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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布式账户、区块链和数字货币的发展与监管研究

李文红　蒋则沈 1

摘要：近年来，金融科技在全球范围内迅速兴起，以区块链为代表的分布式账户被认为是

最有发展潜力的金融科技技术。作为其应用形式之一，比特币等私人数字货币快速发展，但也

积累了潜在风险，引起各方广泛关注。国际组织、各国央行和监管机构均高度重视、密切跟踪

研究金融科技的发展应用及其对金融稳定的影响，目前总体认为，分布式账户、区块链技术尚

处于起步阶段，能否实现大规模推广并产生变革性影响，还有待观察。数字货币按照发行主体

可分为私人和法定数字货币。对于比特币等私人数字货币，各国普遍认为其不是法定货币，并

持续向投资者提示相关交易活动风险。对与私人数字货币相关的金融业务，各国要么严格限制

或禁止，要么按照业务属性纳入现行监管框架，主要涉及以数字货币为基础资产的衍生品交易、

为数字货币交易提供支付服务、数字货币交易平台等。此外，各国普遍认定首次代币发行（ICO）

为一种公开融资活动，多数国家将其界定为证券发行行为。对于法定数字货币，各国均予以密

切关注、积极跟踪研究，但多数国家尚未提出实质性的具体发行计划。本文认为，针对金融科

技的快速发展，监管者应遵循“技术中立”原则，按照金融业务本质实施监管，维护市场公平

竞争；及时对金融科技 / 互联网金融业务进行“穿透定性”，防止冒用“技术”名义违法违规

开展金融业务；加强对金融机构与科技企业合作的监管，强化对信息科技风险、外包风险和其

他操作风险的管控；同时，持续加强跟踪研究和监测分析，做好专业知识、人才队伍、政策措

施等方面储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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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近年来，金融科技（Fintech）在全球范围内迅速兴起。以区块链（Blockchain）为代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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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布式账户（Distributed Ledger Technology）被认为是最有发展潜力的金融科技技术。作为其

应用形式之一，比特币等私人数字货币快速发展，近期参与人数进一步增加，交易规模继续扩

大，价格大幅波动，部分业务涉及突破法律法规，积累形成了一定的潜在风险，引起各方面广

泛关注，如金融稳定理事会（2016）、国际货币基金组织（2016）、国际清算银行支付与市场基

础设施委员会（2017）、欧洲中央银行（2015）等。在金融科技快速发展背景下，国际组织、

各国央行和监管机构均高度重视、密切跟踪研究金融科技的发展应用及其对金融稳定的影响，

也力求对相关业务模式进行“穿透定性”并按照金融本质实施监管。本文梳理了分布式账户和

区块链、数字货币（Digital Currency）、首次代币发行（Initial Coin Offering，ICO）等主要概念、

分类与发展现状，分析比较了主要国家或地区的监管原则和监管方式，并结合我国实际情况提

出了思考和建议。

二、主要概念与发展现状

（一）分布式账户

目前，分布式账户尚无统一权威定义。英国金融行为监管局将分布式账户定义为一种技术

模式方案，在网络中实现对参与者交易活动的同步记载（FCA，2017）。数据记载需满足以下

条件：一是唯一性，交易与记录一一对应；二是记录连续不间断；三是记录格式标准统一；四

是加密不可篡改。这些数据同步分发给网络中所有参与者进行存储、调取和比对。目前的主要

应用领域为交易簿记、资产确权和身份验证等。与此相比，传统的“中心化”模式由单一的中

央机构或系统，如央行支付系统、证券交易所等完成相关交易及其记载。需要指出的是，分布

式账户并不是一项全新技术，而是随着共享数据库、加密技术、点对点传输网络等技术发展，

进一步形成的多类技术组合方案（见图1和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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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中心化”记账模式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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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区块链等“去中心化”记账模式示意图

