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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一：币圈如何应对代币涉嫌网络传销的风险

作者：王伟 田维苑

对于链圈和币圈来说，最近每周五都有一个震撼整个行业的新闻。继 2018 年 1

月 12 日互金协会公开批评迅雷的链克之后，2018 年 1 月 19 日公安部的网站公

布了“全国公安机关、工商部门召开网络传销违法犯罪活动联合整治工作部署会”

（下称“部署会”）的官方消息。

根据部署会安排，公安部、国家工商总局决定对网络传销违法犯罪活动开展联合

整治，在重点查处的四类网络传销活动中包括以“虚拟货币”等为幌子的网络传销

活动。部署会明确指出，对于网络传销组织的核心成员、骨干分子、“职业化”参

与人以及协助转移资金、提供网站设计和维护的违法犯罪人员，依法严肃查处。

此前在 2017 年 12 月 11 日工商总局竞争执法局发布了题为“警惕以传销为手段

的新型互联网欺诈行为”的文章（下称“文章”），对以传销形式为手段、打着虚拟

货币等旗号的新型互联网欺诈行为发出风险警示。文章指出，不当经营网络虚拟

货币活动可能涉嫌以传销为手段和形式，本质上实施非法集资、擅自从事金融业

务活动、诈骗等违法犯罪行为。

事实上，这并不是中国政府第一次打击虚拟货币领域的非法传销活动。为了厘清

虚拟货币行业涉嫌网络传销的风险，我们研究了 2016 年、2017 年的公开判例，

并简单分析如下。

一、虚拟货币涉嫌传销的案例

1.1（2016）苏 0311 刑初 16 号

法院判决：会员所谓静态收益来源于会员自己缴纳的会员费及下线会员缴纳的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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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费，动态收益均来自于下线缴纳的会员费，达康公司的经营实质是以投资所谓

的虚拟货币“暗黑币”的名义，要求参加者以缴纳费用获得加入资格，按照一定顺

序组成固定层级，以发展人员数量作为计酬和返利依据，只不过是将上述计酬和

返利以分期支付方法进行发放以高额返利为诱饵引诱参加者继续发展他人参加

而骗取财物，也就是利用新投资人的钱来向老投资人支付利息和短期回报的“庞

氏骗局”，显然属于传销组织，只不过是使用了“虚拟货币”的形式，将上述计酬

和返利以分期支付方法进行发放，更具有欺骗性和隐蔽性而已。因此，杜玲等五

被告人所参与的达康公司经营模式并非以销售业绩为报酬依据的团队计酬，而是

以发展人员数量为计酬返利依据的传销活动，且层级在三层以上，参与人员亦远

远超过 30 人，构成了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达康公司“暗黑币”经营组织为传销

组织。

1.2（2017）粤 1403 刑初 29 号

公诉机关指控：连平县公安局接到支队转来广东省公安厅经侦局《关于统一查处

“5.27”虚拟货币网络传销专案的通知》。2016 年 4 月，“恒星币”虚拟货币网络交

易平台以经营为名，要求参加者购买“挖矿机”，通过购买的“挖矿机”生产“恒星

币”赚取利益，并以发展人员数量作为返利，引诱参与者通过“恒星币”交易平台

继续发展他人参与。被告人刘某甲、郑某甲为该传销组织的成员。经核查，被告

人刘某甲的层级为 22 级，下线人数为 531 人，下线为层级 13 级；被告人郑某甲

的层级为 23 级，下线人数为 437 人，下线层级为 12 级。公诉机关认为，两被告

人的行为已构成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依法应追究两被告人的刑事责任。

法院判决：因客观条件的限制无法逐一收集参与传销活动人员的言词证据，但根

据侦查机关依法调查收集的互联网电子数据、传销人员关系图、鉴定意见等证据，

结合被告人供述及证人证言，综合认定被告人管理的团队参与传销活动人员累计

达 5 层 116 人，事实清楚，证据充分，辩护人的辩护意见理由不足，不予采纳。

鉴于被告人黄某归案后认罪态度较好，依法可以从轻处罚，被告人及辩护人请求

从轻处罚意见可以采纳。被告人黄某犯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判处有期徒刑一

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 5000 元。

1.3（2017）川 0704 刑初 263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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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案情：三名被告人在投资利物币项目后，积极通过发微信朋友圈、建微信群、

打电话、口口相传等方式向亲戚、朋友、同事等宣扬利物币投资模式并鼓励他们

加入该项目，又在游仙区层峰茶楼、东津桥头茶楼坐班宣传利物币相关投资及获

利方式，并在上述茶楼接待前来咨询的投资者，收取投资者费用后在利物币官网

为其进行注册并激活矿机、同时回收下线的利物币进行返利、并免费给投资者提

供茶水。三名被告人在加入利物币投资项目后，对外宣称：利物币是德国磐石基

金开发的第二代虚拟货币，如果要投资利物币，投资者可以进入利物币官方网站

进行注册申购，一名投资者最少要交 600 元人民币才能获得购买 1000 枚利物币

申购激活 1 台矿机的资格，一名投资者最多可交 6000 元申购 10000 枚利物币激

活 10 台矿机成为一个大单，每天 1 台矿机可以产生 25 枚专属于自己的利物币，

其中有 15 枚利物币可以以 0.6 元价格出售，激活别人的矿机，剩余 10 枚利物币

只能用于 80 天后激活自己矿机，一台矿机最多工作 80 天后需要 1000 枚利物币

再次激活才能生产利物币。利益来源就是自己激活矿机生产出来的利物币以 0.6

元价格出售，时间越长、产值越大，利物币只能买卖给自己的上下线，每个利物

币投资者直接下线只能发展三人，发展的下线可以继续发展下线，新发展的成员，

发展 9 层即可享受管理奖，每天会给上线返利利物币，并鼓励投资者多在熟人、

亲戚、朋友中宣传利物币、发展人员。每个利物币投资者只要三个直接下线中有

一条下线有 80 个大单，另外两条下线各有 100 个大单，即可成为大区经理。三

名被告人均对参与利物币投资的下线承诺每 14 天会对利物币投资者矿机中生产

出的利物币进行回收返利。

该利物币投资体系的运行模式实质是以推销虚拟货币为名，要求参加者缴纳费用，

并按照一定顺序组成层级、以发展人员的数量作为返利依据，引诱参加者继续发

展他人，骗取他人财物。目前，已查实三名被告人所发展下线层级均已超过三级，

发展参与传销的人员超过 30 人。

法院判决：被告人孟文雅、孟兴德、齐述豪以推销虚拟货币为名，以发展人员数

量作为返利依据，引诱参加者继续发展他人，骗取财物，其组织内部参与传销活

动人员已达到三十人以上且层级在三级以上，三名被告人行为均已触犯《中华人

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二十四条之一之规定，构成了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应

依法予以惩处。

二、传销的界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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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对于传销的界定主要体现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禁止传销条例》等

法律法规中。

2.1 传销的定义

2.1.1.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2017 年修订，以下简称 “刑法”）第二百

二十四条，传销活动是指“以推销商品、提供服务等经营活动为名，要求参加者

以缴纳费用或者购买商品、服务等方式获得加入资格，并按照一定顺序组成层级，

直接或者间接以发展人员的数量作为计酬或者返利依据，引诱、胁迫参加者继续

发展他人参加，骗取财物，扰乱经济社会秩序”的活动。

2.1.2. 根据《禁止传销条例》（国务院令[2005]第 444 号）第二条，传销是指“组

织者或者经营者发展人员，通过对被发展人员以其直接或者间接发展的人员数量

或者销售业绩为依据计算和给付报酬，或者要求被发展人员以交纳一定费用为条

件取得加入资格等方式牟取非法利益，扰乱经济秩序，影响社会稳定的行为”。

2.1.3. 此外，《禁止传销条例》第七条还规定了三种属于传销的行为：

（一）组织者或者经营者通过发展人员，要求被发展人员发展其他人员加入，对

发展的人员以其直接或者间接滚动发展的人员数量为依据计算和给付报酬（包括

物质奖励和其他经济利益，下同），牟取非法利益的；

（二）组织者或者经营者通过发展人员，要求被发展人员交纳费用或者以认购商

品等方式变相交纳费用，取得加入或者发展其他人员加入的资格，牟取非法利益

的；

（三）组织者或者经营者通过发展人员，要求被发展人员发展其他人员加入，形

成上下线关系，并以下线的销售业绩为依据计算和给付上线报酬，牟取非法利益

的。

2.1.4. 2016 年 03 月 23 日工商总局发布了《新型传销活动风险预警提示》，其中

明确：“根据禁止传销的相关法律法规规定，不管传销组织如何变换手法伪装自

己，只要同时具备以下三点就可以断定涉嫌传销：

一是交纳或变相交纳入门费，即交钱加入后才可获得计提报酬和发展下线的“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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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二是直接或间接发展下线，即拉人加入，并按照一定顺序组成层级；三是

上线从直接或间接发展的下线的销售业绩中计提报酬，或以直接或间接发展的人

员数量为依据计提报酬或者返利。

再简单讲，只要具备‘交入门费’‘拉人头’‘组成层级团队计酬’就可认定为涉嫌传

销。”

2.1.5. 2013 年 11 月 14 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联合发布《关

于办理组织领导传销活动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公通字[2013]37

号，以下简称“37 号意见”）。37 号意见规定“骗取钱财”是指“传销活动的组织者、

领导者采取编造、歪曲国家政策，虚构、夸大经营、投资、服务项目及盈利前景，

掩饰计酬、返利真实来源或者其他欺诈手段，实施刑法第二百二十四条之一规定

的行为，从参与传销活动人员缴纳的费用或者购买商品、服务的费用中非法获利

的，应当认定为骗取财物。参与传销活动人员是否认为被骗，不影响骗取财物的

认定。”此外，“团队计酬”行为的界定是“传销活动的组织者或者领导者通过发展

人员，要求传销活动的被发展人员发展其他人员加入，形成上下线关系，并以下

线的销售业绩为依据计算和给付上线报酬，牟取非法利益的，是‘团队计酬’式传

销活动。以销售商品为目的、以销售业绩为计酬依据的单纯的‘团队计酬’式传销

活动，不作为犯罪处理。形式上采取‘团队计酬’方式，但实质上属于‘以发展人员

的数量作为计酬或者返利依据’的传销活动，应当依照刑法第二百二十四条之一

的规定，以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定罪处罚。”

2.1.6. 如上所述，传销或变相传销的行为模式非常多，主管机关主要是从获利的

方式来判断是否构成传销。传销行为的获利方式不是通过正常的销售行为进行获

取利益，而是通过“入门费”、“人头费”以及“发展层级的团队计酬”等非法方式获

取利益。

2.2 主管机关

2.2.1.《禁止传销条例》第四条、第十三条规定：“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公安机关

应当依照本条例的规定，在各自的职责范围内查处传销行为。工商行政管理部门

查处传销行为，对涉嫌犯罪的，应当依法移送公安机关立案侦查；公安机关立案

侦查传销案件，对经侦查不构成犯罪的，应当依法移交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查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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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2. 2007 年 06 月 06 日，在《国务院办公厅对<禁止传销条例>中传销查处认定

部门解释的函》中再次明确传销行为由工商部门和公安机关共同查处，工商部门

和公安机关都有受理举报和向社会公开发布警示的职责，同时还规定了案件移送

制度。工商部门和公安机关根据《禁止传销条例》在各自的职责范围内对传销行

为进行查处，并依照各自职责分别依法对传销行为予以认定。

2.2.3. 如上所述，在查处传销活动时，工商部门和公安部门均有权进行查处，情

节严重涉嫌犯罪的由公安部门负责查处，情节较轻不涉嫌犯罪的则由工商部门负

责查处。

2.4 传销的法律后果

2.4.1. 根据《禁止传销条例》第十四条的规定，“县级以上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对涉

嫌传销行为进行查处时，可以采取下列措施：（一）责令停止相关活动；（二）

向涉嫌传销的组织者、经营者和个人调查、了解有关情况；（三）进入涉嫌传销

的经营场所和培训、集会等活动场所，实施现场检查；（四）查阅、复制、查封、

扣押涉嫌传销的有关合同、票据、账簿等资料；（五）查封、扣押涉嫌专门用于

传销的产品（商品）、工具、设备、原材料等财物；（六）查封涉嫌传销的经营

场所；（七）查询涉嫌传销的组织者或者经营者的账户及与存款有关的会计凭证、

账簿、对账单等；（八）对有证据证明转移或者隐匿违法资金的，可以申请司法

机关予以冻结。”

2.4.2. 对于传销行为的处罚，《禁止传销条例》第二十四条规定：“组织策划传销

的，由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没收非法财物，没收违法所得，处 50 万元以上 200 万

元以下的罚款；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介绍、诱骗、胁迫他人参加传

销的，由工商行政管理部门责令停止违法行为，没收非法财物，没收违法所得，

处 10 万元以上 50 万元以下的罚款；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参加传销

的，由工商行政管理部门责令停止违法行为，可以处 2000 元以下的罚款”。

2.4.3. 根据《刑法》第二百二十四条的规定，对于构成犯罪的传销行为，“处五年

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罚金；情节严重的，处五年以上有期徒刑，并处罚

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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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4. 根据 37 号意见，“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组织、领导传销活动，同时构成组

织、领导传销活动罪和集资诈骗罪的，依照处罚较重的规定定罪处罚。犯组织、

领导传销活动罪，并实施故意伤害、非法拘禁、敲诈勒索、妨害公务、聚众扰乱

社会秩序、聚众冲击国家机关、聚众扰乱公共场所秩序、交通秩序等行为，构成

犯罪的，依照数罪并罚的规定处罚。”

此外，37 号意见还明确规定，《刑法》第二百二十四条中“情节严重”是指“（一）

组织、领导的参与传销活动人员累计达一百二十人以上的；（二）直接或者间接

收取参与传销活动人员缴纳的传销资金数额累计达二百五十万元以上的；（三）

曾因组织、领导传销活动受过刑事处罚，或者一年以内因组织、领导传销活动受

过行政处罚，又直接或者间接发展参与传销活动人员累计达六十人以上的；（四）

造成参与传销活动人员精神失常、自杀等严重后果的；（五）造成其他严重后果

或者恶劣社会影响的。”

三、合规建议

3.1 监管机构如何认定虚拟货币相关经营是否构成传销

综上所述，无论是法律法规的规定或是在实践判例中，在认定虚拟货币相关经营

是否构成传销时，主要考虑以下几个方面：

3.1.1 交纳或变相交纳入门费。在实践中，传销行为一大特征就是需要交纳一定

的入门费。现在很多虚拟货币的项目中，有的会要求投资者先交纳一定的费用才

具有购买虚拟货币的资格，这就是典型的入门费。

3.1.2 直接或间接发展下线。实践中，有的虚拟货币项目通过微信群、组织授课、

宣传会等方式公开向他人宣传，或以“高回报”作为噱头利用投资者发展新的投资

者，也就是所谓的“拉人头”。

3.1.3 从直接或间接发展的下线的销售业绩中计提报酬。实践中，有的虚拟货币

项目向投资者承诺定期的返现或收益，有的还会承诺“拉人头”的收益。虚拟货币

每一个中间代理拉人头后，人头都是直接从组织者那里购买数字货币，而不是从



8

www.meritsandtree.com

中间代理那里购买，这有点类似直销模式，但是中间代理拉人头可以直接获得额

外的数字货币奖励，这就是明显的传销特征。换言之，就是以直销的方式吸引投

资者购买，再鼓动投资者以传销方式发展下线，用新投资人的钱来向老投资者支

付利息和短期回报，以制造赚钱的假象进而获取更多的投资。

3.2 合规建议

根据我们的经验，我们对虚拟货币经营提出如下合规建议：

3.2.1 就宣传的方式，应当避免虚假宣传、夸大事实、发展下线等不规范的行为。

市场上常见的方式是每个用户注册后，可以获得自己的推荐注册链接和推荐二维

码，他人通过这个注册链接或二维码注册后，会成为这名用户的直接推荐（直推）

用户。通过推荐注册成功后，这名用户能够拿到推荐用户交易时产生的交易手续

费，作为推荐的奖励。前述方式很有可能被认定为分级代理拉人头。

3.2.2 不规范代币的发行，除了可能涉嫌传销之外，视其具体情形，还有可能构

成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下的欺诈、证券法下的公开发行、金融监管下的非法集资、

刑法下的集资诈骗等多种严重法律风险。

2017 年 9 月 4 日，中国人民银行、中央网信办、工业和信息化部、工商总局、

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等七部委发布了《关于防范代币发行融资风险的公告》

（下称“《94 公告》”）。根据《94 公告》，代币发行融资是指融资主体通过代

币的违规发售、流通，向投资者筹集比特币、以太币等所谓“虚拟货币”，本质上

是一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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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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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二：投资人阅读白皮书时应考虑的 50 个问题

