法定貨幣，數字⼈⺠幣由指定運營機構參與運營

並向公眾兌換，與紙鈔硬幣等價，將與實物⼈⺠幣長期並存，主要⽤於滿⾜公眾

對數字形態現⾦的需求，助⼒普惠⾦融。數字⼈⺠幣⽀撐中國數字經濟發展，提

升⾦融發展⽔準，提⾼貨幣及⽀付體系運⾏效率。其試點及未來發展備受矚⽬，

也因此，央⾏領導的 新表態，意味著數字⼈⺠幣將進入⼀個更⾼的應⽤層次。

可以看到，數字⼈⺠幣從頂層設計、功能研發、系統調試等基礎⼯作的成型，

再到遵循穩步、安全、可控、創新、實⽤的原則，選擇部分有代表性的地區開展

試點測試，其發展速度超出預期。2020年 4⽉以來，⼈⺠銀⾏共公佈三批數字

⼈⺠幣試點城市，從 初的“4+1”擴展到“10+1”，再到如今 15個省市的 23個地

區。在此背景下，體驗數字⼈⺠幣的使⽤者⼤幅增長，交易場景持續增加。截⾄

今年 5⽉末，15個省市的試點地區⽀援數字⼈⺠幣⽀付的商⼾⾨店數量達 456.7

萬個。

⽬前，數字⼈⺠幣在試點地區的各類場景中加以應⽤，獲得了寶貴的試點經



驗，公眾也通過持續領取數字⼈⺠幣以及使⽤，對這⼀新型⽀付體系有了更深切

的認知和體驗，這也使得數字⼈⺠幣在更⼤範圍內試點的時機已經成熟。將深圳、

蘇州、雄安、成都四地試點範圍擴⼤⾄全省，相較此前試點在全國主要城市“點

狀”、分批擴圍的模式，未來或兼顧“由點及⾯”，同步向試點城市省內其餘地區

輻射和下沉，也就能在更多地區獲得進⼀步的推廣成果。

這其實也符合創新試點的規律所在——從移動⽀付普及率更⾼、⾦融服務環

境更成熟的⼀⼆線城市開啟，經過普及範圍與應⽤場景的不斷擴⼤，充分驗證其

技術成熟性、市場接受度、風險控制能⼒。⽽隨著⽤⼾數量的增加、使⽤頻次的

提⾼，數字⼈⺠幣試點的基礎設施搭建也得以逐漸完善，這就給更⼤範圍的應⽤

提供了有利環境。當更多地區被納入數字⼈⺠幣的試點範圍，數字⼈⺠幣將深入

到實體經濟和⾦融服務的更多領域和層⾯，進⼀步滿⾜公眾多樣化的⽀付需求，

助⼒數字⼈⺠幣成為更為安全、通⽤、普惠的新型⽀付基礎設施。

先期試點地區不僅如期完成了數字⼈⺠幣試點的各項⼯作，還在積極探索數

字⼈⺠幣應⽤範圍的擴⼤、應⽤場景的創新，如蘇州近期發佈了兩項數字⾦融重

磅政策，推動數字⼈⺠幣在蘇州市全市域、全領域試點應⽤，包括圍繞與群眾⽣

活密切相關的⺠⽣服務繳費等⾼頻場景拓展應⽤覆蓋、推動數字⼈⺠幣在財政稅

務全領域應⽤、探索推動企業在對公業務中使⽤數字⼈⺠幣，未來還計畫探索

ATM機數字⼈⺠幣外幣兌換、外籍⼈⼠入境硬錢包應⽤測試。這些新的應⽤場

景將帶來新的市場需求，也會帶動相應的技術研發、風控設計及⽀付配套體系建

設，從⽽讓數字⼈⺠幣逐漸升級供應鏈、消費鏈兩端，圍繞場景開發、技術研發、

產品反覆運算、產業機會等⽅⾯展開研究，持續完善產業圖譜和機會清單，⼒爭

更多新產品、新技術實現突破。

⽽深圳也在數字⼈⺠幣的創新中求發展，先後開展“數字⼈⺠幣⼀分錢乘⾞”