（二）区块链

区块链是分布式账户最主要也最具代表性的技术，具体为：网络中的所有参与者同步记录

某一交易活动信息，并互相验证信息真实性，防范信息被篡改。

在区块链模式下，网络中的每一个参与者（即节点Nodes）都拥有一个分布式账户，用以

记录交易数据。当交易发生后，交易双方可以向网络提交信息，交易信息经加密后即不可篡

改，并以命名为区块（Block）的数据包形式存在。每一个区块都要同时发送给网络中的其他

参与者，与其分布式账户中的历史记录同步比对验证，只有网络中绝大多数（如需超过51%）

参与者均认可所载信息的真实性和有效性，这一区块才能存入网络中的各个分布式账户，并与

已在账本中存档的区块相链接（Chain），形成区块链（李文红和蒋则沈，2017）。

区块链最早应用于比特币等数字货币的生成、存储和交易，目前正探索向支付清算、会

计、审计、证券交易、风险管理等领域扩展。业界普遍认为，支付行业可能会首先成为其应用

的重点领域。例如，2015年底，纳斯达克市场推出了基于区块链技术的交易平台，用以实现部

分非流通股票的交易和结算。瑞银集团在伦敦成立了区块链研发实验室，探索区块链在支付结

算等方面的运用。中国银联与IBM合作，在2016年尝试推出了基于区块链技术的跨行积分兑换

系统。

国际上总体认为，分布式账户、区块链技术发展尚处于起步阶段，只在限定区域或机构内

实施了小范围研发和应用，其效果还有待实践检验。主要原因为：一是运行效率尚不及传统的

“中心化”模式。由于信息同步记入网络中所有参与者的账户，需要进行大量重复运算。二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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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行成本较高。需大量消耗硬件设备、网络和电力能源等，且随着网络扩展和参与者增加，成

本还会同步增长。因此，目前仅适用于少数场景：一是缺乏所有成员共同信任的权威机构；二

是无需实时或高效地记录交易和存取数据；三是获取的收益可以覆盖高额的设备投入和资源消

耗成本。分布式账户、区块链技术能否突破这些制约因素，实现大规模推广并产生变革性影

响，还有待观察。

同时，分布式账户、区块链技术也可能对金融稳定产生影响。例如，此项技术具有“多

边互信”“去中心化”等特征，交易活动脱离中央清算机制，可能会增加交易各方之间的风险

敞口，增大风险监测和管控难度；同时，也可能降低用户对银行等传统金融中介和交易所的依

赖，影响现有金融机构的竞争力。一些科技企业在未受监管的情况下涉足金融业务，容易造成

不公平竞争。在系统层面，还可能增加机构之间的关联性和金融体系的复杂性，强化羊群效应

和市场共振，增强风险波动和顺周期性，影响金融稳定（李文红和蒋则沈，2017）。

（三）比特币等数字货币

数字货币又称加密货币（Cryptocurrency）或虚拟货币（Virtual Currency）。按照发行主体

划分，数字货币可分为法定数字货币和私人数字货币两类。法定数字货币是指由中央银行依法

发行，具备无限法偿性，具有价值尺度、流通手段、支付手段和价值贮藏等功能的数字化形式

货币。私人数字货币理论上不应称为“货币”，其本质是市场机构或个人自行设计发行，并约

定应用规则的数字化符号，性质上类似于在一定范围内可流通的商品。

比特币为一种典型的私人数字货币，是区块链技术在全球的首个实际应用案例。比特币由

参与者通过计算机，按照非常复杂的运算规则，以解出所设定数学算题的方式生成。比特币本

质上是按照规定算法生成的具有唯一性的数字信息，记载于所有比特币参与者组成的全球开放

网络中。在每个参与者的服务器上，均可按照区块链的约定规则，同步记录并更新比特币的生

成、存储、交易信息。根据其算法，比特币预计在2040年左右达到2100万个的生成上限，从而

形成所谓的“发行量恒定”。

比特币及其理论兴起的背景为，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主要发达国家先后实施非常

规货币政策，出现流动性快速增加、货币贬值等问题，引发市场对中央银行货币发行机制的质

疑。比特币提出的“发行量恒定”“去中心化”“全体参与者共同约定”等理念，在一定程度上

契合了公众对改进货币发行机制的诉求，获得了一定的尝试和发展空间。

由于比特币仅为数字符号，缺乏内在价值和衡量标准，其价格主要由供需决定。近年来，

随着后续投资者快速增长和入场资金大幅增加，以及多数持币者囤积居奇，比特币的供需失衡

不断加剧，价格总体呈现大涨大落趋势，并出现较为明显的投机炒作现象。根据数字货币的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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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服务提供商（CoinMarketCap）综合多个交易平台数据生成的价格，自2009年问世至今，比

