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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针对“互联网+物流金融”发展中的信用风险、市场风险以及监管问题，应用区块链技术是一
种有效应对措施。通过“互联网+物流金融”发展中的风险分析，提出区块链技术可以从信度和效度两方面
对“互联网+物流金融”进行风险管控。基于区块链的智能合约、分布式账本技术和数据真实且不可随意篡
改等特性，采用“区块链+仓单质押（质押担保融资）”、“区块链+仓单质押（信用担保融资）”、“区
块链+保兑仓”等创新模式，能够有效的控制“互联网+物流金融”信用风险和市场风险，并对“互联网+物
流金融”实施有效的监管。此外，基于区块链的“互联网+物流金融”创新模式落地实施还需要建设以法制
为基础的信用体系、完善物流金融发展的制度环境、鼓励业者参与并积极培养复合型人才等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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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In view of the credit risk, market risk and supervision problems in the development of “Internet

plus logistics finance”, Block chain technology is an effective measure to deal with its. Through the analysis of risk
in the development of “Internet plus logistics finance”, Block chain technology can be used to control risks from
two sides, namely reliability and validity. Based on the technologies of smart contract and distributed account, and
the characteristics of data real and arbitrary tampering, the innovative models such as "Block chain + warehouse
receipt pledge (pledge guarantee financing)", "Block chain + warehouse receipt pledge (credit guarantee
financing)", "Block chain + confirming warehouse" can effectively control the credit risk and market risk of
"Internet plus logistics finance", at the same time, the " Internet plus logistics finance” has implemented effective
supervision. In addition,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Internet plus logistics finance” innovation mode based on
Block chain also needs some measures, such as build a credit system based on the legal system, improve the
institutional environment for the development of logistics finance, encourage the participation of the industry and
actively cultivate compound talents.
【Keywords】Block Chain; Internet Plus Logistics Finance; Smart Contract; Trust Mechanism
“互联网+物流金融”作为一种新业态，也就是

获取融资企业信用资料、交易资料进行信用等级评

将物流金融互联网化，以物流企业为核心，由互联

估；另一方面，通过互联网平台整合物流、金流、

网平台将金融机构、融资企业以及其它产业进行跨

信息流、商流，为融资企业拓展融资管道、降低融

[1]

界的深层融合 ，一方面利用互联网平台的大数据

资成本、提高融资效率以满足融资需求。但是，“互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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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上述研究成果，基于区块链的智能合约技

联网+物流金融”发展中也存在着风险。
随着区块链技术的发展应用，基于数据的公开

术给“互联网+物流金融”风险的有效控制提供了可

透明、不可篡改与集体维护等特性，区块链创造出

行性，因此，本文将区块链理念引入“互联网+物流

的可信任的数据分享和协作方式，在有效应对金融

金融”领域，分析“互联网+物流金融”发展风险和

[2]

风险方面得到了业界共识 。关于区块链对金融风

基于区块链的“互联网+物流金融”风险控制路径，

险管控的研究，主要从区块链智能合约技术这一角

研究基于区块链的“互联网+物流金融”创新模式，

[3]

度展开。Gunnar 研究发现，智能合约能够自动化

力图为“互联网+物流金融”发展提供决策依据。

处理区块链上的合同执行、付款、法律义务等，因

1 “互联网+物流金融”发展风险分析

此智能合约可以通过区块链中不可更改的分布式账

“互联网+物流金融”风险问题可以归结为两大

本技术实现信息追踪和自动化执行合同，从而降低

类，即：信用风险和市场风险[8]。信用风险的产生源

交易成本、仲裁费用和执行成本等。Yu et al.[4]还对

自各主体是否按合同执行，以及主体之间是否存在欺

智能合约的设计和执行进行了验证，对基于区块链

骗行为或隐藏相关的重要信息；市场风险主要是融资

技术的智能合约中顺序执行模型、并行执行模型和

企业的经营状况、存续情况、物流成本变化、物流途

非阻塞执行模型进行了检验，检验结果都说明智能

中的意外以及抵押物的市场价格变化。例如，银行无

合约技术能够有效完成相应执行工作。智能合约包

法真正地对相关融资企业的运营状况进行确实的把

含所有的相关信息，而相关信息都是以代码形式储

控，贷款到期后，融资企业若无能力进行贷款金额的

存，供应链金融的合约、活动事件等可以被计算机

偿还，不仅会对银行的正常运行带来一定的影响，也

代码取代，智能合约利用“如果 A 则 B”的方式进

会影响物流企业发展。还有，如果质押物的自身价值

行判定，当满足智能合约中的触发条件时，自动执

发生了一定的浮动，那么物流金融服务也会受到一定

[5]

[6]