作者：王伟 田维苑

众所周知，代币发行融资风险和收益同样巨大。鉴于代币发行融资监管环境的复

杂性、项目的良莠不齐以及投资人经验相对有限，为尽量降低投资的风险，我们

在研究 SEC 的官方建议[1]、PWC 的《代币发行融资风险评估指引》以及在我们

此前所处理的诸多项目经验的基础上，我们总结了投资人阅读白皮书时应考虑的

50 个问题。

我们希望，投资人通过前述 50 个问题可以快速了解代币发行融资的项目、Token

的发行以及发行主体和创始团队等重要信息并对项目本身以及投资风险进行一

个初步的评估。

值得注意的是，根据《中国人民银行、工业和信息化部、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

员会等关于防范比特币风险的通知》（ 银发[2013]289 号，下称“289 号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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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得直接或间接为客户提供其他与比特币相关的服务，包括：为客户提供比特币

登记、交易、清算、结算等服务；接受比特币或以比特币作为支付结算工具；开

展比特币与人民币及外币的兑换服务；开展比特币的储存、托管、抵押等业务；

发行与比特币相关的金融产品；将比特币作为信托、基金等投资的投资标的等。

一、交易对方及治理结构

1.1 发行方是谁？发行方是否为境内公司？发行方是否为新加坡机构？如是，发

行方是否为成立于新加坡的基金会？

1.2 发行方的注册时间是？

1.3 发行主体是否有其他关联公司或项目公司？如有，关联公司或项目公司的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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称、注册地以及与项目发起主体之间的关系是？

1.4 发行方的背景是什么？

1.5 项目的运营实体是谁？运营实体和发行方的关系是？

1.6 项目的关联公司是否接受过任何股权投资，如是，是否有任何合同下限制性

义务？

1.7 白皮书中是否完整且详细地介绍了项目的治理结构（如发行方的组织架构、

决策机制、财务制度、技术管理等）？项目是否有明确的定期披露机制？

1.8 发行方是否通过主流媒体进行过公开宣传？

1.9 项目的官方网站？

1.10 发行方是否已经在公开社交网络建立账号（如 Slack、Reddit、Telegram、

Twitter、微信公众号等）？

1.11 白皮书中披露的联系方式是否能真实联系到发行方？

二、项目内容

2.1 项目目前处于什么阶段？

2.2 发行方是否在白皮书中展示了完整且详细的商业计划？投资人能否理解该商

业计划内容？

2.3 项目是否已有产品原型或测试版本？

2.4 发行方是否在白皮书中对产品及应用场景进行了完整、详细的介绍？

2.5 项目是否具有行业竞争力？

2.6 Token 的应用场景是否具有实践操作性？

2.7 是否真正利用了区块链的技术？项目本身应用区块链技术是否有商业的必要

性？

2.8 项目的开发者社区现状是？开发者社区地址和进入方式是？

2.9 项目目前的合伙伙伴是？

2.10 发行方如何实现白皮书中承诺的应用场景及生态？

2.11 Token 在应用场景中的功能和用途？

2.12 白皮书中是否披露了完整的项目时间计划表或发展规划？

2.13 白皮书中是否披露了相应的市场推广方案？

三、Token 的发行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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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发行方是否在白皮书中完整披露了 Token 的产生方式？如果通过智能合约，

是否承诺使用知名的代币合约（如 ERC20）？是否提供了可查询的智能合约地

址？

3.2 发行方是否在白皮书中完整披露了 Token 的分配方案（创始团队、投资人、

社区等分配的比例）？是否有 airdrop 安排？

3.3 创始团队分配的 Token 是否进行了锁定？解冻次数和解冻周期是？

3.4 发行方是否对 Token 的属性进行了明确的定义？Token 是否代表特定的权益？

3.5 Token 的总量是否设置了上限？如果总量非固定，是否提供了总量变动的方

式？

3.6 Token 的币种精度是？

3.7 是否有多次或分阶段的发行计划？

3.8 是否有私募计划？私募融资的时间和计划是？

3.9 私募融资的价格以及私募发行 Token 占 Token 总量的比例？

3.10 对于募集金额是否明确规定了硬顶和软顶？

3.11 如果涉及区块链技术，代码是否开源？发行方是否公开其代码？代码是否基

于现有的区块链项目？

3.12 发行方是否进行独立的网络安全审查？

3.13 白皮书中是否披露了募集资金的使用计划和方案？募集的资金是否会被用

于向他人兑付？

3.14 Token 发行所融得 ETH 的托管方式？

四、投资人权利

4.1 投资人是否具有特殊的权利？

4.2 发行方是否对投资人承诺了回购或退款？

4.3 投资人何时能对外出售 Token？

4.4 投资人对外出售 Token 时是否有限制条件？

五、项目团队

5.1 白皮书中是否对团队主要成员信息（包括但不限于基本信息、教育情况、从

业经历、对外投资情况、与其他成员的关联关系等）进行介绍？

5.2 团队成员是否有任何区块链项目创业经验?



www.meritsandtree.com

5.3 团队成员在白皮书中披露的信息能否通过公开渠道查询？

5.4 团队主要成员是否存在不良记录？

5.5 在公开渠道能否查询到团队成员的负面报道？

5.6 项目团队中是否有区块链技术方面的专家、顾问参与？

六、合规

6.1 项目是否聘请了律师？

6.2 白皮书中是否包含了法律声明及风险揭示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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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三：数字代币发行指南——新加坡金融管理局

翻译整理：王伟 孙银霞

新加坡金融管理局("MAS")于 2017 年 08 月 01 日发布声明，如果数字代币涉及

“证券”，则数字代币的发售或发行必须遵守所适用的《证券期货法》("SFA")。

MAS 随即发布了《数字代币发行指南》，其中详细阐述了可能受到 SFA 监管的

情况以及判断标准。

植德基金研究中心将 MAS 发布的《数字代币发行指南》翻译为中文版本，供业

内人士参考。

1. 目的

1.1. 2017 年 8 月 1 日，新加坡金融管理局（“MAS”）指出，如果数字代币构成

MAS 负责管理的证券法所规定的产品，则数字代币的发售或发行必须遵守所适

用的证券法。

1.2. 本文旨在规定在新加坡发行数字代币适用 MAS 负责管理的证券法的一般

指引。

1.3. 为本指南之目的，证券法指《证券期货法》（ “SFA”）第 289 章和《财务

顾问法》（ “FAA”）第 110 章。

1.4. 本指南内容并不详尽，不具备任何法律效力，未修改或取代任何适用的法律、

法规或要求。

2.证券法适用于新加坡数字代币发售或发行的情况

2.1. 如果数字代币属于 SFA 定义的资本市场产品[1]，则数字代币的发售或发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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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会受 MAS 的监管。资本市场产品包括任何证券、期货合约以及为杠杆外汇

交易之目的的合约或安排。

构成资本市场产品的数字代币

2.2.MAS 将审查数字代币的结构和特征，包括其附带权利，以确定数字代币是

否属于 SFA 定义的资本市场产品。

2.3.例如，数字代币可能构成——

2.3.1. 股份[2]，其赋予或代表在某公司的所有者权益[3]，代表代币持有者在该公

司的责任[4]，代表与公司其他代币持有者间的相互承诺[5]；

2.3.2. 债券，其构成或表明代币发行人的债务[6]，系由代币持有者借给或可能借

给发行人的款项；或者

2.3.3. 集合投资计划[7]（“CIS”）中的单位份额（units）[8]，其代表 CIS 中的一

项权利或权益，或者获得 CIS 中权利或权益的期权。

请注意，第 2.3.1 条和第 2.3.2 条分别所述的股份或债券的特征并不充分。构成

CIS 中证券或单位份额的数字代币的发行人

2.4.CIS 中构成证券或单位份额的数字代币的发行，根据 SFA 第 XIII 部分的规

定，受 CIS[9]中证券[10]或单位份额分别通过传统方式发行所需遵守的相同监管

制度的约束。

2.5.只有在符合 SFA 第 XIII 部分的要求时，才能发行构成 CIS 下证券或单位

份 额的数字代币（“发行”）[11]，包括此类发行必须按照 SFA 的要求编制或附

有招股说明书，并在 MAS 进行登记（“招股说明书要求”）。

2.6.在下列情况下，发行可免除招股说明书要求——

2.6.1.受制于其他特定条件，该发行属于某一实体证券或 CIS 中单位份额的小额

发行[12]，在任一 12 个月期间内不超过 500 万新币（或等值外币）；

2.6.2.受制于其他特定条件，在任何 12 个月期间内向不超过 50 人作出的私募发

行[13]。

2.6.3.仅向机构投资者[14]发行；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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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4.受制于特定条件，向合格投资者[15]发行。

对小额发行、私募发行以及向合格投资者发行的豁免分别受制于特定条件，包括

广告限制[16]。

2.7.此外，凡是与 CIS 中单位份额相关的发行，CIS 需满足授权或认可要求[17]。

根据 SFA，经授权或认可的 CIS 必须遵守投资限制[18]和业务行为要求[19]。详

情请参阅《2005 年证券期货（投资发行）（集合投资计划）条例》（“SF（OI）

（CIS）R”）、《集合投资计划行为准则》（“CIS 准则”）及《证券期货法下 CIS 

制度从业者指南》。

推动数字代币发售或发行的中间机构[20]

2.8. MAS 注意到，促成数字代币的发售或发行的过程中通常会涉及到以下一种

或多种类型的中间机构：

2.8.1.运营平台的个人，一个或多个数字代币发行人可在此类平台上进行数字代

币的首次发售或发行（“首次发行平台”）；

2.8.2.就任何数字代币提供财务建议的个人；

2.8.3.运营数字代币交易平台的个人（“交易平台”）；

2.9.在新加坡运营与构成任何类型资本市场产品的数字代币相关的首次发行平

台的个人，可根据 SFA 的规定开展一项或多项受监管活动。凡在任何受监管活

动中开展业务的个人，或声称开展此类业务的个人，除非另获豁免，否则必须按

照 SFA 规定持有此类受监管活动的资本市场服务牌照。

2.10.在新加坡就任何属于投资产品[21]的数字代币提供任何财务建议[22]的个人，

根据 FAA 规定[23]，必须获得该类型财务咨询服务相关财务顾问牌照的授权，

或按规定免于持牌[24]。

2.11.在新加坡设立或运营构成证券或期货合约的数字代币的相关交易平台的个

人，可以建立或运营一个市场[25]。建立或运营市场的个人，或声称其运营 市场

的个人，除非另有规定，否则必须根据 SFA 规定，获的 MAS 审批成为获批交

易所，或由 MAS 认定为受认可的市场运营商[26]。

证券及期货法及财务顾问法的治外法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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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2.凡是部分在新加坡境内或部分在新加坡境外，或在新加坡境外运营首次发

行平台或交易平台的个人，根据 SFA 第 339 条，SFA 的要求仍会在境外 适用于

此类个人所开展的活动。[27]详情请参阅《SFA 第 339 条（治外法权） 适用情况

指南（第 SFA15-G01 号指南）》。

2.13.凡海外个人从事任何此类活动或行为，意图或可能会引导公众，或部分公众，

在新加坡使用该个人提供的任何财务顾问服务，那么该个人将被视为在新加坡从

事财务顾问之业务[28]。

3.反洗钱与反恐怖主义融资问题

3.1. MAS 特此强调，相关 MAS《反洗钱与反恐怖主义融资通知》可适用于数字

代币发行（“AML/CFT 要求”）。

3.2.不在 MAS 监管范围内的功能性代币仍须遵守反洗钱及反恐怖主义融资相 关

立法。MAS 特此强调以下几点：

3.2.1.根据《贪腐、毒品走私和其他严重罪行（没收违法所得）法》（第 65A 章）

第 39 条，应向新加坡警察局商业事务部可疑交易举报办公室报告可 疑交易；

3.2.2.根据《恐怖主义（禁止融资）法》（第 325 章），以及实施联合国安 理会

决议的各项条例，禁止向指定的个人和实体提供金融服务。

3.3. 此外，MAS 计划制定一个全新的支付服务框架（“新支付框架”），纳入处

理虚拟货币与法币或其他虚拟货币之间交易或兑换相关的反洗钱及反恐怖主义

融资风险的规则。同时，该框架还将要求此类中介机构制定实施相关政策、程序

和控制措施来应对此类风险。这将包括开展客户尽职调查、监控交易、进行筛查、

报告可疑交易并保留适当记录等要求。

4.举例说明证券法适用于数字代币发售或发行的情况

4.1.下文将通过案例分析说明 MAS 管理的证券法如何适用于数字代币发行。

MAS 强调，以下案例分析仅做例证之用，并未暗示或明确说明证券法将如何适

用于涉及数字代币发行或发售的特定案例。以下案例分析中的实例也并非详尽无

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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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如果想要在新加坡发行数字代币，或在新加坡运营涉及数字代币的平台，那

么我们鼓励向具备资质的法律执业人员寻求专业意见，确保提议活动符合所有适

用新加坡法律、法规与规则。

案例研究 1

A 公司计划创建一个平台，实现平台用户间算力的共享与租用。为开发该平台，

A 公司拟在新加坡发行数字代币（“代币 A”）进行融资。代币 A 将赋予代币

持有者使用 A 公司平台的访问权。代币可用来为租用平台其他用户提供的算

力支付租金。代币 A 不会附加任何其他权利或功能。A 公司拟面向全球发行

代币 A，包括新加坡。

MAS 管理的证券法适用于代币 A 发行的情况：

⚫ 代币 A 的持有者仅有权访问并使用 A 公司平台及使用代币 A 支付 其他用

户提供算力的租金。除此之外，代币 A 不会为持有者带来任何其他权利或

功能。因此，根据 SFA，代币 A 不会被视为证券。

⚫ A 公司发行代币 A 将不受 SFA 或 FAA 任何要求的限制。

案例研究 2

B 公司主要从事房地产开发业务，并经营商业大厦。为开发购物中心，该公司

计划面向全球（包括新加坡）发行数字代币（“代币 B”）进行融资。代币 B 代

表 B 公司的股票，而且代表着代币持有者在 B 公司的数字形式所有权。此外，

B 公司还拟就其代币 B 的发行提供财务建议。

MAS 管理的证券法适用于代币 B 发行的情况：

⚫ 代币 B 属于股票并可被视为 SFA 中定义的证券。

⚫ 代币 B 的发行需要符合招股说明书的要求，除非根据 SFA 该代币发行免

受此类要求限制。

⚫ 根据 SFA，B 公司开展证券交易的受监管活动业务需要获得资本市场服

务牌照，另有规定免获牌照的除外。

⚫ 为就代币 B 的发行提供财务建议，B 公司必须是持牌财务顾问，另有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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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于持牌的除外[29]。

案例研究 3

C 公司拟面向全球（包括新加坡）发行数字代币（“代币 C”）。C 公司将汇集

所募资金形成资金池，并使用这些资金投资于金融科技初创企业的股票投资组

合（“投资组合”）。C 公司将管理这一投资组合。代币 C 的持有者不会参与 C

公司的日常运作或投资组合管理。投资组合产生的所有利润将聚集在一起，并

作为报酬分配给代币持有者。这种安排的目的就是使代币持 有者能够获得投

资组合产生的利润。

MAS 管理的证券法适用于代币 C 发行的情况：

⚫ C 公司就代币 C 所制定的安排属于 CIS（“安排”）。

⚫ 在此基础上，根据此项安排是在新加坡境内还是新加坡境外制定，须按照

SFA 第 286 条的规定获得授权，或按照 SFA 第 287 条获得认可。此项安

排还将受 SFA 第 XIII 部分第 2 节、SF(OI)(CIS)R 以及 CIS 行为准则适用

要求的限制。

⚫ 在此基础上，代币 C 属于 CIS 的单位份额，并构成 SFA 定义下的证券。

⚫ 在此基础上，C 公司必须遵守代币 C 发行相关的招股说明书要求，SFA 另

有规定免除此类要求的除外。

⚫ 根据 SFA 规定，C 公司开展证券交易的受监管活动业务需要获得资本市场

服务牌照，另有规定免获牌照的除外。

⚫ 由于 C 公司代币 C 的发行并不涉及财务顾问服务，因此 FAA 不适用于代

币 C 的发行。

案例研究 4

D 公司在新加坡注册成立，并在新加坡开展业务。该公司拟面向大众发行 数

字代币（“代币 D”），但新加坡人无法参与该数字代币发行。D 公司将汇 集发

行所募资金，并使用这些资金投资于金融科技初创企业的股票投资组合。D 公

司将管理该股票投资组合。代币 D 的持有者不会参与 D 公司的日常运作或投

资组合管理。该投资组合产生的利润也将聚集在一起，并作为报酬分配给代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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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的持有者。这种安排的目的就是使代币持有者能够获得投资组合产生的利