特币价格由0美元涨至2017年底的1.3万美元，最高价位为2017年12月19日的1.9万美元，之后一

路走跌。截至2018年3月底，比特币价格为6883美元，较最高点下跌逾六成。

此外，依托比特币概念，市场出现了ICO等融资活动。ICO是企业或个人在网络上公布创

业项目方案（白皮书），以自行定义的代币（Token）公开募集比特币或其他具有一定流通性的

私人数字货币，进而换取资金支持创业项目的行为。由于缺乏监管约束、行业自律和透明度等

原因，在部分地区出现了欺诈和伪造项目，形成规避监管的非法证券发行或非法集资渠道。

三、国际组织与相关国家 / 地区的监管方式

（一）关于分布式账户、区块链技术

近年来，国际组织和各国监管机构普遍对分布式账户、区块链等新技术在金融业的应用

与潜在风险予以密切关注，并加强跟踪研究。金融科技虽然发展较快，但尚未产生新的金融模

式，仍未超越存款、贷款、支付、证券发行、投资咨询、资产管理等金融业务范畴（李文红，

2017）。因此，各国监管机构普遍遵循“技术中立”原则，按照金融本质而不是技术形式实施

监管。对属于金融领域的业务活动实施“穿透定性”，相应纳入现行金融监管体系。在新技术、

新模式还未成熟稳定的情况下，尚未有监管机构另行建立监管制度安排。

在国际组织层面，2016年2月，金融稳定理事会在纽约联储举行会议，专门讨论区块链的

发展和潜在影响。参会者达成初步共识：应更积极地关注、监测区块链的发展应用情况，与业

界保持充分沟通，但现阶段暂不需要制定专门的法规制度（FSB，2016）。2017年2月，国际清

算银行下设的支付与市场基础设施委员会研究认为，分布式账户可能会深刻改变资产持有形

式、交易合约履行和风险管理等实践，但还处于发展过程中，现阶段尚未获取充分证据，表明

在短期内可以得到广泛应用（CPMI，2017）。

在国家/地区层面，美国证监会认为，在证券活动中应用区块链，只是用“分布式账户”

记账方式代替传统的中央记账方法，改变了交易形式，但并未改变交易本质，因此仍需严格遵

守证券活动的法律法规并接受监管（SEC，2017）。英国金融行为监管局表示，将始终坚持“技

术中立”原则，不按照技术类型或具体形式，而是针对金融活动及机构实施监管。就分布式账

户而言，现阶段暂无必要改变现有监管体系和方式（FCA，2017）。瑞士金融市场监管局也表

示，“技术中立”是金融监管的基本原则，也是现行法律法规的基础。任何违反监管规定的行

为，无论基于何种技术，都要接受监管机构的调查和惩处（FINMA，2016）。

与此同时，各国监管机构也普遍加强了对新技术的关注研究。美国证监会于2017年成立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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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名成员组成的分布式账户工作组开展应用研究和风险识别，同时加强内外协调沟通。瑞士政

