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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旦团队加快推动区块链技术和产业创新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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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党委举行主题教育
第十次集中学习研讨

姻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本报讯 11 月 12 日，校党委

举行“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

教育第十次集中学习研讨。校领

导班子围绕学习党的十九届四

中全会精神进行交流讨论。校党

委书记焦扬主持会议并讲话。校

党委副书记、校长许宁生等学校

党政领导班子成员参加学习。部

分机关部处负责同志列席。

历史学系教授姜义华，马克

思主义学院院长、马克思主义研

究院院长、教授李冉，法学院教

授刘志刚，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

学院副教授郑长忠围绕“坚持和

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

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

代化”，交流了学习十九届四中

全会精神的思考体会。

焦扬指出，要提高政治站

位，深刻认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的科学内

涵。要深刻领会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既具有

深厚的历史底蕴，也具有鲜明的

时代特征；既是科学理论的成

果，也是长期实践的经验；既坚

持人民当家作主、发展人民民

主，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

思想、不断保障和改善民生；既

需要坚持和巩固，也需要完善和

发展，更需要遵守和执行。

焦扬强调，要抓好学习宣

传，在全校迅速掀起学习贯彻四

中全会精神热潮。一是抓好全覆

盖学习。把学习贯彻四中全会精

神作为当前重要政治任务，坚持

学校党委、二级党委（总支）、各

基层党支部“三线联动”抓学习，

相关部门、单位要做好对学习的

组织、指导和保障。二是抓好体

系化研究。“两大工程”要结合四

中全会精神和《决定》深入开展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系的

研究，提升成果质量。要结合人

文社会学科相关院系的学科专

业特色，充分发挥校内各智库平

台的咨政特色和交叉优势，深入

开展我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

能力的研究。要主动讲好中国制

度故事，增进社会对“中国之治”

的认识和认同。三是抓好集中性

宣讲。按照中央的统一要求和部

署，组建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精

神宣讲团，学校领导班子成员、

各分党委书记、各机关部门党员

负责同志都要开展宣讲，充分发

挥专家宣讲团、博士生讲师团的

作用。

党委常委、副校长金力，党

委常委、副校长陈志敏，党委常

委、上海医学院党委副书记、副

院长徐军作了交流发言。

金力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

全会对完善科技创新体制机制

的部署，充分发挥体制优势，以

深化改革的勇气，不断探索并完

善有利于融合创新和集成创新

的机制，促进原始创新和科技成

果转化。

陈志敏表示，学校要在全会

精神指导下，聚焦制度理论研

究，深入推进“两大工程”建设和

马克思主义学院、马克思主义研

究院两大理论研究平台建设。

徐军表示，要面向师生加强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教育，坚

定“四个自信”；要进一步完善党

的全面领导体系，健全立德树人

落实机制，提升学校治理能力和

水平。 文 / 归彦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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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11 月 15 日，原创校史话剧《天地玄黄马相伯》在相辉堂

北堂上演。该剧由党委研究生工作部、研究生团工委监制，我校研究

生剧社制作。校党委书记焦扬与在校师生、校友等共计 700 余人一

同观看演出，回顾了 20 世纪初爱国教育家、复旦大学创始人马相伯

先生建立复旦的艰辛过程，重温了从创立震旦学院到复旦公学间的

感人故事。 文 / 黄子寒林戴礼陈海若

本报讯 10 月 24 日，中共中

央政治局就区块链技术发展现状

和趋势进行第十八次集体学习。

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学习时强调

要把区块链作为核心技术自主创

新的重要突破口，明确主攻方向，

加大投入力度，着力攻克一批关

键核心技术，加快推动区块链技

术和产业创新发展。区块链是什

么？为什么要发展区块链？谁在

研究区块链？在“区块链”进入大

众视野之前，已有不少复旦人在

这片领域里默默耕耘许久。

基础研究：致力于解决安全
与效率问题

“密码学是区块链技术的地

基，没有密码学就没有区块链。”