润。

MAS 管理的证券法适用于代币 D 发行的情况：

⚫ 由于代币 D 的发行仅面向海外投资者（即，代币 D 不会面向新加坡人发

行），因此 SFA 第 XIII 部分的规定不适用于该代币发行。

⚫ 如果 D 公司在新加坡经营股票投资组合管理的业务，则该公司仍有可能

会在新加坡开展基金管理业务。如果是这样的话，根据 SFA，D 公司开展

证券交易的受监管活动业务需要获得资本市场服务牌照，另有规定免获牌

照的情况除外。

⚫ 由于 D 公司代币 D 的发行并不涉及财务顾问服务，因此 FAA 不适用于代

币 D 的发行。

案例研究 5

E 公司计划建立一个平台帮助初创企业通过数字代币发行（“发行”）的方式面

向投资者进行融资。为促进发行，E 公司将为每个想要发行数字代币的初创企

业设立一个实体（“实体”），作为对初创企业进行投资的 SPV。希望投资初创

企业的投资者则将向各个实体提供贷款（“贷款”）。反过来，各实体将向投资

者发行属于各初创企业独有的数字代币（“代币 E”）。代币 E 将发放给全球投

资者，包括新加坡人。代币 E 将代表投资者向实体发放贷款而享有的债权。E

公司平台还将运营市场以促进投资者使用该公司平台交易代币 E。此外，E 公

司拟就代币发行向投资者提供财务咨询服务。

MAS 管理的证券法适用于代币 E 发行的情况：

⚫ 代币 E 属于债券，并构成 SFA 定义下的证券。

⚫ 此案例中实体需遵守发行相关的招股说明书要求，SFA 另有规定免除此类

要求的除外。

⚫ E 公司通过其平台促成代币 E 的买卖，需要根据 SFA 规定，获得证券 交

易资本市场服务牌照，另有规定免获牌照的情况除外。

⚫ 根据各实体在 E 公司平台上开展的业务活动，各实体可能需要根据 SFA 获

得证券交易资本市场服务牌照，另有规定免获牌照的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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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向投资者提供实体代币 E 发行相关的财务建议，E 公司必须是持牌财务

顾问，另有规定免于持牌的除外。

⚫ E 公司可能会运营与代币 E 的交易相关的证券市场。在此基础上，E 公司

必须根据 SFA 规定，经 MAS 审批成为获批交易所，或获得 MAS 认可成

为经认可的市场运营商，另有规定免除此类批准或认可的除外。

案例研究 6

F 公司计划设立虚拟货币交易平台，方便用户进行不构成证券的虚拟货币（如

比特币）与法币之间的交易。运营初期几年内，该平台不允许交易证券类数字

代币。但这一限制可能在几年后解除。

MAS 管理的证券法适用于 F 公司虚拟货币交易所的情况：

⚫ 由于 F 公司虚拟货币交易不允许交易任何受 SFA 监管的产品，因此不 受

SFA 监管。

⚫ 如果 F 公司拟交易根据 SFA 规定构成证券的任何数字代币，那么应重 新

评估该公司定位。例如，一旦解除上述限制，F 公司可能会为证券类 数字

代币交易设立证券市场。在此基础上，F 公司必须根据 SFA 获得 MAS 批

准成为获批交易所，或由 MAS 认可成为经认可的市场运营商，另有规定

免除批准或认可的除外。

新支付框架适用于 F 公司虚拟货币交易的情况：

⚫ 请注意，尽管目前虚拟货币兑法币的交易活动不受 MAS 监管，但 MAS 拟

设立全新的支付框架监管此类活动。

5.沙盒沙盒标准适用于数字代币的情况

5.1.任何希望以创新的方式提供受 MAS 监管或可能受 MAS 监管的新型金融服

务的公司均可申请进入监管沙盒。MAS 希望对此感兴趣的公司在提交申请前已

完成尽职调查，例如在实验室环境中测试拟议金融服务，并了解部署拟议金融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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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的法律和监管要求。

5.2.如果申请获批，MAS 将提供适当政策支持，放宽 MAS 规定的具体法律或监

管要求，申请人在监管沙盒期间将另行遵守相关要求。具体评估标准，请参阅《金

融科技监管沙盒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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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代币发行指南——新加坡金融管理局

更新于 2018 年 11 月 30 号

1.目的

1.1.2017 年 8 月 1 日，新加坡金融管理局（“MAS”）指出，如果数字代币构成

MAS 负责管理的证券法所规定的产品，则数字代币的发售或发行必须遵守所适

用的证券法。

1.2.本文旨在规定在新加坡发售或发行数字代币适用 MAS 负责管理的证券法的

一般指引。

1.3.为本指南之目的，证券法指《证券期货法》（ “SFA”）第 289 章和《财务顾

问法》（ “FAA”）第 110 章。

1.4.本指南内容并不详尽，不具备任何法律效力，未修改或取代任何适用的法律、

法规或要求。

2.证券法适用于新加坡数字代币发售或发行的情况

2.1.如果数字代币属于 SFA 定义的资本市场产品[1]，则数字代币的发售或发行可

能会受 MAS 的监管。资本市场产品包括任何证券、集体投资计划中的单位份额、

衍生工具合约和用于杠杆式外汇交易的即期外汇合约。构成资本市场产品的数字

代币

2.2.MAS 将审查数字代币的结构和特征，包括其附带权利，以确定数字代币是否

属于 SFA 定义的资本市场产品。

2.3.例如，数字代币可能构成——

2.3.1. 股份[2]，其赋予或代表在某公司的所有者权益[3]，代表代币持有者在该公

司的责任[4]，代表与公司其他代币持有者间的相互承诺[4]；

2.3.2. 债券，其构成或表明代币发行人的债务[5]，系由代币持有者借给或可能借

给发行人的款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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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3. 商业信托的单位份额[6]，其赋予或代表了商业信托的信托财产的所有者利

益；

2.3.4. 以证券为基础的衍生工具合约[7]，包括任何衍生工具合约，合约中相关资

产是股份，债权证或商业信托的单位份额;或者

2.3.5.集合投资计划[8]（“CIS”）中的单位份额[9]，其代表 CIS 中的一项权利或权

益，或者获得 CIS 中权利或权益的期权。

请注意，第 2.3 段所述的特征并不充分。

构成证券、以证券为基础的衍生工具合约、CIS 中的单位份额的数字代币发行人

2.4.构成证券[10]、证券衍生工具合约或 CIS 中的单位份额的数字代币发行，根

据 SFA 第 XIII 部分的规定，受证券[11]、证券衍生工具合约[12]或 CIS[13]中的

单位份额分别通过传统方式发行所需遵守的相同监管制度的约束。

2.5.只有在符合 SFA 第 XIII 部分的要求时，才能发行构成证券、证券衍生工具合

约或 CIS 中的单位份额的数字代币（“发行”）[14]，包括此类发行必须按照 SFA

的要求编制或附有招股说明书，并在 MAS 进行登记（“招股说明书要求”）。

2.6.此外，凡是与 CIS 中单位份额相关的发行，CIS 需满足授权或认可要求[15]

（“授权/认可要求”）。根据 SFA，经授权或认可的 CIS 必须遵守投资限制[16]和

业务行为要求[17]。详情请参阅《2005 年证券期货（投资发行）（集合投资计划）

条例》（“SF（OI）（CIS）R”）、《集合投资计划行为准则》（“CIS 准则”）及

《证券期货法下 CIS 制度从业者指南》。

2.7.在下列情况下，发行可免除招股说明书要求，或发行 CIS 的单位份额时可免

除授权/认可要求——

2.7.1. 受制于其他特定条件，该发行属于小额（个人）发行[18]，在任一 12 个月

期间内不超过 500 万新币（或等值外币）；

2.7.2. 受制于其他特定条件，在任何 12 个月期间内向不超过 50 人作出的私募发

行[19]。

2.7.3. 仅向机构投资者[20]发行；或者

2.7.4. 受制于特定条件，向合格投资者[21]发行。

对小额（个人）发行、私募发行以及向合格投资者发行的豁免分别受制于特定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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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包括广告限制[22]。推动数字代币发售或发行的中间机构[23]。

2.8.MAS 注意到，促成数字代币的发售或发行的过程中通常会涉及到以下一种或

多种类型的中间机构：

2.8.1. 运营平台的个人，一个或多个数字代币发行人可在此类平台上进行数字代

币的首次发售或发行（“首次发行平台”）；

2.8.2. 就任何数字代币提供财务建议的个人；

2.8.3. 运营数字代币交易平台的个人（“交易平台”）；

2.9. 在新加坡运营与构成任何类型资本市场产品的数字代币相关的首次发行平

台的个人，可根据 SFA 的规定开展一项或多项受监管活动[23]。凡在任何受监管

活动中开展业务的个人，或声称开展此类业务的个人，除非另获豁免[24]，否则

必须按照 SFA 规定持有此类受监管活动的资本市场服务牌照。

2.10.在新加坡就任何属于投资产品[25]的数字代币提供任何财务建议[26]的个人，

根据 FAA 规定[27]，必须获得该类型财务咨询服务相关财务顾问牌照的授权，

或按规定免于持牌[28]。

2.11.在新加坡设立或运营构成证券或衍生品合约或 CIS 中单位份额的数字代币

的相关交易平台的个人，可以建立或运营一个有组织的市场[29]。建立或运营一

个有组织市场的个人，或声称其运营市场的个人，除非另有规定，否则必须根据

SFA 规定，获得 MAS 审批成为获批交易所，或由 MAS 认定为受认可的市场运

营商[30]。

证券及期货法及财务顾问法的治外法权。

2.12.凡是部分在新加坡境内或部分在新加坡境外，或在新加坡境外运营首次发行

平台或交易平台的个人，根据 SFA 第 339 条，SFA 的要求仍会在境外适用于此

类个人所开展的活动。[31]详情请参阅《SFA 第 339 条（治外法权）适用情况指

南（第 SFA15-G01 号指南）》。

2.13.凡海外个人从事任何此类活动或行为，意图或可能会引导公众或部分公众在

新加坡使用该个人提供的任何财务顾问服务，那么该个人将被视为在新加坡从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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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务顾问之业务[32]。

3. 反洗钱与反恐怖主义融资问题

3.1.MAS 特此强调，相关 MAS《反洗钱与反恐怖主义融资通知》可适用于数字

代币发行（“AML/CFT 要求”），如果该人被视为进行第 2.8 至 2.11 段所述的一

项或多项受规管活动的中间人，并且：

3.1.1.根据 SFA 持有资本市场服务许可证;

3.1.2.根据《证券及期货（牌照及商业行为）规例”》（第 10 号）（“SF（LCB）

R”）附表 2 第 5（1）（i）段注册的基金管理公司[33]；

3.1.3.根据 SF（LCB）R 附表 2 第 3（1）（d），3A（1）（d）和/或 7（1）（b）

段获豁免而持有资本市场服务许可证的人;

3.1.4.根据 FAA[34]获得许可的财务顾问；

3.1.5.根据 FAA 第 23（1）（c）条获豁免而无需持有财务顾问牌照的注册保险经

纪人，其可就任何财务顾问服务[35]以在新加坡担任财务顾问；

3.1.6.根据《财务顾问条例》（第 2 条）第 27（1）（d）条的规定和 FAA 第 23

（1）（f）条获豁免无需持有财务顾问执照的人，其可就任何财务顾问服务[36]

以在新加坡担任财务顾问。

3.2.对此类人士适用的反洗钱/打击资助恐怖主义要求大致包括以下内容：

3.2.1.采取适当步骤以便识别、评估和了解他们的洗钱和恐怖主义融资（ML / TF）

风险;

3.2.2.制定和实施政策、程序和管理手段——包括与客户尽职调查和交易监控，筛

选、报告可疑交易和记录保存相关的政策、程序和管理手段——并符合相关的

MAS 通知，使其能够有效管理并减轻已识别的风险;

3.2.3.在识别出更高 ML / TF 风险的情况下执行增强措施，以有效管理和减轻这

些更高风险;和

3.2.4.监督这些政策、程序和管理手段的实施，并在必要时予以加强;

3.3.不在 MAS 监管范围内的功能性代币仍须遵守反洗钱及反恐怖主义融资相关

立法。MAS 特此强调所有人都应遵守以下几点：

3.3.1.根据《贪腐、毒品走私和其他严重罪行（没收违法所得）法》（“CDSA”）

（第 65A 章）第 39 条，应向新加坡警察局商业事务部可疑交易举报办公室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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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疑交易；

3.3.2.根据《恐怖主义（禁止融资）法》（第 325 章）（“TSOFA”），以及实施联

合国安理会决议的各项条例（“联合国法规”），禁止向指定的个人和实体提供金

融服务。

3.4.MAS 于 2018 年 11 月 19 日在议会提出了《支付服务法案》（“PSB”）。任何

从事提供或任何促进数字支付代币交换和交易服务的人必须获得许可，并仅出于

反洗钱/打击资助恐怖主义目受到 PSB 的监管，并需要制定解决其 ML/TF 风险

的政策、程序和管理手段。

4.举例说明证券法适用于数字代币发售或发行的情况

4.1.下文将通过案例分析说明 MAS 管理的证券法如何适用于数字代币发行。

MAS 强调，以下案例分析仅做例证之用，并未暗示或明确说明证券法将如何适

用于涉及数字代币发行或发售的特定案例。以下案例分析中的实例也并非详尽无

遗并特意避免使用“功能性代币”或“稳定币”等术语进行标记。

4.2.如果想要在新加坡发行数字代币，或在新加坡运营涉及数字代币的平台， 那

么我们鼓励向具备资质的法律执业人员寻求专业意见，确保提议活动符合所有适

用新加坡法律、法规与规则。在针对您的案例适用法律时，您和您的法律顾问应

该摒弃代币的标签并检查每个代币的特征和特点。

案例研究 1

A 公司计划创建一个平台，实现平台用户间算力的共享与租用。为开发该平

台，A 公司拟在新加坡发行数字代币（“代币 A”）进行融资。代币 A 将赋予

代币持有者使用 A 公司平台的访问权。代币可用来为租用平台其他用户提供

的算力支付租金。代币 A 不会附加任何其他权利或功能，并且不会也未计划

成为被公众或部分公众接受的货物或服务的支付媒介/债务清偿媒介。A 公司

拟面向全球发行代币 A，包括新加坡。

MAS 管理的证券法适用于代币 A 发行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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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代币 A 的持有者仅有权访问并使用 A 公司平台及使用代币 A 支付其他

用户提供算力的租金。除此之外，代币 A 不会为持有者带来任何其他权利

或功能。因此，根据 SFA，代币 A 不会被视为证券。

⚫ A 公司提供的代币 A 不受 SFA 或 FAA 的任何要求的约束。但是，A 公司

在开展业务时必须遵守所有新加坡法律，包括 CDSA、TSOFA 和联合国法

规。  

拟议的 PSB 的应用：

⚫ 代币 A 不会被视为 PSB 下的数字支付代币，因为它不会也未计划成为被

公众或部分公众接受的货物或服务的支付媒介/债务清偿媒介。

案例研究 2

B 公司主要从事房地产开发业务，并经营商业大厦。为开发购物中心，该公司

计划面向全球（包括新加坡）发行数字代币（“代币 B”）进行融资。代币 B 代

表 B 公司的股票，而且代表着代币持有者在 B 公司的数字形式所有权。此外，

B 公司还拟就其代币 B 的发行提供财务建议。

MAS 管理的证券法适用于代币 B 发行的情况：

⚫ 代币 B 属于股票并可被视为 SFA 中定义的证券。

⚫ 代币 B 的发行需要符合招股说明书的要求，除非根据 SFA 该代币发行免

受此类要求限制。

⚫ 开展证券代币交易业务的资本市场服务许可证持有人必须遵守 MAS 通告

SFA04-N02 规定的 AML / CFT 要求。

⚫ B 公司无需获得资本市场服务许可证来交易属于 SFA 下的证券的资本市

场产品，如果其满足以下条件之一：

（a）其不从事交易属于证券的资本市场产品；或

（b）其从事交易属于证券的资本市场产品，但该行为适用相关豁免。 例如，

通过某些受 MAS 监管的金融机构[36]为自己的账户交易属于证券资本市场产

品，比方说持有资本市场服务许可证以交易属于证券资本市场产品。

⚫ 为提供有关代币 B 的提议的财务建议，B 公司将需要成为持牌财务顾问，

除非另有豁免[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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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获得许可的财务顾问必须遵守 MAS Notice FAA-N06 的 AML / CFT 要求。

