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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 One 

冷链集散协同配置与非系统化的数据特征 
 



EFT-CCL Ⅰ 冷链集散协同配置与非系统化的数据.特征 

低协同 

目前中国大约有40%的企业为了有效控制产品质量而倾向于自营冷藏物流业务，但仍有

60%的企业希望借助于第三方冷链物流来减轻产品冷链运输的压力。冷链第3、4方物流

发展滞后，目前中国第34方冷链物流发展的基本状况是以食品生产企业为母体的第3、4

方物流企业和独立第3、4方物流公司共存并进。向“配置链”方向发展。 

低配置 

全国每年果品腐烂损失1200万吨，蔬菜腐烂损失1.3亿吨，平均按1元/kg计算，经济

损失超过千亿元（中国食品工业协会）。产业链配置、市场配置、交易配置、技术

配置、金融配置、管理配置、数据配置下一代互联网配置等等。 

低集散 

我国90%的冷链企业是区域性的，大部分企业仅在特定领域运输部分产品，没有形成

规模效应，行业集散度偏低。乡村振兴的菜篮子集散、生产性集散、生活性集散是关

键。 

千… 

6

全国因冷链配置不全的损失 

90%的冷链企业是区域性的 

第34方冷链物流占比 

9

①要求：面对新迭代高效率低损耗、高价值低成本、高原创低仿效、高智能低人工的高质量发展要求。②现实：冷链“系统化程度较低”，“呈现

耗散、协同低效、单一人工配置”的“非系统化产业特征”。③冷链发展阶段：第一方制造物流自给自足；第二方卖方差异化市场；第三方配送

(效率诉求)机制专业冷链；第四方金融物流；未来引导为迭代互联网智能化共识引导下的集成协同配置(共识诉求)平台冷链系统（ EFT-CCL ）。 



交易-信用-订单在结算平台上的 共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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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 Two 



EFT-CCL 

Ⅱ 交易.信用.订单.配置在平台上的 共识 

交易.信用.订单.数据.共识.配置的  规则逻辑 

 4、 冷链效益、成本、高质量发展对共识的诉求：冷链物流的本质是商品的高质量“交易”服务，“交易”的核心是“价值交换”；价值交换中的信用成

本普世地决定着冷链行业的效率和价值。 

  5、共识优化冷链：交易、信用、订单以及依据订单产生的金融配置，是建立在结算平台上的市场主体“共识”，共识是优化冷链金融科技生态化的国际结

算平台系统的基础。贸易规则的WTO\FOBS、国际结算SWIFT/TTP;   国际工业供应链互联网云，都i试图向这个方向发展。 

1、冷链信用共识基础：  由咨询、信息、订单、交易、供应链、结算而产生的信用过程；共识必须通过规范与契约完成； 

2、冷链集成与协同的刚需：冷链集成与信用的内涵可以在价值链、产业链、供应链方向不断提升；信用共识内涵不断扩大导致“信用功能平台出现”； 

3、冷链信用配置平台的诞生：当信用需要协同“价值链、产业链、供应链方向”，结算平台将变成信用配置平台。 



EFT-CCL 

Ⅱ 交易-信用-订单在结算平台上的  通证 

    通证作用机制： 

 数据共识：数据共识特征是以用数据共识（通证合约）解决信用问题、接口问题和共识标准问题； 

 数据共识与共享，发展补缺市场共生，用共同市场建立共生的信心。在食品、医药和化工品运输过程中，通过共识通证所提供的冷链仓储数据、

冷链配送、配置数据和冷链运输成果来完成交易。 

 共识通证技术贡献术保证了数据共享、信息共生，打破行业流通限制、通关技术限制，资源配置限制，形成以共识为基础的全球交易通证系统，

用于国际结算平台。 

 

共识的工具 · 通证 

通证技术下国际结算平台取代国际结算SWIFT系统 

    国际结算平台的优点： 

 去中心化的互联网账本特性优于中心化的SWIFT的节点脆弱性； 

 EFT即时结算解决SWIFT的信息流与资金流动结算清算不同步； 

 EFT点对点交易结算0费率且外汇透明； 

 算法防篡改特性解决“黑匣子”SWIFT信息系统跨境监管问题. 