等活動，2020年實現全市公共交通數字⼈⺠幣⽀付全覆蓋。此外，深圳還利⽤

數字⼈⺠幣智慧分賬技術，確保農產品銷售資⾦直達農⼾，提⾼了智慧助農場景

中的資⾦結算效率；開創全國⾸個數字⼈⺠幣公積⾦專窗；設立全國⾸家粵港澳

⼤灣區數字⼈⺠幣應⽤展⽰中⼼等，形成試點範圍不斷擴⼤、應⽤場景更加豐富、

使⽤頻率逐步提⾼的良性發展趨勢。

蘇州、深圳等城市在數字⼈⺠幣上的先⾏試點成果，也將隨著全省擴圍惠及

更多地區，推動數字⼈⺠幣在省級層⾯推廣應⽤。全省統⼀推⾏數字⼈⺠幣則將

為數字⼈⺠幣提供更廣闊的落地市場，創造⾦融服務產業的發展機遇，加快建設

數字⼈⺠幣創新標杆城市，逐步打造“數字⼈⺠幣經濟”⽣態體系，並培育出⼀

批數字⾦融獨⾓獸，由此凝聚數字⼈⺠幣發展的政企⺠多⽅合⼒。

這就是央⾏適時推動數字⼈⺠幣試點擴圍的宗旨所在。進⼀步使數字⼈⺠幣

融入實體經濟和地區經濟發展，接入與公眾⽣活⾼度相關的更多⾼頻需求，增強

⽤⼾黏性，並通過實際運⾏與市場回饋，不斷總結經驗，進⼀步提升數字⼈⺠幣



未來應⽤的普惠性，推出功能加以優化適配的數字⼈⺠幣特⾊化服務，在保障⾼

效便捷的⽀付體驗的同時，更為穩定安全，適⽤範圍更廣，讓公眾更好地享受公

平普惠的數字⾦融服務，為我國全⾯推廣數字⼈⺠幣、發揮數字⾦融科技創新的

乘數效應、更好發展數字經濟提供有⼒⽀援。



5、標題：專家解讀：數字⼈⺠幣助⼒中國數字經濟⾼品質發展
來源：⼈⺠⽇報海外版 發佈時間：2022/09/25

地址：

https://www.toutiao.com/article/7142479451392082445/?channel=&source=

search_tab

關鍵字：數字⼈⺠幣、跨境⽀付、數字經濟

撮要：

1.⽇前發佈題為《各國央⾏加快數字貨幣發⾏：以⼈⺠幣數字化為中⼼》的報告，

著重分析了中國在推進⼈⺠幣數字化進程中取得的成果。

2.數字⼈⺠幣突出的隱性價值：第⼀，收集個⼈資訊遵循“ 少、必要”原則，

⼤限度保護使⽤者隱私和資訊安全；第⼆，數字⼈⺠幣天然具有低碳、環保等特

性，可以降低⼈⼒成本和運營成本，有助於更好地實現碳達峰、碳中和⽬標；第

三，數字⼈⺠幣推廣使⽤，可以增強⼈⺠幣使⽤的可得性和便利性，進⽽提升⼈

⺠幣的形象和地位。

3.中國移動⽀付市場規模巨⼤、增長迅速，廣⼤使⽤者已經養成使⽤電⼦⽀付⼯

具的習慣，成為全球範圍內⼀道獨特風景線。另⼀⽅⾯，非銀⾏⽀付市場形成雙

寡頭格局，⼤型⽀付機構壟斷數據和場景，⼤量交易在其體系內封閉迴圈，難以

有效實施監管。在此背景下，發⾏數字⼈⺠幣具有重要性和緊迫性。

4.央⾏正在加快推動《中華⼈⺠共和國中國⼈⺠銀⾏法》修改，擬在相關條款中

對數字⼈⺠幣作出規定。中國還需加速數字⼈⺠幣場景建設，提升場景豐富度，

讓數字⼈⺠幣隨時隨地觸⼿可及，彰顯數字⼈⺠幣作為法定貨幣的地位。

5.有關各⽅需加⼤對數字⼈⺠幣宣傳普及⼒度，突出數字⼈⺠幣的獨有價值和法

定地位，讓公眾更全⾯瞭解並主動使⽤數字⼈⺠幣。

「正⽂」

受訪專家：秦農銀⾏⾸席研究員、復旦⼤學⾦融研究院兼職研究員 董希淼

韓國貿易協會國際貿易通商研究院⽇前發佈題為《各國央⾏加快數字貨幣發

⾏：以⼈⺠幣數字化為中⼼》的報告，著重分析了中國在推進⼈⺠幣數字化進程

中取得的成果。報告稱，在網路普及的推動下，⽀付寶、微信⽀付等移動⽀付服

務發展迅速，中國央⾏積極發⾏數字貨幣，在⼤國中表現 為活躍。

路透社報導稱，中國多個試點城市成功探索出以數字⼈⺠幣振興消費、補貼

企業的新路徑。數字⼈⺠幣已嵌入豐富的線下消費場景，並在政府⽀付養老⾦、

財政補貼以及基礎設施⽀出等領域展現出廣闊應⽤前景。

數字⼈⺠幣是數字化的⼈⺠幣現⾦，是中國法定貨幣，具有無可替代的顯性

價值和隱性價值。



從顯性價值看，數字⼈⺠幣將作為中國數字經濟時代的“新基建”，在解構國

內外諸多挑戰的基礎上，重構中國貨幣與⽀付體系。⾸先，數字⼈⺠幣可以提供

幣值穩定、無限法償的數字貨幣，增強貨幣與⽀付體系公平性和普惠性，維護⾦

融穩定和防範⾦融風險。其次，數字貨幣的創新發展可以更好滿⾜數字經濟需求。

如智慧合約技術賦予數字⼈⺠幣可程式設計特性，可以有效應⽤於有條件⽀付等

場景，有助於從源頭上防範交易風險。

數字⼈⺠幣還有突出的隱性價值：第⼀，收集個⼈資訊遵循“ 少、必要”