案例研究 3

C 公司拟面向全球（包括新加坡）发行数字代币（“代币 C”）。C 公司将汇集

所募资金形成资金池，并使用这些资金投资于金融科技初创企业以及采矿设备

或房地产的股票投资组合（“投资组合”）。C 公司将管理这一投资组合。代币

C 的持有者不会参与 C 公司的日常运作或投资组合管理。投资组合产生的所

有利润将聚集在一起，并作为报酬分配给代币持有者。这种安排的目的就是使

代币持有者能够获得投资组合产生的利润。

MAS 管理的证券法适用于代币 C 发行的情况：

⚫ C 公司就代币 C 所制定的安排属于 CIS（“安排”）。

⚫ 在此基础上，根据此项安排是在新加坡境内还是新加坡境外制定，须按照

SFA 第 286 条的规定获得授权，或按照 SFA 第 287 条获得认可，除非在

SFA 下被豁免。此项安排还将受 SFA 第 XIII 部分第 2 节、SF(OI)(CIS)R 

以及 CIS 行为准则适用要求的限制，除非在 SFA 下被豁免。

⚫ 在此基础上，代币 C 构成 SFA 定义下的 CIS 的单位份额。

⚫ 除非另有豁免，否则 C 公司可能需要资本市场服务许可证才能在 SFA 下

的受监管活动中开展业务。

⚫ 资本市场服务许可证的持有人必须遵守 MAS 通告 SFA04-N02 下的反洗钱

/打击资助恐怖主义要求。

⚫ 由于 C 公司代币 C 的发行并不涉及财务顾问服务，因此 FAA 不适用于代

币 C 的发行。

案例研究 4

D 公司在新加坡注册成立，并在新加坡开展业务。该公司拟面向大众发行数字

代币（“代币 D”），但新加坡人无法参与该数字代币发行。D 公司将汇集发行

所募资金，并使用这些资金投资于金融科技初创企业的股票投资组合。D 公司

将管理该股票投资组合。代币 D 的持有者不会参与 D 公司的日常运作或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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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合管理。该投资组合产生的利润也将聚集在一起，并作为报酬分配给代币 D

的持有者。这种安排的目的就是使代币持有者能够获得投资组合产生的利润。

MAS 管理的证券法适用于代币 D 发行的情况：

⚫ 由于代币 D 的发行仅面向海外投资者（即，代币 D 不会面向新加坡人发

行），因此 SFA 第 XIII 部分的规定不适用于该代币发行。

⚫ 如果 D 公司在新加坡经营股票投资组合管理的业务，则该公司仍有可能会

在新加坡开展基金管理业务。如果是这样的话，根据 SFA，D 公司开展基

金管理业务需要获得资本市场服务牌照，另有规定免获牌照的情况除外。

⚫ 资本市场服务许可证的持有人必须遵守 MAS 通告 SFA04-N02 下的反洗钱

/打击资助恐怖主义要求。

⚫ 由于 D 公司代币 D 的发行并不涉及财务顾问服务，因此 FAA 不适用于代

币 D 的发行。

案例研究 5

E 公司计划建立一个平台帮助初创企业通过数字代币发行（“发行”）的方式面

向投资者进行融资。为促进发行，E 公司将为每个想要发行数字代币的初创企

业设立一个实体（“实体”），作为对初创企业进行投资的 SPV。希望投资初创

企业的投资者则将向各个实体提供贷款（“贷款”）。反过来，各实体将向投资

者发行属于各初创企业独有的数字代币（“代币 E”）。代币 E 将发放给全球投

资者，包括新加坡人。代币 E 将代表投资者向实体发放贷款而享有的债权。E

公司平台还将运营二级市场以促进投资者使用该公司平台交易代币 E。此外，

E 公司拟就代币发行向投资者提供财务咨询服务。

MAS 管理的证券法适用于代币 E 发行的情况：

⚫ 代币 E 属于债券，并构成 SFA 定义下的证券。

⚫ 此案例中实体需遵守发行相关的招股说明书要求，SFA 另有规定免除此类

要求的除外。

⚫ E 公司通过其平台促成代币 E 的买卖，需要根据 SFA 规定，获得证券交易

资本市场服务牌照，以交易作为资本市场产品的证券，另有规定免获牌照

的情况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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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各实体在 E 公司平台上开展的业务活动，各实体可能需要根据 SFA 获

得证券交易资本市场服务牌照，以交易作为资本市场产品的证券，另有规

定免获牌照的除外。

⚫ 资本市场服务许可证的持有人必须遵守 MAS 通告 SFA04-N02 下的 AML 

/ CFT 要求。

⚫ 要向投资者提供实体代币 E 发行相关的财务建议，E 公司必须是持牌财务

顾问，另有规定免于持牌的除外[38]。

⚫ 获得许可的财务顾问必须遵守 MAS 通告 FAA-N06 中的 AML / CFT 要

求。

⚫ E 公司可能会运营与代币 E 的二级交易相关的有组织市场。在此基础上，

E 公司必须根据 SFA 规定，经 MAS 审批成为获批交易所，或获得 MAS

认可成为经认可的市场运营商，另有规定免除此类批准或认可的除外。

案例研究 6

F 公司计划设立数字支付代币交易平台，方便用户进行不构成证券、衍生品合

约和 CIS 单位份额的数字代币（如比特币）与法币之间的交易。运营初期几年

内，该平台不允许交易证券、衍生品合约和 CIS 单位份额的数字代币。但这一

限制可能在几年后解除。

MAS 管理的证券法适用于 F 公司数字支付代币交易所的情况：

⚫ 由于 F 公司数字支付代币交易所不允许交易任何受 SFA 监管的产品，因

此不受 SFA 监管。

⚫ 如果 F 公司拟交易根据 SFA 规定构成证券、衍生品合约和 CIS 单位份额

的任何数字代币，那么应重新评估该公司定位。例如，一旦解除上述限制，

F 公司可能会运营一个与交易构成证券、衍生品合约和 CIS 单位份额的数

字代币有关的有组织市场。在此基础上，F 公司必须根据 SFA 获得 MAS

批准成为获批交易所，或由 MAS 认可成为经认可的市场运营商，另有规

定免除批准或认可的除外。

拟议的 PSB 适用于 F 公司数字支付代币交易所的情况：

⚫ 请注意，虽然建立或运营数字支付代币交易所的活动目前不受 MAS 的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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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但 MAS 打算仅在 PSB 下为 AML / CFT 目的管理此类活动。根据 PSB

许可执行此类活动的实体将被要求遵守 AML / CFT 要求，包括与客户的

识别和验证、持续监控、ML / TF 问题筛查、可疑交易报告和记录保存相

关的要求。F 公司在开展业务时还必须遵守所有新加坡法律，包括 CDSA，

TSOFA 和联合国法规。

案例研究 7

G 公司在美国注册成立，其主要营业地点也位于美国。G 公司打算面向全球发

行数字代币（“代币 G”），包括新加坡。代币 G 受简单未来代币协议（“SAFT”）

管辖，并构成美国法律（或“Howey 测试”[39]）下的“投资合同”（因此构成证

券）。代币 G 可以在场外交易的二级市场或第三方加密货币交易所进行交易。

  

MAS 管理的证券法适用于 G 代币的发行：

⚫ 仅具有在二级市场上交易能力的数字代币不会被视为 SFA 下的资本市场

产品。

⚫ Howey 测试对代币的处理方法并不是判断该产品是否属于 SFA 监管的考

虑因素。

⚫ 尽管 G 公司已经根据美国法律对代币 G 进行了评估，G 公司必须单独评

估其代币 G 在新加坡的发行是否符合 MAS 管理的证券法。

案例研究 8

H 公司计划建立一个分布式平台，对各种电子商务网站上消费者支出的用户数

据收集。这个平台会形成一个生态系统，通过这个系统，零售商可以依据消费

者行为数据来发布有针对性的广告。为了资助该平台发展，H 公司打算通过提

供数字代币（“代币 H”）从投资者处筹集资金。代币 H 除了授予投资者对平

台功能进行投票的权利外，不具有其他权利。此外，H 公司还将分发代币 H 用

于奖励参与消费者支出调查的投资者。 被奖励给投资者的代币 H 仅可以在平

台上使用和活动，而不能通过平台进行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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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S 管理的证券法适用于代币 H 的发行：

⚫ 代币 H 不是股权，因为它不代表任何公司股权的法定的或利益上的所有

权。因为代币 H 作为奖励的分配与投资者在平台上的使用和活动成比例，

因此并不代表可获得股息或资本回报的权利。

⚫ 代币 H 不是债券，因为它不会创设或承认 H 公司的债务。

⚫ 代币 H 不是 CIS 的单位份额，因为没有管理者对财产（“投资计划财产”）

进行管理，并且投资者根据他们参与平台的活动获得代币 H，而不是因为

和投资计划财产相关的分红、收入和其回报等。代币 H 也不涉及汇集本

金、向投资者支付的收入或利润的行为。

⚫ 由于代币 H 不构成 SFA 下的资本市场产品或 FAA 下的投资产品，SFA 或

FAA 下的要求不适用于 H 公司对 Token H 的发行或交易行为。

⚫ 也就是说，H 公司在开展业务时必须遵守所有新加坡法律，包括 CDSA，

TSOFA 和联合国法规。H 公司还可能需要就 2012 年的《个人数据保护法”》

（2012 年第 26 号法案）对其业务模式的适用性寻求法律建议。

案例研究 9

I 公司可为整个数字代币发行流程（从预售到售后服务）提供相关的咨询服务。

这些服务包括对白皮书、概念和目标的适用性审查；律师和开发人员的介绍；

提供对代币安全协议和代币后期发行的建议。公司 I 的客户（“客户”）是通过

提供数字代币（“代币 I”）来为其打算提供的产品和服务筹集资金。I 公司有严

格的客户选择标准——只向发行代币 I 的公司提供服务，代币 I 只能用于交换

该客户提供的服务和产品，代币 I 的持有者不得接收任何类型的款项。除了兑

换客户的产品和服务外，代币 I 没有其他功能或权利。公司 I 不就新加坡法律

对数字代币产品的应用提供法律建议。此外，公司 I 不就数字代币产品的风险

或适用性向投资者提供建议，也不会就投资哪些数字代币产品提出任何建议。

公司 I 提供给数字代币投资者的服务本质上是具有可操作性的，例如进行关于

如何参与产品的发行、钱包的创建和加密、代币转账等培训和讲座。  

MAS 管理的证券法在提供数字代币咨询服务方面的应用：

⚫ 代币 I 不太可能构成 SFA 下的资本市场产品，因为它只能用于兑换客户

的产品或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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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 I 不太可能从事关于企业融资的监管活动，因为其咨询服务与涉及证

券、CIS 单位份额或特定证券衍生品合约的融资活动无关。

⚫ 由于公司 I 未向客户或数字代币产品的投资者提供财务建议，因此 FAA 不

适用于公司 I。

⚫ 尽管如此，公司 I 在开展业务时必须遵守所有新加坡法律，包括 CDSA、

TSOFA 和联合国法规。

拟议的 PSB 的应用：

⚫ 如果代币 I 作为或拟作为公众或部分公众接受的支付货物和服务的债务清

偿交换媒介，则代币 I 可能会被视为 PSB 下的数字支付代币。

⚫ 如果代币 I 是数字支付代币，那么 I 公司可能正在开展提供数字支付代币

交易服务的业务。

⚫ I 公司应该考虑其服务是否受到 PSB 的监管，如果是，则在开始时根据《支

付服务法》申请许可。在条例草案公布后，它应考虑条例草案所规定的义

务，以及适用于数字支付代币服务供应商的 AML/CFT 义务，届时这些义

务均将公布以供咨询。

案例研究 10

J 公司计划建立一个平台，允许投资者通过代币化的实物钻石来投资钻石。J 公

司打算在新加坡发行数字代币（“代币 J”）以筹集资金来开发该平台。Token 

J 将授予持有者使用该平台的权利，并随时将其代币 J 出售给 J 公司。代币 J

不代表实体钻石的权利或除使用平台之外的任何其他功能或权利。 所有未售

出的代币 J 都将被销毁。  

MAS 管理的证券法适用于代币 J 的发行：

⚫ 由于 J 公司有义务向持有人回购代币 J，如果代币 J 代表公司 J 向持有人

支付一定金额的债务，则代币 J 可构成债券。

⚫ 根据 J 公司的业务活动以及代币 J 是否为债券，J 公司可能需要资本市场

服务许可证才能在 SFA 下交易作为证券的资本市场产品，除非另有豁免。

⚫ 资本市场服务许可证的持有人必须遵守 MAS 通告 SFA04-N02 下的

AML/CFT 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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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于 J 公司不会就代币 J 提供任何财务咨询服务，因此 FAA 将不使用于代

币 J 的发行。

案例研究 11

K 公司打算向全球任何人（包括新加坡）提供数字代币（“代币 K”），每个代

币 K 为 1 美元。K 公司旨在通过将其价值与美元挂钩来实现代币 K 的相对稳

定的价格。为此，K 公司仅接受以美元电子存款形式向其以美元计价的银行账

户兑换代币 K，这些存款将作为法定货币储备，以支持流通中每个代币 K 的

所谓 1 美元价值。代币 K 的持有人将有权以每个代币 1 美元的价格与 K 公司

交换代币 K。

K 公司将无权从代币持有人处取消或兑换代币 K。K 公司未来可能会考虑与零

售商店合作，以使代币 K 能够支付购买费用。  

MAS 管理的证券法适用于代币 K 的发行：

⚫ 由于 K 公司有义务向持有人回购代币 K，如果代币 K 代表公司 K 向持有

人支付每个代币 K 1 美元的欠款，则代币 K 可构成债券。

⚫ 根据 K 公司的业务活动以及 Token K 是否为债券，K 公司可能需要资本市

场服务许可证才能在 SFA 下交易作为证券的资本市场产品，除非另有豁

免。资本市场服务许可证持有人在交易作为资本市场产品的代币时开展业

务，必须遵守 MAS 通告 SFA04-N02 规定的 AML / CFT 要求。

拟议的 PSB 的应用：

⚫ 代币 K 可能被视为 PSB 下的“电子货币”。 K 公司应该考虑代币 K 是否也

符合 PSB 中定义的“电子货币”的其他要素，以及它是否正在提供 PSB 中

定义的“电子货币发行服务”的业务。如果 K 公司的业务范围包括提供电子

货币发行服务，则必须根据 PSB 获得许可，除非 PSB 将其排除在外。

5.沙盒标准适用于数字代币的情况

5.1.任何以创新的方式提供受 MAS 监管的金融服务的公司均可申请进入监管沙

盒。MAS 希望对此感兴趣的公司在提交申请前已完成尽职调查，例如在实验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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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中测试拟议金融服务，并了解部署拟议金融服务的法律和监管要求。具体评

估标准，请参阅《金融科技监管沙盒指南》。

5.2.如果申请获批，MAS 将提供适当政策支持，放宽 MAS 规定的具体法律或监

管要求，申请人在监管沙盒期间将另行遵守相关要求。

6.数字代币发行问询

6.1.您应仔细阅读本指南，以评估您是否需要遵守证券法.您还应该回答附录 1 中

的所有关键问题，这些问题将帮助您确定是否有必要写信给我们。MAS 仅审查

法律意见并与那些拟议数字货币的结构或业务模型与本指南中的案例不同的数

字货币发行人进行商议。仔细阅读所有案例并回答所有关键问题将为您考虑是否

需要联系 MAS 提供有效指导。

6.2.如果仍然需要在完成指南和关键问题后写信给我们，您可以向我们提交申请，

附上附录 2 清单中所列的所有信息。MAS 保留要求提供更多信息的权利。我们

有必要考虑数字代币产品是否符合 MAS 的规定。MAS 希望澄清我们没有数字

代币产品注册或批准机制。我们的回复并非认可您提出的数字代币，产品或商业

模式。我们的答复也不妨碍我们对您违反我们管理的任何法规中的任何规定采取

任何强制措施。这包括您的通讯中所显示的事实有遗漏或变更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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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1]：根据SFA第2（1）条，“资本市场产品”包括任何证券（包括的股份，债权证和商业

信托中的单位份额）、集体投资计划中的单位份额、期货合约（包括股票衍生工具，债券

和商业信托中的单位份额），为用于杠杆式外汇交易的即期外汇合约，以及MAS可能规定

为资本市场产品的其他产品。

注[2] 根据SFA第2（1）条，结合公司法（第50章）第4（1）条，“股份”指“在公司股本中

的份额，除非另有明示或暗示说明股票和股份的区别，否则股份包括股票。”

注[3]参见《Halsbury新加坡法律大全》第六卷（LexisNexis, 2010）第70.343段。

注[4]同上。

注[5]同上。

注[6]同上，在第70.394段。

注[7]根据SFA第2（1）条的定义，请阅读《商业信托法》（第31A章）第2节。 根据该法第

2节，与商业信托相关的“单位”是指“商业信托的信托财产中的受益所有权份额”。

注[8]根据SFA第2（1）条，“基于证券的衍生工具合约”包括任何衍生工具合约，其中相关

资产或任何相关资产为证券或证券指数，但不包括由SFA第341条制定的规则订明的任何

衍生工具合约，或属于该条订明的一类衍生品合约。 有关“衍生工具合约”的定义，请参

阅SFA第2（1）条。

注[9]根据SFA第2（1）条，与集合投资计划有关的“单位份额”是指集合投资计划（不论是

否构成一个实体）中的一项权利或权益（不论如何表述），并且包括获得集合投资计划中

任何权利或权益的期权.