行合约中约定的操作 。Marco et al. 提出，区块链

的影响。此外，如果对质押动产没有进行统一登记，

会以智能合约进行逻辑计算和处理，信息公开形成

且银行间的质押讯息又没有共享或是通报机制，融资

客观、公正可信的交易环境，一方面能够保证参与

企业有可能会在不同的金融机构进行某项质押动产

主体、交易、仓单的数字化对应，去伪存真，另一

的多次质押，而此投机行为将增加整体物流金融的风

方面记录仓储物流每个环节的信息以保证货物的可

险。此外，在“互联网+物流金融”业务中，需要物

追溯性，避免一货多押、一押多贷，这样大大降低

流企业、金融机构和融资企业对质押物等需求信息进

了传统供应链金融中因为信息不对称和主体不按合

行沟通，但目前各环节都还是只有各自比较完整的信

[7]

同执行等产生的信用风险。Christian et al. 研究了区

息系统而形成软硬件“孤岛”，彼此间的沟通没有完

块链技术如何通过智能合约降低交易过程中可验证

全实现信息系统的自动对接。“互联网+物流金融”

性成本和绕过中间商来塑造创新和控制风险。

主要风险如下图 1 所示。

图1

“互联网+物流金融”主要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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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风险就需要监管，但是目前“互联网+物流金

度。对资金流进行透明化监管，缩短金融活动的周

融”的监管也存在着一系列问题。首先，由于交易

期，降低银行的风险，增进商业信誉建设和落实责

市场中各主体各自为战，交易信息不透明，监管方

任主体。因此，区块链技术为“互联网+物流金融”

职责和监管内容不明确，银行不能有效把握资金流

提供了合情、合理、合规、合法的监管体系，如，

向，物流流程和状态不能实时更新，监管体系存在

针对“物流信息的真实性不能得到有效监管”这一

盲点。其次，银行不能有效掌握交易的真实性，只

问题，可以通过分布式账本记录的商家库存变化监

能被动地以对方提供的订单、合同等数据作为融资

管和证实商家是否已经发货，可以结合物流行动信

依据，待核验订单、合同和交易的真实性和统一性

息、交通状况和天气情况来证实物流信息是否真实

后才可进行授信、贷款等后续环节，期间会耽误大

等。

量时间，如，物流信息的真实性不能得到有效监管，

3 基于区块链的“互联网+物流金融”创新模式

商家虚假发货、物流途中虚假滞留等问题需要解决。

3.1 区块链+仓单质押模式（质押担保融资）

再次，银行在目前的模式下不能直接参与监管其他

这种模式下，因为物流企业参与有限且银行多

主体是否按时按量按合同执行，又没有其他有力的

以静态质押为主，在区块链技术下，融资企业（借

监管主体，由此带来的风险只能由银行自行承担，

款人）与金融机构签订基于区块链智能合约机制形

监管体制不健全大大加剧了“互联网+物流金融”活

成《合作协定》、《账户监管协议》、《仓储协议》

[10]

动中的风险

。也即，“互联网+物流金融”的风险

等，银行间的质押讯息通过共享形成互相通报机制，

和监管是共生的，从本质上二者是高度关联的。

以控制可能出现多次质押而带来的信用风险。基于

2 基于区块链的“互联网+物流金融”风险控制

多方共同搭建的区块链平台，融资企业按照约定数

路径

量送货到指定的仓库，物流企业经过验货确认后开
2.1 区块链技术提高风险管控能力

立专用仓单；融资企业对专用仓单作质押背书，由

区块链利用分布式账本解决了数据来源的问题

物流企业签章后，融资企业交付金融机构提出仓单

，分布式账本记录了参与主体的日常工作、账务

质押贷款申请。金融机构审核后，签署贷款合约和

往来、合同关系等行为数据，调取到的数据真实且

仓单质押合约，按照仓单价值的一定比例放款至融

不可随意篡改，对每一次活动行为都有时间地点的

资企业在金融机构开立的监管账户，这一过程中，

记录并被上传和同步到整个区块链的各个账本中，

通过区块链分布式记账技术将每一次活动行为的时

任何节点都可以查看数据记录，这就能够大大提高

间、地点等记录同步上传，确保各项物流业务的真

信用风险的管控。区块链智能合约技术还能有效地

实发生以控制市场风险，同时也使得监管机构能够

降低市场风险，例如质押物的价值随时间在不断变

实时监管物流活动各环节信息的真实性，实施有效

化，智能合约会对质押物的现有价值进行判定，如

监管。

[9]

果低过抵押价值，自动执行合约中的操作，用平仓

3.2 区块链+仓单质押模式（信用担保融资）

或者从抵押方自动收取差额补充抵押的方式来控制

这种模式下，基于区块链技术金融机构可根据

市场风险。区块链技术从信度和效度双方面进行风

物流企业的规模、经营业绩、营运现状、资产负债

险管控，对“互联网+物流金融”的发展提供有力保

比例及信用程度，授予一定的信贷配额，物流企业

障。

再依据与之长期合作的融资企业信用状况核定其信
2.2 区块链技术完善监管体系

贷配额，并为融资企业提供信用担保，并以融资企

区块链智能合约技术为“互联网+物流金融”的

业储存在其融通仓内的货物作为质押物来确保信用

每个用户提供了统一的监管体制，从每一个环节对

担保的安全，能够很好的控制“互联网+物流金融”