原則， ⼤限度保護使⽤者隱私和資訊安全；第⼆，數字⼈⺠幣天然具有低碳、

環保等特性，可以降低⼈⼒成本和運營成本，有助於更好地實現碳達峰、碳中和

⽬標；第三，數字⼈⺠幣推廣使⽤，可以增強⼈⺠幣使⽤的可得性和便利性，進

⽽提升⼈⺠幣的形象和地位。

法定貨幣的數字化，有助於滿⾜全球數字經濟發展對貨幣和⽀付體系的更⾼

要求。國際清算銀⾏ 2021年 1⽉⼀項調查結果顯⽰，86%的銀⾏正探討央⾏數

字貨幣利弊，60%在進⾏試驗或概念驗證，14%進入開發和測試階段。⽬前，中

國數字⼈⺠幣取得實質性進展，在國際上處於領先地位。迄今為⽌，數字⼈⺠幣

已分三批次，在全國 23個城市進⾏試點應⽤。截⾄ 2021年底，數字⼈⺠幣試點

場景超過 808.5萬個，累計開立個⼈錢包 2.6億個，交易⾦額 875.7億元。

2022年是數字⼈⺠幣發展史上重要的⼀年。北京冬奧會拓展了數字⼈⺠幣

在國際場合使⽤場景，央⾏主導、多⽅參與的數字⼈⺠幣⽣態正在形成，數字⼈

⺠幣試點地區繼續擴容，數字⼈⺠幣錢包載體和功能更豐富，跨境⽀付或將取得

積極進展。

數字⼈⺠幣快速發展，是國內和國際兩⽅⾯綜合作⽤的結果。

從國內看，中國較早研發數字⼈⺠幣，與國內⽀付結算體系現狀密切相關。

⼀⽅⾯，中國移動⽀付市場規模巨⼤、增長迅速，廣⼤使⽤者已經養成使⽤電⼦

⽀付⼯具的習慣，成為全球範圍內⼀道獨特風景線。另⼀⽅⾯，非銀⾏⽀付市場

形成雙寡頭格局，⼤型⽀付機構壟斷數據和場景，⼤量交易在其體系內封閉迴圈，

難以有效實施監管。在此背景下，發⾏數字⼈⺠幣具有重要性和緊迫性。⽽資訊

科技的蓬勃發展、⾦融基礎設施不斷完善，也為數字⼈⺠幣發展奠定了堅實的技

術基礎。

從國際形勢看，全球多個國家和地區正在開展數字貨幣研究。中國如果不進

⾏前瞻性部署，將難以在數字貨幣領域搶佔先機。此外，形式多樣的虛擬貨幣正

在加速滲透，並在⼀定範圍和場景內，以去中⼼化的模式在網路上⼤規模交易。

對此，中國如果不加以防範，可能會被侵蝕國家貨幣發⾏權。

數字⼈⺠幣既順應了貨幣形態演變的必然趨勢，也滿⾜了中國數字經濟發展

的內在需求。根據中國信通院數據，2016年⾄ 2021年，中國數字經濟規模從 22.6

萬億元增⾄ 45.5萬億元，數字經濟占國內⽣產總值比重由 21.6%提升⾄ 39.8%，



在國⺠經濟中的⽀撐作⽤更加明顯。

未來，數字⼈⺠幣要實現穩健發展，還需積極應對多重挑戰。⾸先，國內法

律需系統性調整相關內容，明確數字⼈⺠幣的法定地位和管理要求。⽬前，央⾏

正在加快推動《中華⼈⺠共和國中國⼈⺠銀⾏法》修改，擬在相關條款中對數字

⼈⺠幣作出規定。其次，中國移動⽀付普及程度⾼，特定時點交易量巨⼤，對數

字⼈⺠幣的安全性、穩定性以及可持續性都帶來考驗。因此，在實務層⾯，中國

還需加速數字⼈⺠幣場景建設，提升場景豐富度，讓數字⼈⺠幣隨時隨地觸⼿可

及，彰顯數字⼈⺠幣作為法定貨幣的地位。 後，有關各⽅需加⼤對數字⼈⺠幣

宣傳普及⼒度，突出數字⼈⺠幣的獨有價值和法定地位，讓公眾更全⾯瞭解並主

動使⽤數字⼈⺠幣。



四、附錄



關鍵領域
往期索引

發佈期刊 發佈時間 ⽂章標題 來源

數字經濟

第⼆期
2022/6/2

9

南沙數字產業潮起：新基建賦能數據跨境，

數字經濟迎來數據驅動新格局

http://www.21jingji.com/article/20220629/618e794e2000f6f77617e8

21fa51ac79.html

第三期
2022/8/2

2
為全球數字經濟健康發展貢獻中國⼒量 http://world.people.com.cn/n1/2022/0822/c1002-32507688.html

數據要素

第⼀期

2022/6/2

8
讓數據要素賦能實體經濟 https://jjsb.cet.com.cn/show_523673.html

2022/6/2

9

億數據要素市場蓄勢待發 核⼼領域有望迎

新⼀輪增長

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736955766364356577&wfr=spid

er&for=pc

2022/7/25 數據要素確權需“分⽽治之”
http://digitalpaper.stdaily.com/http_www.kjrb.com/kjrb/html/2022

-07/25/content_539090.htm?div=-1

第四期

2022/9/0
5

⽤好數據要素，需理解數據資源持有權基本