冷链金融科技生态化的国际结算平台  
系统引领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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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 Three 

系统集成 丨 高效协同 丨 资产配置 丨 共识通证 



EFT-CCL 

冷链金融科技生态化的国际结算平台的系统 · 构架 

     逻辑：冷链金融科技生态化（EFT-CCL）发挥冷链综合金融、冷链科技和冷链实业三方面优势，

用金融通证的方式系统性地提升冷链价值和冷链效率，达成冷链金融科技生态化的国际结算平台引

领方向，进而精准配置资产，促进冷链行业系统集成、高效协同，打造集成协同式冷链新经济模式。 

Ⅲ 冷链金融科技生态化的国际结算平台 引领方向 

冷链实业 

集成协同式 

冷链 

新经济模式 
冷链科技服务 冷链金融 

       架构：更高一个迭代版本的产业智能化新集成系统：①基础：以算法数组模型价值因子为构建

基础；②功能：以全产业链、资产配置、数据配置、设计配置、市场信息配置、需求分析设计等作

为统筹服务手段；③以订单契约数据规范共识作为牵引的迭代物联结算协同平台。 



EFT-CCL 

使命：冷链金融科技生态化（EFT）命题，就是发挥科技金融、冷链实业金融的多维优势的基础上而构建起来的，原创引领式的具有国际平台特征的新经

济体系； 发展战略首先要解决动力机制、平台瓶颈、共同市场、领先之道等问题，EFT-CCL将国家冷链经济转型与世界经济转型联动设计、引领发展。 引

领全球经济信心和创新应对全球经济面临衰退的风险，形成中国在新一轮全球化经济中的大格局的引领作用。 

Ⅲ 冷链金融科技生态化的国际结算平台 引领方向 

冷链金融科技生态化的国际结算平台的系统 · 使命   

动力机制 共同市场 平台瓶颈 领先之道 



EFT-CCL 

Ⅲ 冷链金融科技生态化的国际结算平台引 领方向 

资产配置特征：以EFT平台为基础的资产配置体

现平台服务价值和分布式服务价值。 

系统集成特征：将新金融、新工业、新贸易、

新产业链、新智造系统的集成在EFT平台上，用

价值链定位，用资产配置的方式让价值点产生

价值。 

链环协同特征：价值链、产业链、供应链衔接

有机结合在EFT平台之上拉近客户距离、降低成

本、提高效率，体现高效协同; 

数据共识特征：用数据共识（通证合约）解决

信用问题、接口问题和共识标准问题。 

模式优化特征： EFT平台形成的两个过程，一

是优化已有的经济运行体系，二是创新EFT独有

的新经济模式运行体系，新旧模式优化共生。 

 

 

数字智能化技术方向：EFT用数字智能化解决便

捷高效低成本的现状提升问题，核心问题为技

术创新、商业模式共识和数据化共识。 

国际结算平台化方向：以数字人民币为核心融

合平衡货币、加币货币形成类SWIFT系统的新结

算平台。 

产业链共享共生化方向： EFT产业链纵向与横

向的融合，数据共识与共享，发展补缺市场共

生，用共同市场建立共生的信心。 

 