早在 2013 年，当区块链技术的研

究在国内尚属处女地时，长期从

事密码学研究的阚海斌团队就

洞悉到了这一前沿技术的巨大价

值。

在他看来，安全和效率是区

块链底层技术需要突破的两大难

点，解决安全性问题是他和他的

团队近年来的主攻方向。在深厚

的密码学、编码理论、算法与计算

复杂性等研究基础上，他们将属

性密码、零知识证明、安全多方计

算等密码学技术，与区块链深度

融合，为区块链技术的安全性不

断“添砖加瓦”，开发了基于属性

密码的去中心化授权认证平台、

新闻溯源、基于区块链的学历认

证、基于区块链的跨校选课平

台，正在开发基于区块链与属性

密码的数据安全共享交换平台

等，这些成果均申请了相关的专

利与软件著作权。与此同时，他

们在区块链领域获得了科技部

重点研发计划、国家自然科学基

金区域重点项目，上海市科委与

经信委项目、及一些企业横向项

目的支持，近三年获得项目经费

2000 多万元，申请了 35 个专利，

获得了多个软件著作权，参与了

国际与国家的标准制定，并成功

申请获批上海区块链工程技术研

究中心和上海区块链技术测试认

证服务平台。

除阚海斌教授团队外，信息

科学与工程学院郑立荣教授团队

也在“啃”着底层技术的难点，他

们关注的重点是区块链技术的效

率问题：每更新一个区块，成千上

万个节点要同步记录，这个同步

过程的计算效率比较低，满足不

了现实需要。郑立荣团队提出并

发起的“柔性共链”技术正致力于

解决这个问题。

更多的底层技术研究成果还

栖身于实验室中，比如阚海斌团

队持续研究的零知识证明、安全

多方计算等技术。这些“离应用有

点远”的技术，在强化基础研究，

为区块链应用发展提供安全可控

的技术支撑方面，同样有着不可

替代的作用。

产业应用：多学科多团队参
与，百花齐放

探索技术的应用场景也是阚

海斌团队近年来一直在做的事，

和华虹计通正在研究的区块链安

全监管物品供应链数据服务平台

就是将这门技术应用于政务领域

的尝试。另外，基于区块链的上海

跨校辅修平台也在逐步成型。

郑立荣团队也在探索着更多

的应用场景。2017 年，他们将区

块链与物联网这一前沿信息技术

深度融合，联合中信信息、上海仪

电、英格尔认证等，成立上海市重

要产品追溯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并参与商务部牵头的重要产品追

溯体系建设，运用区块链技术保

证农产品、危险品等重要产品，在

生产、运输全过程中的数据真实

性、可信性以及网络安全性。

目前，团队还通过区块链技

术协会等，与上海特高等一批创

新企业建立了广泛的战略合作，

开展了“区跨链 + 物联网”重塑

贸易流通价值链与全链管理，研

究柔性共链网络在证劵行业的具

体应用案例，实现金融行业区块

链的高效安全和核心技术的自主

可控。

区块链技术在公共政务平台

的应用也即将落地。郑立荣团队

正在推动该技术与上海“市民云”

这一“一网通办”移动端总入口对

接。据凌力介绍，该技术将在电子

证照保全、授权使用存证、历史记

录追溯及跨部门服务构建等方面

发挥重要作用。

据科研院常务副院长武利民

介绍，在复旦，还有不少学科团队

在从事区块链技术研究和应用开

发，比如经济学院教授杜莉团队

基于区块链技术探索税务领域场

景如银税互动、管理学院张成洪

教授团队探索区块链治理模式、

大数据学院吴力波教授团队探索

金融风控与区块链、泛海国际金

融学院李清娟团队探索运用区块

链技术推动政府管理等。“我们要

响应总书记的号召，充分发挥复

旦综合性大学优势，多学科齐头

并进，为区块链技术探索更多的

应用场景，让国家因为区块链技

术的发展更具竞争力，让人类生

活因区块链技术的普及变得更方

便、更快捷。这是复旦科研团队的

责任和使命。” 文 /何叶

（上接第 1 版）针对不同类型的博

士后，新方案提出，建立分级审批

制度，完善招收办法，分类设置考

核指标，健全评价办法。为适应

科研任务需要，新方案还明确，全

职博士后在站时间可在 2-4 年

内灵活确定。

实施“超级博士后”制度，是

新方案中尤为引人注目的内容。

根据新方案，在学校资助全职博

士后岗位中设立“超级博士后”岗

位，提供有竞争力的薪酬待遇，吸

引国内外一流大学有突出科研表

现和发展潜力的优秀博士，进入

学校重点建设的高水平科研平

台、高层次人才创新团队、国家重

大科研项目攻关团队，潜心从事

基础性、前沿性、原创性研究。

根据新方案，学校逐步加大

资金投入力度，并鼓励院系和合

作导师增加博士后队伍建设配套

经费，以适应博士后队伍提高质

量和发展规模的需要。面对博士

后群体的“后顾之忧”，新方案也

进一步明确，确保全职博士后住

房需求，逐步建立市场化运作的

博士后公寓管理体系和住房货币

化补贴体系；充分发挥学校优质

中小学教育资源，积极保障全职

博士后子女入学。

目前，新方案实施已取得阶

段性成果，120 余名符合条件的博

士后被纳入“超级博士后”计划，

预计本学期末“超级博士后”人数

将达到 260 名左右。为了持续加大

吸引优秀青年人才，从今年开始，

学校还将在光华青年学者论坛中

设置博士后板块，为我校“超级博

士后”汇聚全球英才。 文 /宗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