物流供应链上的主体和事件进行监管，从信息流、

信用风险。融资企业在仓储期间需要不断进行入库

物流、资金流等多流合一的角度进行监管；分布式

和出库，基于多方共同搭建的区块链平台，融资企

账本技术提升了物流订单、合同等数据的可信性，

业出具由托管的物流企业发出确认电子化的入库单

能够帮助银行追踪资金流的轨迹，确保交易的可信

或出库单，中间省去了金融机构确认、通知、协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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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处理等许多环节，缩短入库和出库操作的时间，

励“互联网+物流金融”各相关业者积极参与，在以

改善质押贷款的业务流程和工作环节，既有利于金

物流金融区块链平台上共同努力，实现信息共享、

融机构提高对质押贷款全流程的监控能力，又能够

互相监督，努力实现由静态质押监管向动态质押监

降低贷款的市场风险。

管的转变，降低“互联网+物流金融”风险。

3.3 区块链+保兑仓模式

5 结束语

这种模式下，基于区块链信任机制，下游融资

“互联网+物流金融”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作

企业向上游生产商采购（或分销商）时，融资企业

用。本文将区块链与物流金融结合，研究基于区块

向金融机构交纳一定的保证金后，由金融机构开出

链的“互联网+物流金融”创新模式，研究表明：

承兑汇票，收款人为融资企业的上游生产商，上游

（1）区块链技术从信度和效度两方面对“互联

生产商在收到金融机构承兑汇票前，开始向物流企

网+物流金融”进行风险管控。区块链分布式账本解

业的仓库发货，货到仓库后转为仓单质押，下游融

决了数据来源的问题，任何节点都可以查看数据记

资企业向金融机构还款提货，这一过程中，借助于

录，能够控制“互联网+物流金融”的信用风险。区

区块链技术任何节点都可以查看数据记录，有效控

块链智能合约技术可以动态的对诸如质押物价值进

制信用风险。基于多方共同搭建的区块链平台，可

行判定，有效地降低市场风险。

以先发货后付款，缓解供应链下游企业的短期资金

（2）区块链技术为“互联网+物流金融”提供

压力，让金融机构控制融资企业的提货权，并避免

合情、合理、合规、合法的监管。区块链智能合约

供应商不愿发货或延迟发货情况发生，区块链智能

技术为每个用户提供统一的监管体制，从每一个环

合约技术确保物流活动的真实性和有效性，在控制

节对供应链上的主体和事件进行监管，确保交易的

市场风险的同时也能够让监管方实施有效监管。

可信度，降低商业银行的风险，增进商业信誉建设

4 基于区块链的“互联网+物流金融”发展落地

和落实责任主体。

保障

（3）基于区块链的智能合约、分布式账本技术
在具体实施基于区块链的“互联网+物流金融”

业务时，还需要相应的保障措施。

和数据真实且不可随意篡改等特性，采用“区块链+
仓单质押（质押担保融资）”、“区块链+仓单质押

（1）建设以法制为基础的信用体系。行业信用

（信用担保融资）”、“区块链+保兑仓”等创新模

建设是社会信用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行业自

式，能够有效的控制“互联网+物流金融”信用风险

律建设的一项重要内容。企业的信用水平对于经济

和市场风险，并对“互联网+物流金融”实施有效的

增长将具有重要的影响，因此欲完善“互联网+物流

监管。

金融”应该逐步完善企业信用制度。建立以法制为

（4）基于区块链的“互联网+物流金融”创新

基础的信用体系，并由政府及行业协会严格监管，

模式落地实施还需要建设以法制为基础的信用体

披露不良企业行为，增加透明度，并明确物流金融

系、完善物流金融发展的制度环境、鼓励业者参与

中各主体的责任和义务，规范各方行为以保证各方

并积极培养复合型人才等措施。

利益。

应该看到，
“互联网+物流金融”涉及领域众多，

（2）完善物流金融发展的制度环境。没有完善

所存在的问题也较为复杂，区块链技术在其中的应

物流金融发展的制度环境，就算有区块链技术的加

用还值得未来进一步深入挖掘和研究。

持也难成气候。构建一个完善的“互联网+物流金融”
制度环境非常重要，需要 规范相关企业的准入门槛，
只要是符合资质、信用良好都应该赋予参与的权利；
建立信息披露制度，强制参与“互联网+物流金融”
的相关企业进行信息披露；政府与行业共同制定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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