府建立了由财政部、司法部、金融市场监管局等组成的联合工作组，以加强对区块链和ICO活

动的跟踪研究。新加坡金管局于2016年11月启动了分布式账户技术试验项目，与银行业协会、

商业银行、技术公司共同探索在跨行支付结算领域的应用，并与香港金管局签署合作备忘录，

加强分布式账户应用于跨境贸易融资的双边合作。

（二）关于私人数字货币

1. 关于私人数字货币的性质认定

各国普遍表示，比特币等私人数字货币不是法定货币，并不断向投资者进行风险提示。各

国央行和监管机构普遍表示，私人数字货币不具有普遍的可接受性和法偿性，本质上不是货

币。同时，鉴于与美元等主权货币的兑换比率波动剧烈，其市场风险、流动性风险和信用风险

可能会影响消费者权益、金融秩序和社会稳定。从消费者权益保护角度，中国、美国、欧洲、

加拿大、俄罗斯、新加坡、香港地区等监管机构均发布了风险提示，提醒数字货币参与者关注

投资风险、技术风险和法律风险，并防范黑客攻击、反洗钱、反恐怖融资、依法纳税等方面的

潜在风险。例如，2018年1月，日本大型数字货币交易所Coincheck遭网上黑客技术攻击，失窃

约5.2亿个数字货币，市价约为5.23亿美元。

目前，各国对私人数字货币是否为金融工具意见不一，其性质需根据具体情形进行判定。

如德国财政部认为数字货币是一种金融工具，欧洲银行业监管局和英国金融行为监管局则表

示，数字货币本身不是银行存款或金融工具。美联储认为，数字货币缺乏内在价值，没有安全

资产支持，也不是任何机构的负债，难以简单对其进行定性（美联储，2017）。与此同时，美

国商品期货交易委员会认为，对于符合《商品交易法案》所定义“商品”特征的数字货币，应

作为大宗商品进行监管（CFTC，2015）；美国证监会认为，目前难以证明所有数字货币均不符

合“证券”特征，对于符合“证券”特征的数字货币，应纳入证券发行框架进行监管（SEC，

2017）。

2. 关于私人数字货币的监管方式

各国对比特币等私人数字货币的监管方式主要分为两类：一是对与私人数字货币相关的金

融业务进行限制甚至禁止，二是将与私人数字货币相关的金融业务纳入现行监管框架。

（1）对与数字货币相关的金融业务实施严格限制或禁止。2013年，我国明确禁止金融机构

和第三方支付机构参与比特币交易活动。人民银行等部门于2013年12月发布《关于防范比特币

风险的通知》，要求“各金融机构和支付机构不得以比特币为产品或服务定价，不得买卖或作

为中央对手买卖比特币，不得承保与比特币相关的保险业务或将比特币纳入保险责任范围，不



72018 年第 6 期

得直接或间接为客户提供其他与比特币相关的服务”。相关服务包括：结算、法币兑换、托管、

抵押、发行金融产品，将比特币为信托、基金的投资标的等（人民银行等，2013）。2017年，

我国对集中数字货币交易活动进行了整治。人民银行、银监会等部门于2017年9月发布《关于

防范代币发行融资风险的公告》，禁止网络平台开展法定货币与代币、“虚拟货币”相互之间的

兑换、定价、信息中介等业务（人民银行等，2017）。随后，要求各地政府综合采取电价、土

地、税收和环保等措施，引导辖内从事比特币生产（俗称“挖矿”）的企业有序退出。部分地

方政府要求电力系统停止对比特币生产活动供电，并取消其他相关优惠政策。2017年底以来，

一些境内人士转向境外（以日本、香港为主）网站平台进行交易。2018年初，又进一步要求地

方政府对于在当地注册的集中数字货币交易场所，包括采用“出海”形式继续为国内用户提供

服务的网站平台，持续加强清理整顿。中国互联网金融协会也进一步强化风险提示，提醒投资

者关注境内外政策风险，远离非法金融活动，并强调境外平台同样存在系统安全、市场操纵和

洗钱等风险隐患（中国互联网金融协会，2018）。

在其他国家，如俄罗斯政府认为比特币的推广及匿名支付，会对本国法定货币产生替代效

应，影响公众对法币的信心，故予以禁止。泰国央行禁止银行参与任何数字货币交易活动，包

括自身投资或交易数字货币、设立交易平台、为交易提供信用卡等支付或融资工具、提供投

资咨询等。韩国政府于2017年底组建跨部门数字货币对策小组防范数字货币过度投机行为。此

后，禁止未成年人和非居民开设数字货币账户，禁止金融机构为数字货币购买、投资或相关抵

押担保活动提供服务，要求数字货币交易平台于2018年1月1日起暂停开立新的账户。目前，韩

国政府正在研究对数字货币交易实施实名身份认证，禁止匿名交易。欧洲银行业监管局和意大

利监管机构也表示，不鼓励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持有数字货币或参与交易。