內涵
https://m.gmw.cn/baijia/2022-09/05/36003583.html

2022/08/
11

產業與治理｜如何走出數據孤島？做好數據

資產普查 與加速流通
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19411108

2022/09/
08

紮根中國⼤地建構⾃主知識體系，開拓數據

要素市場 化配置新路徑

http://rmfyb.chinacourt.org/paper/html/2022-
09/08/content_220781.htm?div=-1

數據安全 第⼆期 2022/7/14 數據要素的開發與利⽤離不開數據安全 https://www.163.com/dy/article/HC7S5BTT0519QIKK.html

公共數據開放 第⼆期 2022/7/30 北京無條件開放數據量全國領先 https://3w.huanqiu.com/a/276886/4923BEr0aDU

數字化轉型 第三期 2022/8/19 上海臨港加快擴⼤開放 http://finance.people.com.cn/n1/2022/0819/c1004-32506138.html

數據跨境
第⼀期 2022/7/7

國家網信辦公佈《數據出境安全評估辦法》，

9⽉ 1⽇起施⾏
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18912847

第三期 2022/8/19 上海臨港加快擴⼤開放 http://finance.people.com.cn/n1/2022/0819/c1004-32506138.html

數據經紀⼈ 第⼆期 2022/8/10
北上廣數據交易新主體探索：“數據經紀⼈”

等新名詞湧現，職能範圍逐步突破

http://www.21jingji.com/article/20220810/herald/16cf0bfa0bdec64

a428abc28273494c0.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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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佈期刊 發佈時間 ⽂章標題 來源

2022/8/16
《廣東省數據經紀⼈⽣態夥伴合作計畫倡議

書》正式發佈

http://www.21jingji.com/article/20220816/herald/2477fe04a7a9245

1b3232f6b99e6211f.html

DEPA 第三期
2022/8/2

2

中國是全球第⼆⼤數字經濟體，加入DEPA

有利於推動數字貿易領域擴⼤開放
https://www.yicai.com/news/101513733.html

企業⾸席數據

官
第三期 2022/8/27

企業 CDO來了！廣東出臺企業⾸席數據官

建設指南，需既懂數字技術⼜懂⽣產經營

http://www.21jingji.com/article/20220827/herald/80a473897952a0

f15edd769e9182efba.html

數據交易所 第四期
2022/9/0

9

多地佈局數據交易所，數據要素市場化配置

改⾰怎麼走？
http://www.chinanews.com.cn/cj/2022/09-09/9849174.shtml

隱私計算 第四期

2022/8/2
6

廣東數據發展聯盟召開隱私計算技術交流

會，廣東將 依託“⼀網共⽤”平臺建設省級隱

私計算平臺

http://www.21jingji.com/article/20220826/herald/2fca236865b
8f9c1d475b fdf60d9652d.html

2022/9/0
3

螞蟻集團隱語開放平臺全球⾸發，助⼒數據

安全技術 開放易⽤
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19745903

2022/8/11 隱私計算助⼒數據“開放流通”與“合規安全” https://www.cnii.com.cn/rmydb/202208/t20220811_403978.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