注[10]根据SFA第2（1）条，“集合投资计划”是指与具有所有下列特征财产的安排：

参与者对财产的管理没有日常控制权；

财产由/代表管理人统一管理；

该安排下，参与者的出资和应支付给参与者的利润或收入汇集在一起；以及该安排的

目的或效果（或声称的目的或效果）是使参与者能够参与或获得因收购、持有、管理或处

置、行使、赎回该财产或该财产任何部分的任何权利、权益、所有权或利益，或上述权利、

权益、所有权或利益的到期而产生的利润、收入或其他收益。

注[11]包括商业信托中的股票，债券和单位。 有关SFA下“证券”的定义，请参阅SFA第2

（1）条。

注[12]SFA第XIII部分第1节。

注[13]SFA第XIII部分第1节。

注[14]SFA第XIII部分第2节。

特此申明：以上分析，仅系我们根据现行法律法规、监管政策及相关案例所做的分析和探讨，

并不作为我们对相关事项的法律结论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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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15]请参见SFA第240条和第296条。

注[16]请参见《集合投资计划行为准则》附件1。

注[17]请参见《集合投资计划行为准则》。

注[18]请参见SFA第272A条和第302B条。小额发行必须是分别满足第272A（3）条和第302B

（3）条要求的个人发行。个人发行是向事先确定的个人进行的发行，包括向此前与发行

人有过某种专业上关联或其他联系的个人发行。“个人”是指每一个人发行必须由发行人本

人或发行人代表向事先确定的人作出，且仅能由该事先确定的人接受。详情请参阅根据

《小额发行豁免条件》所制定的《个人发行指南》。

注[19]请参见SFA第272B条和第302C条。

注[20]请参见SFA第274条和第304条。有关“机构投资者”的定义，请参阅 SFA 第4A（1）

（c）条。

注[21]请参见SFA附表六第275条和第305条。有关“合格投资者”的定义，请参阅《证券及

期货条例》第4A（1）（a）条和《2005年证券期货（规定具体类别的投资者）条例》第2条。

注[22]广告的定义请参阅SFA第271A（10）和302B（10）。关于股份和债权发行的广告限

制的更多信息，请参阅第272A、272B和275条中的《广告限制指南》（第SFA13-G15号指

南）。

注[23]有意申请资本市场服务许可证的公司可参阅《资本市场服务许可证授予标准指南》

（指南编号SFA 04-G01）以及《许可证申请，代表通知和费用支付指南》（准则编号

CMGG01）。

注[24]请参阅SFA的附表2，了解SFA规定的“受监管活动”的活动类型。

注[25]请参阅SFA第82条。

注[26]请参见FAA 第6条，阅读第2（1）条的财务顾问的定义。请注意财务顾问不包括任

何在FAA附表1中特定的人。

注[27]根据FAA第2（1）条，“投资产品”指 (a) SFA第2（1）条中定义的任何资本市场产品；

(b)任何不用于外汇杠杆交易的即期外汇合同；(c)任何人寿保单；（d）规定的任何其他产

品。

注[28]请见FAA第6条。

注[29]希望申请FA牌照的公司可参阅《授予资本市场服务牌照准则指南（第FAA 04-G01号

指南）》以及《牌照申请、代表须知以及费用支付指南》（第 CMG-G01号指南）。

注[30]请参阅SFA附表1第一部分了解“有组织市场”的定义。

注[31]运营促成证券类代币二级交易平台的个人可参阅《市场监管指南》（第SFA02-G01号

指南），以了解其是否应该根据SFA申请成为获批交易所或受认可的市场运营商。

注[32]详情请参阅《SFA第339条（治外法权）适用情况指南》（第 SFA15-G01号指南）。

注[33]请参阅 FAA 第 6（2）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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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34]请注意，SFA于2018年10月8日进行了修订，SFA第二附表中的“基金管理”定义已扩

大到包括CIS的管理。

注[35]请参阅“关于防止洗钱和打击恐怖主义融资的财务顾问通知”（MAS通告FAA-N06），

了解所涵盖人员的范围和适用的反洗钱与打击恐怖融资要求。

注[36]同上。

注[36]请参阅“证券及期货（牌照及商业行为）规例”（第10号）附表2第2（1）（a）段。（原

文标注错误，为方便对照原文，这里不做修改）

注[37]如果B公司持有SFA下资本市场产品交易的资本市场服务许可证，则B公司可就在新

加坡提供任何财务顾问服务而免除持有财务顾问的许可。 相反，B公司将遵守某些报告

要求，包括根据《财务顾问条例 》（Rg2）第37（1）条的要求向MAS提出通知，表明其正

在FAA的财务咨询服务中开始营业。

注[38]如果E公司持有根据SFA进行资本市场产品的资本市场服务许可，则E公司可免于持

有财务顾问的许可，在新加坡提供任何财务顾问服务。相反，E公司将受到某些报告要求

的约束，包括根据《财务顾问条例》（Rg2）注第37（1）条的规定向MAS提出通知，表明

其正在FAA的财务咨询服务中开始营业。

[39]Securities and Exchange Commission v W. J. Howey Co. 328 U.S. 293 (19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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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四：投资人应如何投资区块链行业

作者：王伟 田维苑

2018 年春节假期结束后工作的第一周，很多投资人猛然发现整个投资圈已经分

化为两个阵营，即传统投资圈和区块链投资圈。“三点钟无眠区块链群”在朋友圈

的疯狂转发更是使得大部分投资人都陷入了焦虑中。传统投资界大佬转身区块链

的宣言、链圈、币圈的传奇故事都使得投资人无法淡定。很多人突然发现过去的

一年中自已在区块链行业中已远远落后于他人。如果不知道什么是白皮书，什么

是“软顶”、“硬顶”，什么是“SAFT”，什么是“airdrop”，什么是“Howey Test”，什

么是公链、私链，什么是“POW”，那么在区块链世界与文盲无异。

根据我们在区块链领域的从业经验，就投资人如何投资区块链行业我们有如下初

步建议。

一、对传统股权投资人的建议

根据《中国人民银行、工业和信息化部、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等关于防范

比特币风险的通知》（ 银发[2013]289 号，下称“289 号文”），如果是传统的 VC/PE

人民币基金，那么即使在中国境内履行了所有的登记、备案手续，完成了所有的

合规手续，也不能合法地在中国境内进行 Token 的投资。而对于区块链这一新兴

技术本身，监管部门的态度是正面的。在对区块链行业公司或者 TMT 行业进行

股权投资时，投资人必须考虑到该等项目有可能在未来涉及到区块链的特定业务，

该等项目中的不同于传统股权投资项目的事项，值得投资人特别关注。

1.1 Term Sheet（"TS"）

首先，传统投资人应当重新审视已有的 TS 并进行相应修订，以便于适应区块链

行业的特殊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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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以 Veto Rights 为例，惯常的股权投资 TS 中可能会约定“股东会由全体股东

组成，是公司的最高权力机构。投资方按照公司章程享有股东会投票权，并且下

列事项必须经投资方同意后方可实施：决定公司年度财务预算方案、决算方案；

决定公司的经营方针及年度经营计划、发展战略计划和投资计划；公司增加或减

少注册资本；公司合并、分立、解散、清算或变更公司形式；审议批准公司的利

润分配方案和弥补亏损的方案；修改公司章程。其他事项由二分之一以上表决权

的股东（必须包括投资方在内）同意即可通过”。

但是，对于涉及区块链业务的公司，可能会通过特定的架构在特定的司法区域进

行区块链的业务，这里可能包括代币发行融资。尽管 2017 年的七部委规定禁止

了中国境内的代币发行融资，但是在某些境外司法区域代币发行融资仍是合法的。

那么，为了保证投资人的利益，我们建议在 TS 中加入投资人对后续可能发生的

代币发行融资的一票否决权。实践中，在目标公司更加强势的情况下，股东可能

不会同意完全的一票否决权。针对这种情况，我们建议投资人可以考虑在 TS 中

约定，当 Token 预留给无关联第三方或者预留给公司的 Token 达到一定比例时，

代币发行融资需要得到投资人的同意。鉴于很多 Token 的应用场景、生态或技术

基础是源自于目标公司本身，那么通过前述表决权的限制，可以加强投资人对公

司后续代币发行融资的控制，更有利于保护投资人的利益。

值得注意的是，Veto Rights 仅只是需要修改的条款之一。根据区块链行业的特殊

性，投资人还应当在 TS 中对 Token 的归属、知识产权、团队成员、特殊回购承

诺等条款进行相应的修改和补充。

1.2 尽职调查

不同于传统的私募股权投资，鉴于区块链行业的特殊性，投资人在对目标公司进

行尽职调查的过程中，也需要额外关注某些特定事项。

首先，投资人需要充分了解代币发行融资所依托的项目本身。因此，投资人应将

商业计划书、代币发行融资白皮书等相关文件纳入尽调的范围，了解代币发行融

资的整个流程及时间计划表以及代币发行融资的法律架构（这点尤其重要）。对

于投资人应当如何审阅白皮书，请见我们之前发表的文章《投资人阅读白皮书时

应考虑的 50 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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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投资人还需要了解目标公司是否之前已经进行过代币发行融资，如是，该

等代币发行融资是否符合相关的监管法规。

二、对区块链投资人的建议

区块链投资人通常在各个项目的私募阶段直接投资 Token，这种模式取代了传统

的股权投资模式，成为币圈的主流模式之一。区块链投资人的投资模式与传统的

股权投资模式也存在很多区别。

2.1 签 or 不签？

我们注意到，很多区块链投资人在投资的时候，仅仅与发行方签署一份非常简单

的协议，甚至更多的是不签署任何协议。在未将各自的权利、义务书面约定清楚

的情况下，私募投资人就向发行方打款，这其实存在很大的风险。在这个行业中，

由于极度的高风险高收益，投资人已经习惯了裸奔式的梭哈，这也是传统投资人

很难理解的为什么一笔几千万人民币甚至上亿人民币的交易居然可以不做尽职

调查不签订协议。

我们建议区块链投资人在私募的阶段应当针对区块链行业的特殊性签订相应的

协议。

2.2 签署什么协议？

2.2.1. 考虑到代币发行融资涉及到法律层面和监管层面的复杂性，SAFT（Simple 

Agreement for Future Tokens）在国外代币发行融资中已广泛使用。但我们发现国

内币圈很多发行方与投资人之间签署的协议存在非常多的问题，正所谓“币圈一

日世上一年”，区块链的模式一直处于不断的更新过程中。根据我们的经验，SAFT

应当根据不同的场景和模式起草，譬如，针对 Private sale、White List crowd sale

以及 Smart Contract Pool 应该有不同的 SAFT 和操作流程。

2.2.2. 对于不在 White List 中的区块链投资人，还应当考虑以何种方式才能合法

进行 Token 投资。我们也注意到越来越多的投资开始设立数字货币投资基金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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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与 Token 的投资。

2.2.3. 此外，我们已经注意到在代币发行融资中开始出现了诈骗事件，已经有很

多投资人被电报群中的犯罪分子诈骗了很多的ETH。考虑到区块链行业的特性，

一旦发生诈骗则很难进行追偿。这无论对于发行方还是投资人都是必须要注意的

风险。

2.2.4. 我们理解，发行方和投资方签订一份有效的 SAFT 尤为必要。对于投资人

而言，如果在发行方没有正式的白皮书、规范的运作以及规范的 SAFT 的情况下

而贸然投资，则只能期待自己的运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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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五：进还是退 投资人如何面对代币发行融资？

作者：王伟 董芊

当投资人把资金投向区块链公司之后，如果被投公司意图或者在事实上进行了境

外的代币发行融资，投资人往往会就此陷入两难的境地。数字货币固然有巨大的

溢价空间，但背后也潜藏着诸多合规问题。无论参与或不参与代币发行融资，投

资人都要合理的评估并解决其将面临的风险，而这些风险及其解决方式也恰是投

资人在币圈、链圈之外踌躇不前的原因。

对此，我们将在中国法和境内基金投资区块链行业的语境之下做出前沿的分析和

解答。

一、旁观还是参与——不同态度 但都面临一定风险

1.1 首先，从基金本身的角度来说，其背后的基金投资人与基金管理人之间是典

型的信义关系，投资人基于对管理人业务能力和职业操守的信任，将财产和权利

全部交给管理人，管理人提供专业的资产管理服务，并向基金的投资人分配收益。

1.2 其次，从被投公司的角度来看，面对重重的监管困境，境内公司往往通过在

境外搭建“壳公司”的方式在代币发行融资合规的国家进行数字货币的发行和交

易。尽管该境外公司已经不是投资人本来的投资对象，但不可否认的是，境外公

司代币发行融资的过程中必然大量使用和依赖于境内公司的技术人员、技术方法

和技术设备。可以说，该境外公司在代币发行融资过程中所产生的经济价值是境

内公司利益链的境外延伸。作为境内公司的股东，如果投资人能够证明该利益链

的存在，那么就可以据此向司法机关主张对上述经济价值进行分配。

而在现实当中，投资人往往可以找到证据证明这种强关联——比如说境内和境外

公司主要技术人员的重复等等的“蛛丝马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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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我们可以把被投公司在境外进行代币发行融资所产生的经济价值看作是投

资人投资组合中的“衍生价值”。投资人对于所投公司代币发行融资所产生的利益，

有参与分配的正当基础，这也是对基金背后的投资人尽信义义务的应有之义。

1.3 但是，如果被投公司进行了代币发行融资，那么对投资人来说，伴随着经济

价值而产生的就是不可避免的合规风险。鉴于投资人通常在其投资的公司中委派

董事，而董事往往参与了相关决议的作出（诸如设立境外公司进行代币发行融资）。

所以，如果公司进行代币发行融资时在白皮书中做了不实的陈述，或者出于恶意

而进行代币发行融资，鉴于 Token 的高度流通性，该公司被揭露并被指控存在虚

假证券发行、操纵证券市场等行为的可能性大大提高。

无论怎样，投资人及其委派的董事与公司代币发行融资行为的事实上的关联性都

是客观存在的，这种关联性将使投资人时时刻刻都如履薄冰，面临着来自监管机

构和 LP 的双重压力。而这些风险只是投资人面临的诸多风险中的冰山一角——

比如说，境外“壳公司”发行的 Token 往往可以在境内公司的应用场景中购买或兑

换一定的商品或者服务，那么这或许也蕴含着关联定价和交易的问题；再比如说，

鉴于区块链技术人员在代币发行融资中的重要程度，投资人在调整被投公司的股

权比例的时候，要如何妥善处理该技术人员和 CTO、COO 等其他核心创始人之

间的权益分配问题以致不影响公司的良好运营，这些都是投资人应该考虑和关注

的。

1.4 可以说，不论投资人是否参与到代币发行融资中，也不论投资人是主动的参

与还是被动的参与，它都面临着被监管机构或 LP 追责的风险，这使投资人进退

两难。

二、“分蛋糕”和“做蛋糕”——不同环节 但都需要谨慎考量

2.1 基于以上对投资人在代币发行融资中的主要风险的分析，我们可以确定的是：

境内基金对于境内公司在境外进行代币发行融资所得的 Token，是可以要求分配

的。但是，一旦参与其中，将面临合规风险，除此之外，在实际分配的过程中，

投资人应分得的 Token 数量和来源也应提前进行约定。

为了最大程度的保证境内基金对上述经济价值要求分配的权利并尽可能的避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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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规风险，我们建议在投资协议中设立预先的机制和约定，从而在合法的框架内