（2）将与比特币等私人数字货币相关的金融活动，按照业务属性纳入现行监管框架。虽

然各国对私人数字货币是否为金融工具意见不一，因而暂未将商户或个人单纯购买、持有、出

售或开发私人数字货币的行为纳入金融监管，但对于与数字货币相关的金融活动，则普遍认为

应至少根据其业务属性纳入相应的监管框架。需要纳入监管的业务活动主要有三类：一是以数

字货币为基础资产的衍生品交易，如美国商品期货交易委员会和英国金融行为监管局等。二是

为数字货币交易提供的支付服务。如法国审慎监管局表示，任何使用法定货币为比特币买卖提

供资金划转服务的行为均属于支付业务，需持有支付服务机构牌照。瑞典认为比特币交易属于

货币兑换业务，或涉及资金支付业务，提供交易服务的机构应按照法律规定接受监管。日本于

2017年4月修订《支付服务法案》，明确将数字货币涉及的支付业务纳入监管范畴。三是私人数

字货币交易平台。多数国家要求将其视同交易场所，按照法定程序申领牌照并接受持续监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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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日本金融监督厅于2017年9月同意注册11家数字货币交易平台，并提出了信息披露、系统安

全、资产隔离、内控检查等监管要求，还要求遵守反洗钱、打击犯罪活动、可疑资金报告等法

律规定。对于难以定性的业务，监管机构通常要求从业机构事前主动进行合规评估，由监管机

构分析定性后明确适用的监管框架，或纳入监管沙盒观察测试（如英国金融行为监管局）。

在美国，纽约州金融服务局于2015年发布《数字货币监管法案》，对“数字货币业务活动”

进行了界定，即支付、兑换、托管、代客买卖数字货币以及控制、管理或发行数字货币。凡是

在纽约州从事上述一项或多项业务，均需事先从纽约州金融服务局申领牌照，并遵守资本要

求、资产托管、消费者保护、信息披露、反洗钱等相关规定。银行机构开展上述业务，也需事

先获得批准并遵守相关规定。

（三）关于首次代币发行

目前，各国普遍认定ICO活动本质上为一种公开融资活动，多数国家将其界定为证券发行

行为。与数字货币做法类似，各国也主要有两种监管方式。

一是对ICO活动予以禁止。在我国，人民银行等七部委于2017年9月联合发布《关于防范

代币发行融资风险的公告》，将ICO定性为未经批准非法公开融资的行为，涉嫌非法发售代币

票券、非法发行证券以及非法集资、金融诈骗、传销等违法犯罪活动，禁止各类代币发行融资

活动。同时，禁止各金融机构和第三方支付机构开展与代币发行融资交易相关的业务（人民银

行等，2017）。2017年9月，韩国金融监督院宣布将禁止所有形式的首次代币发行融资，无论其

采取什么技术，使用什么名义。

二是纳入证券监管范畴。美国证监会明确表示：第一，ICO本质是企业从投资者募集资

金，并按预先约定分配收益。按照联邦法律，任何证券活动，无论使用何种技术和术语，其

性质认定均取决于业务本质。“ICO代币”符合证券的法定特征，须纳入《证券法》实施监管。

第二，如果网络平台开展代币推介销售，必须按照《证券法》事先在证监会进行注册，否则属

于违法行为（SEC，2017）。第三，证监会与商品期货交易委员会在2018年发布《关于对数字

货币采取措施的联合声明》，明确表示，不论是以数字货币、代币还是其他名义开展的违法违

规行为，都要进行穿透分析，判定其业务实质并依法采取监管措施。此外，两家监管机构还多

次向投资者发布警示公告，提示市场操纵和欺诈风险（SEC和CFTC，2018）。英国金融行为监

管局也于2017年9月发布风险警示，指出ICO代币价值波动性较大，大多数ICO公司设立在海外

或不受监管，投资具有高风险和高投机性，提示消费者谨慎投资（FCA，2017）。香港证监会

于2017年9月发布《有关首次代币发行的声明》，表示虽然一般ICO发行或销售的数码代币被视

为“虚拟商品”，但若符合《证券及期货条例》的“证券”特征，则需接受香港证券法规监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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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若该代币代表对发行企业拥有的股权或所有权权利，则应视为“股份”；第二，若发行