金融模式：包括优化新SWIFT、FTT、ISF、DC/EP

模式，发挥金融综合能力、融合科技和实业的

三个优势，以开放金融平台为基础，对外赋能

行业数字化转型、构建协同金工贸数字化平台

生态，打造集成协同式的经济新模式。 

贸易体系模式：包括对WTO、TTP、OEM、OBM、ODM

进行优化，形成具有领先之道的新贸易体系。 

实业与工业模式： 优化后的C2M（零售直接对

制造的新型）、双循环、工业互联网、共同市

场、工业4.0等模式 

特征：配置、集成、协同、共识与优化特征； 方向：数字智能化技术、国际结算平台化和产业链共享共生化； 模式：国际结算平台（新SWIFT ）、FTT、

ISF、DC/EP、FOBS等。 

特征 方向 模式 

冷链金融科技生态化的国际结算平台的系统 ·  集成   



EFT-CCL 

创新 

创新是冷链金融科技生态化的核心灵魂 

①重塑疫情后世界经济全球化的新秩序； 

②解决中国的双循环和动力转型问题； 

③整合工业互联网下的新工业体系的需求； 

④让中国经济进入科技进步所带来的市场重新洗

牌的红利； 

⑤EFT创新包括主体创新与结构性创新； 

⑥ EFT创新中充分的兼顾了系统集成、高效协同

、资产配置、共识通证等创新元素； 

⑦EFT技术创新涵盖的范围包括数字技术、区块链

技术、工业互联网技术和智能智造技术等。 

Ⅲ 冷链金融科技生态化的国际结算平台 引领方向 

市场 

EFT是疫后经济发展市场刚需的结果 

整体经济全球化新趋势的市场要求是分散化、定

制化、交易人工智能化和金融工业产品、贸易交

易一体化等； 

根据新经济秩序的特点 ， 设计以EFT新经济模式 ，

可以满足以上新型经济全球化的诉求 ， 满足金融

科技生态化引领实验的基本要求。 

贡献 

EFT的贡献是对原有的经济秩序的螺旋上升 

一方面，没有颠覆性地破坏原有秩序，而是恰到

好处的利用传统的商业模式和经济模式进行优化，

补充了当今由于创新不足而引起的要素缺失症； 

另一方面， EFT具有颠覆性创新， 它以系统集成

、高效协同、资产配置以及共识通证四大要素创

新了疫后条件下的经济新秩序 ， 从宏观上来说对

世界新秩序是一种模式上的新贡献，从微观上来

说解决了微观经济中的零散、差异化、便利化和

低成本的差异化的需求等。 

冷链金融科技生态化的国际结算平台的系统 ·高质量发展 



EFT-CCL 

Ⅲ 冷链金融科技生态化的国际结算平台 引领方向 

冷链金融科技生态化的国际结算平台的系统 · EFT-CCL系统 

系统构建：EFT-CCL系统是以经科技采集量化后的全要素大数据的模型作为基础，建立起来的具有高阶值国际结算能力、全要素产

业链定位价值能力、交互交易配置的估值能力的全行业、全产业链集合系统生成。包括①冷链系统论引导下的平台分层系统、②冷

链协同论引导下的群组关联协同数据共识、③冷链的产业价值要素量化赋值配置、④质量追溯监管修正纠偏后的结算数字货币化等。 

国际结算平台 

算法 数组 模型 

全产业链全要素的横向纵向联合 

金融科技生态化-功能：交互、交易、配置、赋值（⭐） 

原材料 

子系统 

技术 

子系统 
跨境贸易 

子系统 

金融 

子系统 

冷链 

子系统 

工业智造 

子系统 
诸系统 衍生系统 

系
统
基
础 

系
统
生
成 

总系统 

系统构成图 

⑤系统要素量化进入算法、数组和模
型 

④以数字人民币为核心融合平衡货币 

③价值定位：市场主体在产业链上不
同环节位置的价值不同。 

②EFT生态的多样功能 

①总系统包含全产业子系统和孙系
统。 

共同动力系统：高效率、低成本和营
利性。金融活水是系统的杠杆动力
源. 



EFT-CCL 

Ⅲ 冷链金融科技生态化的国际结算平台 引领方向 

$ 

冷链设备数据 

运输产品数据 

运输时间数据 

运输设备数据 

运输技术数据 

冷链技术数据 

冷链冷库数据 

冷链中转数据 

金融数据 

实体数据 

冷链金融科技生态化的国际结算平台的系统基础 · 算法.数组.模型.赋值  

示意：依据冷链环节切分数据、冷链物流产业链各个核心要素数据，将每个核心要素进行计量，通过计量计算形成平台冷链数据模

型，根据模型可将各个冷链物流价值量化，为效率的提高、分工协同、资源配置、技术通证提供完整的需求方案。 



冷链金融科技生态化的国际结算平台
成果与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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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T-CCL 

成

果 结

论 

• 冷链需要更宽泛系统集成； 

• 冷链需要横纵产业链协同； 

• 冷链科学与技术需要迭代互联网智能化革命助力崛起； 

• 冷链需要整体市场的要素共识。 

EFT-CCL金融科技生态化的理论和实践预计将成为疫后新

经济格局的通用经济模式。 

 

• 成果可以提高冷链物流效率减少物耗； 

• 成果可以增加国民生产总值资本向下； 

• 成果可以填补制度规范、技术、产业链集成空白

（ EFT-CCL）  

• 成果可以迭代互联网与协同智能化。 

 

• 冷链科工贸服货币平台数据化； 

• 冷链金融实业化价值集分化； 

• 冷链新SWIFT系统结算数字化主权化； 

• 冷链交易配置协同集成—估值结算通证监管一体化。 

 

 

VI 成果与结论 

冷链金融科技生态化国际结算平台·业绩. 

冷链金融科技生态化国际结算平台·刚需 

• 冷链产业政策的领先设计； 

• 冷链新基建的制度合成（新终端、新装备、新网络、新平台）； 

• 冷链金融实业瓶颈是反冷链垄断与建设冷链金融； 

• 冷链需要国际同盟军，只有共生共享才能共建共进。 

 



EFT-CC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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