对代币发行融资的相关事项进行管理。

2.2 为了保证投资人的利益，我们建议在 TS 中加入投资人对后续可能发生的代

币发行融资的一票否决权，或者可以考虑在 TS 中约定：“当 Token 预留给无关

联第三方或者预留给公司的 Token 达到一定比例时，代币发行融资需要得到投

资人的同意。”鉴于很多 Token 的应用场景、生态或技术基础是源自于目标公司

本身，那么通过前述表决权的限制，可以加强投资人对公司后续代币发行融资的

控制，更有利于保护投资人的利益。根据区块链行业的特殊性，投资人还应当在

TS 中对 Token 的归属、知识产权、团队成员、特殊回购承诺等条款进行相应的

修改和补充。

2.3 除此之外，考虑到代币发行融资涉及到法律层面和监管层面的复杂性，根据

我们的经验，Private sale、White List crowd sale 以及 Smart Contract Pool 具有不

同的特征和适用场景，因此应该在协议中做出不同的弹性安排和灵活机制，而不

是一概适用 SAFT 的形式。

2.4 对于不在 White List 中的区块链投资人，还应当考虑以何种方式才能合法进

行 Token 投资。我们也注意到越来越多的投资人开始设立数字货币投资基金

（crypto currency dominated fund）来参与 Token 的投资。可以说，设立数字货币

投资基金可以有效的避免通过美元基金投资数字货币而可能产生的法币与代币

的兑换风险。但是由于数字货币投资基金的新颖性和稀少性，该类基金真正合规

和高效运转的技术仍然是少数人的“专利”，这导致大多数投资人对数字货币投资

基金的设立仍持观望态度。

2.5 除此之外，在区块链投资中还存在着一个十分重要的商业考量：如果投资人

要参与其所投公司的代币发行融资，并获得一定数量的 Token（或者说，一旦投

资人实际分配到了 Token，也就是参与了所投公司的代币发行融资过程），其应

被分配的 Token 份额和来源是什么？如果把我们在上文建议的种种协议安排比

作是“做蛋糕”的过程，那么对 Token 的分配则是“分蛋糕”的问题。通常来说，当

公司进行代币发行融资时，其 Token 往往被划分为几个部分，即创始人团队预留

的部分、代币发行融资发行的部分、通过配售直接在交易所上市流通的部分。那

么，投资人应当从哪一部分抽取 Token，抽取比例是多少？此外，当投资人获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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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ken 之后，如果想要将 Token 转换为法币并将收益流转回国内，要如何解决外

汇管制、税收等等其他的问题？由于 Token 上线交易后增幅异常可观，投资人应

该对这些问题作出谨慎的商业思考并在协议中体现相应的安排。

结语

总体来说，我们建议投资人在合法框架之内约束甚至争取参与分配代币发行融资

的经济价值。对于其中可能面临的各种风险和商业问题，投资人应具体处理和设

计解决方案。尽管区块链投资充满挑战，“在实践中前进”仍是这一领域的价值和

魅力所在，我们也将和众多投资人一起对这一行业进行持续的关注和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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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六：“币安”在日本遭警告，虚拟货币的“监管时代”还有多

远？

作者：王伟 松伟刚行 董芊

根据日本经济新闻报道，3 月 23 日日本金融厅发函警告了币安，认为没有日本

有关注册的币安针对日本客户提供虚拟货币兑换业务违反日本《资金结算法》。

金融厅以币安未在日本进行登记为出发点，进而对其 KYC、AML 等方面进行了

综合评价，最终做出了警告，而警告背后其实是金融厅对保护投资者安全问题的

隐忧。

无独有偶，两个月之前，日本对本国的虚拟货币交易所也进行了调查，导火索则

是 18 年伊始的“失窃案”——2018 年 1 月 26 日，日本 Coincheck 交易所因黑客攻

击被盗走价值为约 35 亿人民币的 NEM 币。金融厅此后对包括 Coincheck 在内

的日本所有虚拟货币交易所进行了调查，命令改善业务内容。此后，金融厅对接

受日本客户的外国交易所也开始警告，其中就包括全球最大的虚拟货币交易所之

一——“币安”。这些新闻都表示日本金融厅对虚拟货币的监管态度日趋严格，外

国企业若要在日本进行代币发行融资，或者开展交易所业务，不仅要在形式上履

行登记手续，更要在实质上有效的保护投资者的交易安全。

区块链和虚拟货币行业面对的是全球性的监管。在去年 9 月 4 日之后，很多国内

的交易所纷纷出海到日本，而且有众多企业考虑在日本从事区块链和虚拟货币业

务，因此，正确的理解日本法律对区块链和虚拟货币的监管至关重要。植德律师

事务所区块链团队与日本律师就日本对代币发行融资及虚拟货币的监管进行了

专业探讨，并简单总结如下。

一、虚拟货币 or 预付支付方式——日本代币发行融资监管中的两个视角

日本的代币发行融资也处于刚刚兴起的阶段，在日本关于虚拟货币的法律规定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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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明确，反过来也可以说“只要是符合规定的，发行虚拟货币并买卖的行为就是

合法的”。从这种观点来看，在日本进行代币发行融资被认为是极具吸引力的，

而从日本目前的监管法规来看，代币一经发行，往往被认定为虚拟货币（即一种

财产价值）或预付支付方式（即一种支付手段）。不管被判断为哪一种，发行方

和交易所都要承担不同程度的义务，我们在此简单对日本有关代币发行融资和虚

拟货币的法律规定进行说明。

1.1 虚拟货币

1.1.1 代币成为虚拟货币的认定方式

资金结算法 第 2 条第 5 款对“虚拟货币”有一个总括性的定义：

“1 号虚拟货币”购买或借入物品，或接受服务的提供时，为了支付其对价，可以

向不特定的对象使用的，并且可以将不特定的对象作为对方进行购买或销售的，

以及可以由电子信息处理组织进行转移的财产价值（仅限于通过电子机器等电子

方式被记录的货币，不包括本国货币和外国货币以及货币资产。下一项相同。）

“2 号虚拟货币”可以以不特定的对象作为与对方相互兑换前项所示之内容，以及

可以由电子信息处理组织进行转移的财产价值。

在上述定义之下，金融事务指南（第三分册：金融公司相关）“16. 虚拟货币兑换

经营者相关”（以下称为“虚拟货币指南”）的 1-1-1 及 1-1-2 的内容提出了有关 1

号和 2 号虚拟货币构成要件的具体认定因素，我们将其总结为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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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注意的是，日本虚拟货币事业者协会也于 2017 年 12 月 8 日制定了题目为

《关于首次代币发行的应对》的“自律规定”（以下简称“自律规定”），也提供了

虚拟货币的判断思路（具体可见自律规定的 1.(1) ②）：

在首次代币发行的发行时点，如果该代币并没有在国内或国外的交易所进行交易，

但却明示或默示将来有可能在国内或海外的交易所上市。“因为被认为是虚拟货

币的可能性高，只要没有个别具体的合理事由表明其不属于虚拟货币，那么原则

上，在代币发行之时，按照资金结算法上的虚拟货币进行处理是妥当的。”

因此，如白皮书中表明了上市或可能上市的情况，则代币可能被认定为“虚拟货

币”。鉴于不可能上市的代币往往不具有较大的吸引力，如果白皮书中不能合理

说明该代币可通过其他的优点来筹集资金，那么该白皮书很有可能被认为“默示”

地表达出了上市或上市可能性。

1.1.2 虚拟货币兑换业务的登记要求

资金结算法 第 2 条第 7 款将“虚拟货币兑换业务”规定为“虚拟货币的买卖或与其

他虚拟货币的兑换”（同款第 1 项），“前项所规定的行为的媒介、代办或代理”

（同款第 2 项），以及与前两项附带进行的“使用者的金钱或虚拟货币的管理”

（同款第 3 项），同时规定只有已取得登记的人才能从事虚拟货币兑换业务（该

法第 63 条之第 2 项）。

因此，一旦某代币成为日本法上的“虚拟货币”，经营者如果要买卖该代币或与其

他虚拟货币进行兑换的话，则必须注册虚拟货币兑换业务。实际上，有的日本上

市公司在做虚拟货币业务时，也认可这一规定并据此申请了注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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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在虚拟货币指南 1-1-2 中，关于“虚拟货币兑换业务经营者是否经营特定

虚拟货币”这一问题，还存在“出售新发行的虚拟货币的，即使在发行阶段缺少流

动性，也不能直接判断为经营该虚拟货币是不适当的，而是充分考虑申请者的说

明或外部信息，作出综合判断”的规定。

1.2 预付支付方式

即使代币仅可以在该项目限定的系统内使用，并且可以被排除在资金结算法上的

虚拟货币的定义之外，如果代币符合“预付支付方式”的种种特征，则仍然会受到

相关管制。

至于“预付支付方式”，资金结算法 第 3 条第 1 款第 1 项（表示金额的预付支付

方式）及同款第 2 项（表示数量的预付支付方式）中规定了其定义，我们将预付

支付方式的要件整理为如下三点：

⚫ 记载、记录了金额等财产价值（价值的保存）；

⚫ 获得与金额、数量相应的对价发行的凭证等，或号码、记号等其他符号（对

价发行）；

⚫ 用于支付对价等（权利行使）。

在代币采用自家型预付方式（仅在从发行预付支付方式的人及与其有密切联系的

人处购买物品或接收其提供的服务的情况下，可以使用的预付支付方式）（资金

结算法第 3 条第 4 款）的情况下，其发行后，基准日未使用余额超过基准额（1000

万日元）的，需要进行备案（该法第 5 条第 1 款），并提供发行时的信息（该法

第 13 条第 1 款），以及提存发行保证金（该法第 14 条第 1 款）等。

而如果代币采用自家型预付支付方式以外的预付支付方式——第三人型预付支

付方式（该法第 3 条第 5 款），不仅没有注册就不能发行（该法第 7 条），还负

有提供发行时的信息以及提存发行保证金的义务。

此外，根据金融厅 2017 年 3 月 24 日的意见募集回答（关于资金结算的法律（虚

拟货币）相关 No.37），某一支付方式属于资金结算法上的预付支付方式的，则

不属于该法上的虚拟货币。也就是说，金融厅在对代币进行认定时，采取的是择

一的方法，即要么是虚拟货币，要么是预付支付方式。而且，如果仅是自家型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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付方式的话，进行备案等即可，在系统有可能扩展的第三人型预付支付方式中，

还需要注册。

关于在日本发行代币的两种路径所面临的不同程序，可以参考下图：

二、实务上的应对——发行方要谨慎考量发行何种类型的代币

如上所述，在日本，不对代币发行融资加以任何管制的情况相对较少。

在将系统变成开放式从而实现上市目的的情况下，发行方最好一开始就取得虚拟

货币兑换业务的登记，并发行作为“虚拟货币”的代币。

与此相对应，如果发行方采用封锁式系统，虽然有可能规避虚拟货币的性质，但

大多数情况下无法规避代币作为预付支付方式所面临的管制。这种情况下，如果

发行仅在从发行预付支付方式的人及与其有密切联系的人处购买物品或接收其

提供服务的情况下才可以使用的代币（即自家型预付支付方式），虽然只需面临

备案等相对较轻的管制，但不可否认的是系统也将变得较小。如果想要确保系统

规模，则需要采取第三人型预付支付方式，那么就要履行注册等手续。基于上述

日本的监管要求，发行方需谨慎考量并决定发行具有何种法律性质的代币。

结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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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短数年，虚拟货币行业从式微到繁盛，从个别尝试到初具规模。时至今日，面

对各类人士对其经济利益的趋之若鹜，该行业已逐渐出现了诸多乱象，诈骗、黑

客攻击事件也时有发生。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虚拟货币的世界从代币发行融资到

交易，再到内部社区建设，已经形成了完整的运行闭环。区块链技术的高度发达

性似乎屏蔽了监管，但却仍然做不到对投资者安全问题的完全免疫——而这也正

是各国监管行动开始渗入这一闭环的突破口。不承认代币发行融资的国家和地区

自不必说，即便是诸如新加坡、日本，乃至我国台湾等对代币发行融资和虚拟货

币持开放态度的国家和地区，仍有诸多的监管要求。“币安”此次遭警告再次提醒

我们，虚拟货币的发行和交易不仅要履行形式上的登记、注册、备案义务，更要

注重运行中 KYC、AML 和安全保障方面的制度维护；代币发行融资和团队仅是

开端，后续良好的经济和投资生态建设才是更加充满未知的挑战。如果币圈自己

不能自发产生并不断升级配套机制，那么各国的监管或紧或松、或早或晚，一定

会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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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七：央行发声：虚拟货币、互联网积分或将遭遇“严冬”

作者：王伟 董芊

近日，中国人民银行（下称“央行”）下属机构货币金银局局长发表《切实加强虚

拟货币监管 牢牢维护国家货币发行权》一文（下称“该文”），矛头直指加密货

币和互联网积分（据该文，加密货币和互联网积分合称“虚拟货币”），从性质、

风险和政策三个方面表明了央行对其的否定态度和监管决心。货币金银局是央行

的直属单位，主要负责拟订有关货币发行和黄金管理办法并组织实施。尽管该文

以个人名义发表，但在中国的政策环境下，政府部门高级官员的态度是该机关未

来政策的“缩影”，需要我们予以重视。基于对虚拟货币和区块链行业的持续关注

与敏锐观察，植德律师事务所区块链团队在此对该文作出深入的解读。

一、“监管理由是什么”——虚拟货币不具备货币属性

该文认为，虚拟货币是“价值的数字化表现，由私人机构发行。不被中央银行或

公共机构背书，可能使用自有的记账单位，主要包括去中心化的加密代币和互联

网积分两类。”通常来说，货币应具有支付手段和储藏手段两方面的职能——支

付手段的基础是一种“一般等价性”，即由国家信用背书、由市场广泛认可、具备

流通和兑换可能性；储藏手段的基础是价值的稳定性和持久性。而该文认为，虚

拟货币一无“官方身份”，二无大规模使用可能，三无价值的恒定性，显然不具备

作为支付手段和储藏手段的条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货币。这也与日前北京金融

工作局局长在互联网金融博物馆发表的关于区块链的演讲不谋而合，即虚拟货币

本身不具有价值，其价值不过来源于背后的应用场景。虚拟货币没有“法律赋予

的排他性、独特性”，实属“民间创造”，不可与现有的法定货币体系同日而语。

二、“为什么要监管”——虚拟货币的风险何在

首先，虚拟货币的交易链模糊、资金来源和投向难以追踪，极易成为洗钱、恐怖

融资和规避外汇管制的渠道；除此之外，近期虚拟货币“骗局”频发，大量运作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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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范的代币发行融资项目被认定为非法吸收公众存款、传销、集资诈骗等犯罪，

出于金融秩序稳定性的考虑，监管部门确有打击虚拟货币的正当理由。此外，根

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币管理条例》（2018 年 3 月 19 日实施，下称“人民币管

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法定货币是人民币（第三条），中国人民银行是

国家管理人民币的主管机关（第五条）。虚拟货币作为一种“民间货币系统”，将

冲击人民币流通秩序，不利于国家把握货币供应量和实施宏观政策，鉴于央行的

特殊职能，这一点也成为了该部门对虚拟货币频繁“点名”的重要原因。

基于上述观点，我们对投资人有两点提示：

第一，若投资人在境外设立 Token Fund，一定要有完备的 KYC 和 AML 流程，

从而对资金来源和流向作出判断，据我们所知，目前已有个别机构具备作

出符合某司法区域要求的 KYC 和 AML 程序的能力；

第二，代币发行融资的运作流程要规范，白皮书的内容要准确翔实且以实际区块

链技术的开发为依托，以防因打着“虚拟货币、区块链的旗号”行非法目的

之实而落入违法犯罪的“窠臼”。

值得注意的是，该文对于互联网积分也投射了额外的关注。互联网积分一般是互

联网平台或大型电商发行的、仅在本平台内部进行使用的虚拟货币。在该文中，

对于互联网积分的发行和使用提出了四个“不”的要求，即：

第一，发行规模遵守企业实际的资产负债状况，以法定货币为“锚”，不可超发虚

发；

第二，不可跨企业行业进行补贴和使用；

第三，商户和发行方不得双向兑换，只能单向结算；

第四，只能在本平台内使用，不能大规模、大范围使用。

如果满足上述四个“不”的要求，那么互联网积分“作为局部范围内的支付手段仍

较为安全”。

我们认为，互联网积分需要在未来兑换为用户服务，实质上构成企业的一种“负

债”，因此需要在企业财务状况能承受的范围内发行；同时，如果互联网积分跨

平台或跨企业进行使用，则可能构成一种企业间的“变相拆借”，规避财务统计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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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务稽查，故需予以监管。