人可于指定日期向持有人偿还本金和利息，则应视为“债券”；第三，若ICO项目管理者集中

管理募集资金并投资于不同项目，代币持有人有权分享相关投资回报，则应视为“集合资产管

理计划”。上述活动及与之相关的交易、咨询、推介、投资管理行为均属于受监管的证券活动，

无论经营主体是否在香港境内，只要以香港公众为服务对象，就必须事先获得相应牌照并受证

监会监管（SFC，2017）。新加坡金管局于2017年8月发布声明：第一，任何数字代币如果涉及

发行股权、债权凭证以及集合资产管理计划等《证券期货法》监管的行为，发行前必须向金管

局注册并提交相关文件；第二，任何发行机构和交易服务机构必须依照《金融顾问法》规定，

取得法定牌照；第三，任何提供数字代币二级市场交易服务的机构，均需向金管局申领交易所

或市场运营商牌照；第四，严格遵守反洗钱、反恐融资等相关规定（MAS，2017）。2018年5

月24日，新加坡金管局向境内8家数字货币交易平台发出正式警告，所有平台未经金管局批准，

不得交易任何具有证券或期货合约属性的产品，正在开展的交易业务必须立即停止。同时，金

管局还叫停了一起具有股权发行性质的ICO活动，责令发行方终止发行行为、回收代币并向投

资者退还资金。

（四）关于法定数字货币

近年来，各国普遍加强了对法定数字货币的研究，部分国家开始探索数字法币发行、流

通的技术研发和制度安排，但多数国家尚未提出实质性的具体发行计划。美联储表示，面向公

众发行法定数字货币涉及法律、技术可靠性、网络安全、洗钱、个人隐私等诸多问题，需要严

谨论证，避免对已经较为成熟的支付体系和金融稳定产生不利影响（美联储，2017）。欧央行

提出，欧元区的法定数字货币尚处于研究论证阶段。数字法币设计必须充分考虑能否实现维护

物价稳定目标，并基于技术安全性、中立性、使用效率和公众支付的自由选择权等四项基本原

则，综合衡量必要性（ECB，2012，2015和2017）。

法定数字货币可分为两种发行模式：一是中央银行单层投放模式，又称为零售发行模式。

即中央银行不通过商业银行，而是直接面向社会发行、管理、回收法定数字货币。单层投放模

式在理论上有利于提升发行效率、降低流通成本，但同时也具有许多不确定性：第一，对货币

政策框架和金融稳定形成挑战。法定数字货币在银行存款之外，为公众提供了新的无风险资产

选择，对货币供应量M0、M1、M2和货币政策传导渠道均会产生影响。资金存放形式从银行

存款转变为数字法币，也会影响商业银行体系的存款创造和贷款发放功能，进而影响金融稳

定。第二，可能存在技术安全问题。法定数字货币由央行集中管理，有可能受到网络攻击，成

为洗钱等犯罪活动载体，央行必须有能力长期确保数字货币的安全性。第三，匿名性问题。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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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是否应集中保存公众隐私信息，仍存在争议。由于单层投放模式将从根本上改变现行货币发