联想到之前的“链克”和后来网易的“黑钻”，都曾在集团内部的不同公司或平台之

间进行交叉使用，而这可能为央行的未来政策所不允。总而言之，不论是缺乏实

际应用场景的不规范的代币募集，还是可能产生二级交易市场的互联网积分的滥

用，为了防止虚拟货币成为“投机炒作的工具”，监管部门都将予以严格规范。

三、“怎么去监管”——虚拟货币的未来立法方向

总体上，该文重申了《关于防范比特币风险的通知》（银发[2013]289 号，2013.12.03

发布，下称“289 号文”）和《关于防范代币发行融资风险的公告》（2017.09.04 发

布，下称“94 公告”）中的内容，指明中国境内的代币发行可能触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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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提

出将会同包括公安机关在内的有关部门进行严厉打击。但我们认为，公安机关仅

具备对刑事案件的侦查权，但上述五种违法犯罪活动确不全都一一对应着相应的

刑法罪名，比如非法发售代币票券是央行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人民银行法》

和《人民币管理条例》中所禁止的，违法者将被给予行政处罚，而非法发行证券

则还需证监会的相关认定，因此，对于虚拟货币行业，目前的上位法规和监管体

系仍然是模糊不清的。但是，该文中也提出了初步的立法建议和监管逻辑：

“一是应在明确加密代币管理相关法律适用性的基础上，尽快制定加密代币管理

法律法规，提高处罚标准和惩戒力度，强化震慑作用。”

“二是借助技术手段，加强信息监测，组织大型社交软件提供商开展监测工作，

排查、发现、清理和解散加密代币交易群组和公众号等，并将相关线索移交公安

机关处置。”

“三是加强跨境支付监测，排查、发现可疑商户、可疑交易、可疑虚拟货币交易

场所，一旦发现可疑行为，有针对性地进行清退商户、拦截交易、停止转账服务。”

同时，对于互联网积分，该文也明确了监管框架，即“三个底线”：

“一是禁止挂钩人民币，绝不能和人民币进行双向兑换；”

“二是控制使用范围，互联网积分的使用范围须在平台内部，一些平台上参与交

易的不同法人主体之间不能通用，消费者之间不能相互转让；”

“三是限制持有收益，虚拟货币自身不可附加任何利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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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

虚拟货币行业的法律体系和监管方式虽然仍有很大空白，但以央行为首的多个部

委都陆续开始了自己的探索。投资人要警醒的是，虚拟货币和区块链行业将不再

是“野蛮生长”的无人之地，如不注重项目运作过程中的合规控制、盲目追随利益

驱动，很可能就会成为监管机关下一个“典型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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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八：代币发行融资法律风险之全角度解析

作者：王伟 董芊

肇始于比特币的代币发行融资风潮在多国监管的重压之下仍然热度不减，在新项

目层出不穷的同时，部分披着区块链 “外衣”而实则“割韭菜”的不法行为也时有

发生。太空链、英雄链等项目连连遭举报，其中被诟病的原因不乏“白皮书造假”、

“诈骗行为”、“传销方式”等。在代币发行融资项目中，若不进行全程的合规运行，

任何昔日公开给投资人的信息都可能成为明日投资人进行诉讼的“把柄”。基于对

区块链和数字货币行业的深度观察和细致思考，植德律师事务所区块链团队在此

对中国法语境之下代币发行融资项目运行过程中可能存在的法律风险做出多视

角的分析，并向投资人提出合规建议。

一、风险分析视角之一：虚拟货币=证券？

首先，token 在实践中有可能被认定为是一种证券，原因是代币发行融资的融资

过程与股权或债权融资具备一定的相似性。尽管《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2014

年）》（下称“证券法”）中证券概念的仅限于股票和债券，根据文义解释很难将

token 纳入其中，但若 token 在发行时，发行方在其中赋予了投资人诸如表决权、

分红权、回购权、固定收益等相关的权利或承诺，那么根据我国监管机关通常采

取的“实质重于形式”的原则，该 token 很可能被认为具备了“类证券”的性质，从

而可通过扩张解释而将其定性为证券。

在此基础上，由于 token 一旦进入交易所开始流通，则实际上具备了“公开发行”

的属性，因此发行方的行为有可能被认定为“未经许可公开发行证券”，该行为同

样为我国证券法所不允。

根据《关于防范代币发行融资风险的公告（2017 年 9 月 4 日）》（下称“94 公

告”），七部委也认为发行虚拟货币有“非法发行证券”之嫌。在《中华人民共和国

刑法（2017 年）》（下称“刑法”）中，并无非法发行证券罪，但存在“擅自发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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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公司、企业债券罪”（第一百七十九条）和“欺诈发行股票、债券罪”（第一

百六十条）；证券法中也未明确说明何为非法发行证券，仅对“未经法定机关核

准，擅自公开或者变相公开发行证券”（《证券法》第一百八十八条）规定了行

政处罚。该等处罚的具体要件及罚则如下：

擅自发行股票、公司、企业债券罪（《刑法》第一百七十九条）：

未经国家有关主管部门批准，擅自发行股票或者公司、企业债券，数额巨大、后

果严重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非

法募集资金金额百分之一以上百分之五以下罚金。单位犯前款罪的，对单位判处

罚金，并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

者拘役。

欺诈发行股票、债券罪（《刑法》第一百六十条）：

在招股说明书、认股书、公司、企业债券募集办法中隐瞒重要事实或者编造重大

虚假内容，发行股票或者公司、企业债券，数额巨大、后果严重或者有其他严重

情节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非法募集资金金额百分之

一以上百分之五以下罚金。单位犯前款罪的，对单位判处罚金，并对其直接负责

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

《证券法》第一百八十八条：

未经法定机关核准，擅自公开或者变相公开发行证券的，责令停止发行，退还所

募资金并加算银行同期存款利息，处以非法所募资金金额百分之一以上百分之五

以下的罚款；对擅自公开或者变相公开发行证券设立的公司，由依法履行监督管

理职责的机构或者部门会同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予以取缔。对直接负责的主管

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给予警告，并处以三万元以上三十万元以下的罚款。

植德观点

基于以上分析，我们建议代币发行方要避免在白皮书、SAFT、甚至是 telegram 等

社区群组及任何线上或线下的宣传中对“决策权、分红权、回购权、固定收益”等

事项作出承诺，从而规避 token 被认定为证券的可能性。

与此同时，发行方还应保证白皮书内容的准确和真实，以防因同时触发“欺诈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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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股票、债券”而被数罪并罚。

二、风险分析视角之二：虚拟货币=商品？

即便 token 成功规避了上文所述的证券性质，其仍可被认定为是一种商品。根据

《关于防范比特币风险的通知（2013 年 12 月 3 日）》(下称“289 号文”)，比特币

被认为是一种“虚拟商品”，而根据我国执法实践，该文的主体可从比特币扩张至

一般的 token。但需要注意的是，289 号文仅是部门通知，不具备法律地位，但其

仍反映出了主管机关的监管态度并可能进一步通过法律法规予以落实。

据此，发行方作为商品和服务的提供者，具备《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

法（2014 年）》（下称“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中“经营者”的特征。同时，若 token

被认定为一种商品，那么对其起到介绍和宣传作用的白皮书甚至是在社区群组中

的留言等信息也就具备了广告的性质，因此应受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告法（2015

年）》（下称“广告法”）和刑法的约束。上述法律对经营者、广告主、广告发布

者、广告代言者的相关规定如下：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四十五条：

消费者因经营者利用虚假广告或者其他虚假宣传方式提供商品或者服务，其合法

权益受到损害的，可以向经营者要求赔偿。广告经营者、发布者发布虚假广告的，

消费者可以请求行政主管部门予以惩处。广告经营者、发布者不能提供经营者的

真实名称、地址和有效联系方式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

《广告法》第五十五条：

违反本法规定，发布虚假广告的，由工商行政管理部门责令停止发布广告，责令

广告主在相应范围内消除影响，处广告费用三倍以上五倍以下的罚款，广告费用

无法计算或者明显偏低的，处二十万元以上一百万元以下的罚款……广告经营者、

广告发布者明知或者应知广告虚假仍设计、制作、代理、发布的，由市场监督管

理部门没收广告费用，并处广告费用三倍以上五倍以下的罚款，广告费用无法计

算或者明显偏低的，处二十万元以上一百万元以下的罚款……构成犯罪的，依法

追究刑事责任。

《广告法》第五十六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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违反本法规定，发布虚假广告，欺骗、误导消费者，使购买商品或者接受服务的

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受到损害的，由广告主依法承担民事责任。广告经营者、广告

发布者不能提供广告主的真实名称、地址和有效联系方式的，消费者可以要求广

告经营者、广告发布者先行赔偿……商品或者服务的虚假广告，造成消费者损害

的，其广告经营者、广告发布者、广告代言人，明知或者应知广告虚假仍设计、

制作、代理、发布或者作推荐、证明的，应当与广告主承担连带责任。

虚假广告罪（《刑法》第二百二十二条）：

广告主、广告经营者、广告发布者违反国家规定，利用广告对商品或者服务作虚

假宣传，情节严重的，处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罚金。

植德观点

如果 token 被认定为一种商品，则发行方承担的责任与商品经营者类似，而受委

托对 token 进行宣传的网站和为其“站台”的人员则分别扮演了类似于广告发布者

和广告代言人的角色。

因此，若白皮书以及线上或线下的宣传中存在虚假和欺骗的情况，投资人根据现

行的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和广告法不仅可以追究发行方的责任，还可以在其“跑路”

的情况下要求宣传网站或为发行方“站台”的人员承担连带责任。而在几个已被立

案的区块链项目中，投资人的主张也多是“白皮书涉嫌虚假宣传及造假”、“误导

投资人判断”等原因。

我们建议，代币发行融资的发行过程中，各方都要自律，保证白皮书的准确翔实，

同时避免在任何线上或线下宣传中做出夸大表述和不实承诺。

三、风险分析视角：其他可能涉及的违法犯罪行为

根据 94 公告，代币发行融资还可能构成“非法发售代币票券、非法集资、金融诈

骗、传销”等违法犯罪活动。“非法发售代币票券”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人民

银行法（2003 年）》中所禁止的一种“印制、发售代币票券，以代替人民币在市

场上流通”的行为，对于央行在虚拟货币行业中的角色和监管态度，可见我们之

前的文章《央行发声：虚拟货币、互联网积分或将遭遇“严冬”》。除此之外，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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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非法集资行为，主要包括非法吸收公众存款和集资诈骗两种，其在刑法中的规

定如下：

集资诈骗罪（《刑法》第一百九十二条）：

以非法占有为目的，使用诈骗方法非法集资，数额较大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

或者拘役，并处二万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罚金；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

处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五万元以上五十万元以下罚金；数额特别巨

大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处五万元

以上五十万元以下罚金或者没收财产。

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刑法》第一百七十六条）：

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或者变相吸收公众存款，扰乱金融秩序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

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二万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罚金；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

严重情节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五万元以上五十万元以下罚金。

单位犯前款罪的，对单位判处罚金，并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

人员，依照前款的规定处罚。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非法集资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2010 年 12 月 13 日）》（下称“解释”）非法吸收公众存款和集资诈骗的区分主

要在于集资诈骗需具备“非法占有目的”，即以下八种情形：

（一）集资后不用于生产经营活动或者用于生产经营活动与筹集资金规模明显不

成比例，致使集资款不能返还的；

（二）肆意挥霍集资款，致使集资款不能返还的；

（三）携带集资款逃匿的；

（四）将集资款用于违法犯罪活动的；

（五）抽逃、转移资金、隐匿财产，逃避返还资金的；

（六）隐匿、销毁账目，或者搞假破产、假倒闭，逃避返还资金的；

（七）拒不交代资金去向，逃避返还资金的；

（八）其他。

除此之外，该解释第八条还特别规定了“广告经营者、广告发布者违反国家规定，

利用广告为非法集资活动相关的商品或者服务作虚假宣传，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

依照刑法第二百二十二条的规定，以虚假广告罪定罪处罚：

（一）违法所得数额在 10 万元以上的；



www.meritsandtree.com

（二）造成严重危害后果或者恶劣社会影响的；

（三）二年内利用广告作虚假宣传，受过行政处罚二次以上的；

（四）其他情节严重的情形。

明知他人从事欺诈发行股票、债券，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擅自发行股票、债券，

集资诈骗或者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等集资犯罪活动，为其提供广告等宣传的，以

相关犯罪的共犯论处。”

最后，如果项目在推广的过程中没有做好严格的 KYC 流程，而通过代投方以违

规手段肆意招揽投资人，还可能构成传销，对此的详细分析可见我们之前的文章

——《币圈如何应对代币涉嫌网络传销的风险》。

结语

综上，我国现行的民事、刑事、行政等法律其实为代币发行项目编织了严密的网

络，而且最近包含央行、金融工作局在内的各部门也不断释放“监管信号”。可以

预见的是，“多部门联动、多法律规制”将成为区块链和虚拟货币行业未来的监管

趋势。有鉴于此，我们再次提醒，区块链行业的监管是全球性、多变性的，即便

发行方在个别国家获得了许可或取得了尚属乐观的法律意见，仍不能避免在别国

被认定为违法行为的可能，唯有严格合规的运作流程才能保证区块链项目的健康

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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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九：Token Fund 设立五大要点

作者：王伟 董芊 周泱

随着区块链技术在国内受到空前关注，投资者投资优质虚拟资产的需求也达到了

空前旺盛的地步，但许多投资者对于搭建Token Fund的具体问题普遍知之甚少。

为此，植德律师事务所区块链团队根据此前的项目经验并联合开曼知名律师事务

所组织了在私募投资基金领域经验丰富的律师对设立 Token Fund 的问题进行了

深入的研究，并在实际项目中进行了实践，在此基础上，我们总结了对投资人的

具体建议。

一、基金设立：中国市场上大多投资 Token 的基金都不合规

目前，根据我们的搜集和研究，中国市场上存在许多从事区块链投资的基金，也

有很多机构称自己为“Token Fund”，但深思其设立依据和运作模式，这些基金大

都不合规。具体原因如下：

1.1 根据央行等 5 部委在 2013 年联合发布的《关于防范比特币风险的通知》（银

发[2013]289 号，下称“289 号文”），“各金融机构和支付机构不得开展与比特币

相关的业务，包括：发行与比特币相关的金融产品；将比特币作为信托、基金等

投资的投资标的。”尽管 289 号文仅禁止对于比特币的投资，但鉴于中国监管机

关“实质重于形式”的监管标准，我们认为其禁止对于任何 Token 的投资。因此，

目前中国市场上多数投资于 Token 的基金的合规性都是存疑的。

1.2 鉴于目前中国法下设立 Token Fund 不具备合规性，我们建议投资人将目光转

向开曼群岛，其因法律成熟中立且对基金收益免收税款而被誉为“私募天堂”。具

体而言，在开曼设立基金的优点如下：

⚫ 作为一个主流的 PE（私募基金）设立地，开曼基金在全球范围内得到认可与

受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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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比在其他国家或地区设立基金，在开曼设立基金的有关规定相对宽松，并

且不需要监管批准；

⚫ 对投资者的国籍及居住地点无相关要求，且由于较松的监管机制，基金设立

的速度快、费用低；

⚫ 税收信息的透明度，对基金收益免收税款；

⚫ 具备健全的法律框架及基础设施；

⚫ 开曼基金拥有广泛的全球性及多样化的资产基础；

⚫ 开曼基金将投资者的资产分销最大化，因此吸引了全球投资者。

二、基金类型：开放式基金 vs.封闭式基金

2.1 根据基金投资人是否能按其意愿退出基金而不需要基金管理者的同意（在有

限合伙的架构中，管理者为 GP, 在公司制基金中，管理者为公司董事），基金，

分为开放式基金（通常为对冲基金）和封闭式基金（私募股权投资基金）。

2.2 无论虚拟货币的本质是不是真正的货币，但大量的投机行为使得虚拟货币的

价格时刻处于动态变化之中，虚拟货币的价格取决于任何人愿意买进或卖出该

虚拟货币的价位。依照开曼《共同基金法》(Mutual Funds Law (2015 Revision))，

开放式基金需要委任基金行政管理人和审计师，如采用开放式基金，对管理人

而言计算资产净值（NAV）将是一个巨大的难题。仅就这点而言，我们理解设

立投资虚拟货币的基金应当选择封闭式基金而非开放式基金。当然，如果能解

决估值等问题并且有现实需要，开放式基金也有先例，但采取这一形式需要对

法律服务成本、运营成本、会计师等其他中介机构的成本、合规成本等因素进行

综合考量。

2.3 此外，依照开曼《共同基金法》(Mutual Funds Law (2015 Revision))，投资人

投资开放式基金的金额最少为十万美金。虽然开曼私募基金的合格投资者门槛较

国内而言更低，但无投资门槛的封闭式基金显然可以吸引更多的小额投资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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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设立类型对