行体制，多数国家持谨慎态度。英格兰银行表示，当前还没有发行法定数字货币的具体计划。

美联储认为，现阶段不宜采用单层投放模式，其当前的优先考虑也不是发行数字法币，而是以

现有银行体系和支付系统为基础，充分利用新技术提高银行和支付系统的运行效率，并密切跟

踪分布式账户、区块链等新技术的发展应用。

二是中央银行—商业银行双层投放模式，又称批发发行模式。双层投放模式是指沿用现行

纸币流通模式，由中央银行向商业银行发行数字货币，再委托商业银行向公众提供法定数字货

币存取等服务。在实施效果上，该模式仅是对M0的替代或补充，不会因央行信用优势而形成

对M1、M2的替代挤出，有助于保持现行货币发行流通体系的连续性，也防止技术风险过度集

中于央行。目前，各国普遍倾向于采用这一模式，已有部分国家启动了试验项目。如加拿大央

行、新加坡金管局基于分布式账户技术，参照中央银行与商业银行之间的大额支付系统，在模

拟环境下探索数字货币实时投放。人民银行于2014年成立法定数字货币研究小组，2017年正式

成立数字货币研究所，已经开始研发试验工作，并侧重于研究双层投放发行模式。

四、思考与建议

（一）遵循“技术中立”原则，按照金融业务本质实施监管，维护市场公平竞争

技术创新有助于扩大金融服务渠道、提高经营效率，但代替不了金融的基本功能，也没有

改变金融风险的隐蔽性、传染性和突发性。无论是科技企业还是金融机构，只要从事同类金融

业务，都应在现行法律法规框架下，接受相应的市场准入和持续监管，遵循同等的业务规则和

风险管理要求，以维护公平竞争，防止监管套利，避免“劣币驱逐良币”。

（二）及时“穿透定性”，防止冒用“技术”名义违法违规开展金融业务

按照全国金融工作会议关于强化金融监管、将所有金融业务纳入监管的要求，进一步梳理

我国现存的金融科技/互联网金融业务，透过其名称、形式和渠道，分析业务实质、法律关系

和风险特征，明确哪些业务需要持牌经营及其所适用的监管规则（李文红，2017）。目前，与

分布式账户、区块链、数字货币相关的资金交易结算、衍生产品交易、运营交易场所等活动均

为法定金融业务，须纳入相应的金融监管框架，在许可范围内合规审慎经营。

（三）加强对金融机构与科技企业合作的监管

在鼓励金融机构积极运用分布式账户、区块链、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同

时，应加强对其与科技企业合作的监管，要求其强化对信息科技风险、外包风险和其他操作风

险的管控，尤其应确保在业务外包时仍要承担风险管控主体责任，对科技企业等外包服务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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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尽职调查、风险评估和持续监测制度，不能因业务外包而降低风险管控标准。

（四）持续加强跟踪研究和监测分析，做好监管准备

密切跟踪研究分布式账户、区块链等金融科技发展对银行业务模式、风险特征和银行监

管的影响，加强与金融科技企业的沟通交流，及时准确把握发展动态，做好专业知识、人才队

伍、政策措施等方面的储备。同时，积极参与金融稳定理事会、巴塞尔委员会等国际组织的政

策研讨，加强与其他国家监管同行的沟通交流，共同探索如何完善监管规则，改进监管方式，

确保监管有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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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pervisory agencies have paid great attention to the development of Fintech and its impact on financial stability. 

They generally believe that the development of Fintech is still in the early phases and its implications remain 

to be seen. Digital currency (DC), or cryptocurrency/virtual currency, can be classified into two categories: 

privately-issued digital currency (DCs) and central bank digital currency (CBDC). Authorities generally believe 

that legally, privately-issued DC is not a currency and does not have the status of legal tender. They have also 

kept issuing warnings about risks associated with Bitcoin-related transactions. Some jurisdictions have banned 

financial activities related to privately-issued DCs，while other jurisdictions have clarified the applicability 

of existing legislation to DCs related financial activities, including using DCs as underlying reference assets 

in derivative transactions, offering payment service to DCs as well as operating a virtual currency exchange. 

Meanwhile, jurisdictions generally define the initial coin offering (ICO) as securities offering which should fall 

under the securities regulation. With regard to the CBDC, authorities have been monitoring its developments and 

studying its implications. However, most jurisdictions have not yet launched specific plans on issuing CBDC. 

This paper argues that regulators should take a "technology neutral" position, and regulate and supervise financial 

activities according to their nature so as to prevent regulatory arbitrage and promote fair competition. They should 

also ensure financial activities and products with similar nature and risks are subject to consistent supervisory 

standards, no matter what types of technologies they have used. In addition, with financial institutions increasingly 

engaged in business cooperation with technology companies, regulators should strengthen the supervision of IT 

risk, outsourcing risk and other forms of operational risks. Finally, regulators should improve the supervisory 

framework by keeping up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new technolog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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