比

封闭式基金 开放式基金

是否需要登记 无需登记 需依《共同基金法》的规定将基金的

发行备忘录（offering memorandu

m）到开曼金融管理局 CIMA 做备案

是否可随时赎回 投资人只能在锁

定期后一起退出

或者经过基金管

理人的同意退出

可随时赎回而无需基金管理人的同

意

是否需要管理人 否 需为基金委任基金行政管理人

投资门槛 无 10 万美金

2.4 除了基金类型的选择，投资人还必须明确一个基本概念，即 Token Fund 不同

于 Foundation（基金会），后者是代币发行的运行主体，即发行方，而非投资方。

很多人都混淆了这两个概念，市场上也有机构称自己是在新加坡设立的 Token 

Fund。根据的我们理解，在任何一个司法区域设立基金都有可能，但设立 Token 

Fund 则需要慎重考虑。具体考虑因素比如，是否存在实质障碍（如中国禁止该

类投资）；该司法区域对基金的税收有无相应豁免（如开曼法下的税收政策）；

当地银行根据相关法律是否能提供开户、清算等服务；该司法区域之下是否存在

为 Token Fund 提供整体方案的律所、行政管理人、会计事务所等所有必要的中

介机构。

三、基金账户的开立

基金的合规运行不止简单的设立法律架构，还涉及到实际运营问题，比如基金账

户的开立。

作为国际三大金融中心之一的香港因资金流动自由，向来是国内投资者开设离岸

账户的首选。为防止银行系统被国际犯罪或洗钱集团利用，从 2016 年下半年开

始，香港各大银行开始更加严格的执行 KYC（Know your customer）和 AML（anti 

money laundering）程序，并且持续收紧离岸账户的开设。根据我们的实践，目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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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的绝大部分的银行都拒绝为 Token Fund 的开户，甚至是隔绝任何可能与

Token 关联起来的银行业务。市场上，仅有少部分离岸银行接受 Token Fund 开

立资金账户。

四、基金募集：合规性问题

4.1 目前，有诸多自称 Token Fund 的机构通过在线智能合约的方式进行募集和分

配。但大部分该类型机构都有如下风险：第一，没有合法的法律实体；第二，即

便有合法的法律实体，该法律实体并不是该司法区域之下的私募基金；第三，在

线募集有可能构成相关司法区域之下的公开募集行为，而这是各国普遍进行严格

管控的行为，并需要具备一定的资质要求。

4.2 根据我们与开曼律师的讨论，开曼的基金法并不禁止以除法定货币以外的货

币进行出资。因此我们理解，以虚拟货币出资应是一种值得探讨的新型出资模式，

但需考虑诸多实践问题，比如基金核算。

五、基金运作：与传统投资相区别

5.1 首先，对于 Token 投资来说，其具备高度的技术性和专业性，即便是成熟的

投资机构，对于 Token 投资也可能并不在行。出于基金管理人的信义义务，基金

应该由具备相关行业经历和管理能力的机构进行管理。因此，将传统基金管理人

的相关规定简单适用于 Token 投资是很严重的混淆和错误。我们建议投资机构

设立专门的 Token 投资团队来运行相关业务。

5.2 其次，投资人参与代币发行与在二级市场进行 Token 投资也不可同日而语，

应配置不同的投资策略和团队，分别对这两种不同的业务进行管理。

5.3 传统上，大多数亚洲基金都会选择在开曼设立 GP 和基金，在香港设立基金

行政管理人对基金进行管理，但在Token Fund的领域则需要重新考虑这一模式。

原因是据我们所知，目前位于香港的大部分基金行政管理人都暂无能力和经验为

Token Fund 提供行政管理服务。但仍有个别基金行政管理人于早期即进行了对

区块链行业的探索并具备了运作 Token Fund 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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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

区块链行业热度持续攀升，各投资机构也纷纷进场开始寻求具备高潜力的投资标

的。但是，对于区块链行业的投资具备高度的专业化和技术性，不宜简单适用目

前现有的规定。目前在开曼能够为 Token Fund 的设立提供法律服务的律师事务

所屈指可数，根据我们的了解，仅有个别律所的个别合伙人具备这一能力。Token 

Fund 作为一种有别于传统基金的新型模式，其各方面问题都需要我们在实践中

积累经验。在未来，Token Fund 的设立更需要中国律师和开曼律师通力合作，一

齐探索，植德律师事务所区块链团队也将持续对此进行研究和实践并及时与各位

同仁进行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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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十：交易所开在哪？——热门数字货币交易所设立地概

览

作者：王伟 董芊

2018 年伊始，各国纷纷对区块链和数字货币展开怀抱，积极探索立法和监管进

程，法规层出不穷。作为数字货币交易的重要角色之一，交易所也受到了各国的

关注和青睐。伴随着各大交易所“出海”或设立分支机构的需求，设立地的选择成

为其首先要解决的重大问题。基于此，植德律师事务所区块链团队在观察和研究

的基础上总结了较受关注的几大设立地的监管现状，供各位业界同仁了解和思考。

一、塞舌尔

1.1 主管部门

The Central Bank of Seychelles 以及The Department of Information Communications 

andTechnology (DIC)

1.2 监管现状

目前在塞舌尔设立数字货币交易所可能涉及的三种牌照有 dealer’s license for 

Seychelles、financial adviser’s license in Seychelles、broker’s license。值得注意的

是，这三种牌照并非专为数字货币业务而设，而是塞舌尔现有金融监管体系内的

牌照。另外，如果注册为塞舌尔的 international business company（IBC），交易

所可享受免税优惠，但从事数字货币交易业务仍需满足一定的合规要求。

根据我们的查询，目前明确表示注册在塞舌尔的交易所有 Bitmex、火币、Rich 

core。

二、卢森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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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主管部门

Commission de Surveillance du Secteur Financier(CSSF)

2.2 监管现状

根据我们的研究，与塞舌尔类似，卢森堡也采用现行的金融监管方式对数字货币

相关业务进行规制而非单独设立针对数字货币交易所的牌照，在卢森堡，数字货

币交易所可以注册为 payment institutions 或 electronic money institution。此外，

已有消息称卢森堡当地的保险公司正在探索数字货币相关的新业务和新产品，可

为交易所的数字资产承保。

根据我们的查询，目前明确表示注册在卢森堡的交易所有 Bitflyer、Bitstamp。鉴

于卢森堡为欧盟国家，我们理解，注册在卢森堡的实体同样需满足欧盟的相关规

定。

三、马耳他

3.1 主管部门

Malta Digital Innovation Authority

3.2 监管现状

目前，马耳他尚无明确的牌照要求，但其相关规则的制定进程正在进行中，预计

未来会公布正式的法案及注册要求，总体来说，马耳他对于区块链及数字货币的

态度是开放的。根据目前马耳他公布的有关数字货币的立法计划，其将通过 VC 

Bill 来规制交易所、数字钱包服务供应商等相关业务。除此之外，由于马耳他传

统金融监管部门与 Malta Digital Innovation Authority 并行，ICO 及交易所等相关

服务需要通过“Financial Instrument Test”，以决定到底归属传统金融监管部门监

管还是由 Malta Digital Innovation Authority 进行规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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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报道，Okex 拟迁至马耳他。鉴于马耳他为欧盟国家，我们理解，注册在马耳

他的实体同样需满足欧盟的相关规定。

值得注意的是，马耳他的“加密经济”法规：Virtual Financial Aseet Act（“VFAA”）

于 2018 年 11 月 1 日正式生效。有关该法规的具体分析可参见我们的文章《马耳

他<虚拟金融资产法案>11 月 1 日生效》

四、慕大群岛

4.1 主管部门

The Bermuda Monetary Authority (BMA)

4.2 监管现状

根据我们的研究，目前百慕大针对数字货币交易所尚无明确的牌照要求。2018 年

4 月 12 日，BMA 发布了 Virtual Currency Business Act 2018（VCBA）草案，表

示针对数字货币业务将采取分级牌照模式，即将牌照分为 F 类和 M 类。其中，

M 类为过渡期使用，有时间限制，达到期限必须更换为 F 类或者停止业务经营。

除此之外，在百慕大开展数字货币业务的公司还应满足VCBA的其他合规要求。

如申请成为百慕大的 The Bermuda Exempted Company，百慕大政府将不会对公

司所涉的利润、收入或股息征税，也不征收任何资本增值税。但考虑到交易所的

高利润性，我们不能排除当地政府针对交易所出台特殊的税收政策或相关规定的

可能。

根据我们的查询，币安拟迁至百慕大并与百慕大政府签订了 memorandum of 

understanding (MOU)，为与 FinTech 和区块链初创公司有关的教育项目提供了高

达 1500 万美元的资金。

五、直布罗陀

5.1 主管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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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ibraltar Financial Services Commission(GFSC)

5.2 监管现状

根据 Financial Services(Distributed Ledger Technology Providers) Regulations 2017，

数字货币交易所需要注册并取得 Distributed Ledger Technology Provider License

（分布式技术供应商许可）才能开展业务经营，申请该许可需要满足一系列的最

低要求。如交易所拟设立在直布罗陀，可考虑注册成为直布罗陀的 Gibraltar Non-

Resident Company，直布罗陀政府对其将只征收所得税。但考虑到数字货币交易

所的高利润性，我们不能排除当地政府针对交易所会出台特殊的税收政策或相关

规定的可能。

六、瑞士

6.1 主管部门

Swiss Financial Market Supervisory Authority (FINMA)

6.2 监管现状

目前瑞士暂无针对交易所业务的明确牌照，但数字货币的交易需要满足 Swiss 

Anti-Money Laundering Act（瑞士反洗钱法案）的相关要求。未来，瑞士拟专门

设立 Fintech-bank 的牌照。瑞士公司的纳税要求较高，通常为 12%到 18%，但是

如果注册在 Crypto Valley（加密谷），则可享受一定的优惠。除此之外，瑞士已

有数字货币银行和数字货币资产管理公司，配套机构较为完全。

七、泰国

7.1 主管部门

The Securities and Exchange Commission, Thailand（SEC）

Minister of Fin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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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 监管现状

泰国于六月颁布了“the Royal Decree on the Digital Asset BusinessesB.E. 2561”，正

式通过法案的形式开始了对数字货币业务的监管。根据此法案，数字货币业务交

易的经营者被分为 digital asset exchange、digital asset broker、digitalasset dealer ，

三类经营者都需要满足 Minister of Finance 和 SEC 的双重要求，包括但不限于 IT

技术要求、KYC、AML 等。

八、柬埔寨

8.1 监管现状

柬埔寨目前暂无明确法规支持数字货币相关业务，但实践中已有本地公司开设了

数字货币交易所，如 LOCKCOIN。目前，柬埔寨于金银湾设立了国际数字经济

特区，交易环境较为宽松，但具体优惠条件等措施仍处于不确定状态。

在交易所运营中，设立地选择是首要的考虑重点，随着各国对区块链和数字货币

交易业务的逐渐开放，越来越多的国家出台了配套的政策利好，包括但不限于资

质许可、税收标准等。但是，考虑到区块链和数字货币交易业务的特殊性，交易

所也要遵守设立地严格的合规要求。总的来说，交易所的设立需要多方律师通力

合作，对设立成本、合规成本等诸多方面做详细评估。此外，更为重要的是交易

所作为跨司法区域的全球业务经营者，必须考虑到各个司法区域的监管与合规问

题。我们也将不断探索和总结研究成果及实践经验，为业内同仁带来有价值的参

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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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十一：从中国首例区块链存证判决看区块链对中国商业

的巨大影响

作者：王伟 周泱

据新华社消息，6 月 28 日杭州互联网法院对一起侵害作品信息网络传播权纠纷

案进行了公开宣判，法院支持了原告采用区块链作为存证方式并认定了对应的侵

权事实。这是中国法院首次对采用区块链技术存证的电子数据的法律效力予以确

认。

本案特别之处在于，原告向法院举证存在侵权行为时并没有采用传统的公证机关

模式进行公证保全，而是使用到了区块链存证技术，即区块链可信电子凭证服务

平台将侵权事实“上链”进行保全。

一、案情简介

原告杭州华泰一媒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下称“华泰一媒”）发现被告深圳市道同科

技发展有限公司（下称“道同公司”）未经授权在网站上转载了其作品，侵害了其

信息网络传播权，起诉到杭州互联网法院。

二、法律分析

根据网上公开查询到的判决书节选，我们对杭州互联网法院的判决进行如下归纳：

由于华泰一媒通过第三方存证平台对道同公司的侵权网页予以取证，并试图通过

区块链储存电子数据的方式证明电子数据的完整性及未被篡改。因此，要认定侵

权行为确系发生，需就华泰一媒公司该种固证、存证的方式是否符合电子数据的

相关规定及该证据证明力的大小进行认定。

首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子签名法》（主席令第 24 号，2015 年 4 月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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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第八条规定，审查数据电文作为证据的真实性，应当考虑以下因素： (一)生

成、储存或者传递数据电文方法的可靠性；(二)保持内容完整性方法的可靠；(三)

用以鉴别发件人方法的可靠性； (四)其他相关因素的规定。

据此，杭州互联网法院从 1）存证平合的资质审查；2）侵权网页取证的技术手段

可信度审查和 3）区块链电子证据保存完整性审查这三个方面，对案涉电子证据

的效力进行了认定。

在关于区块链电子证据保存完整性的审查这部分，法院首先肯定了区块链技术的

难以篡改、删除的特点。在确认诉争电子数据已保存至区块链后，区块链技术作

为一种保持内容完整性的方法具有可靠性。接下来，为确认电子数据确已上传至

区块链，法院将从电子数据是否真实上传和上传的电子数据是否系诉争的电子数

据两方面进行审查。法院先后通过对比特币区块链中存储区块节点中的内容、

FACTOM 内容、保全网中下载的网页截图、源代码和调用信息打包压缩文件内

容进行 hash 值计算，确认这几个 hash 值一致，从而判断保全网已将涉案电子数

据上传至 FACTOM 区块链和比特币区块链中，且从上链至今保存完整、未作修

改。

综上，法院认为，对于采用区块链等技术手段进行存证固定的电子数据，应秉承

开放、中立的态度进行个案分析认定。既不能因为区块链等技术本身属于当前新

型复杂技术手段而排斥或者提高其认定标准，也不能因该技术具有难以篡改、删

除的特点而降低认定标准，而应根据电子数据的相关法律规定综合判断其证据效

力；其中应重点审核电子数据来源和内容的完整性、技术手段的安全性、方法的

可靠性、形成的合法性，以及与其他证据相互印证的关联度，并由此认定证据效

力。

本案中，第三方存证平台的运营公司为独立于当事人的民事主体，平台网站合法

合规运营，并通过可信度较高的谷歌开源程序进行固定侵权作品等电子数据，且

该技术手段对目标网页进行抓取而形成的网页截图、源码信息、调用日志能相互

印证，可清晰反映数据的来源、生成及传递路径，应当认定由此生成的电子数据

具有可靠性。同时，该网站采用符合相关标准的区块链技术对上述电子数据进行

了存证固定，确保子数据的完整性。故上述电子数据可以作为本案认定侵权的依

据，即本院确认道同公司运营的“第一女性时尚网”上发布了涉案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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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区块链技术对中国商业的巨大影响

区块链技术固有的防篡改性、价值传输性，对于中国商业将会产生巨大的影响。

特别是在区块链存证判决首案之后，我们预计中国大陆会有更多的法院认可区块

链技术的证据效力。

此外，区块链技术还将在如下场景中发挥巨大作用：

3.1  大数据领域

数据卖方的痛点在于卖出的数据可能被无限次转卖、市场价值不断损减；数据买

方的痛点在于卖方有可能提供造假的数据，根据真实数据扩充伪造数据量。买卖

双方共同的痛点在于目前中国和欧盟、美国等各国加大了对个人信息的保护，如

果没有进行合规的数据采集和交易，可能导致严重的违规甚至违法责任。

区块链技术可以做到什么：

1）数据权属、流转、授权追溯：将数据的权属、来源、流向、使用以及授权等

信息均写入区块链，可以完成数据权属以及流转溯源问题。

2）数据真实可验：对于特定数据，验证者可以利用写入区块链的 hash 值对其原

始数据进行验证，保证数据真实非被篡改。

3.2  知识产权（商标领域/专利领域/版权领域）

知识产权的痛点是：登记确权流程繁琐，以及现有的版权保护没有严格可信的可

追溯性，调查取证手段匮乏。文首提到的案例即为区块链技术在知识产权领域里

的应用。

区块链技术可以做到什么：

1）维权取证：将网络侵权页面进行实时抓取，无需第三方介入便可及时固定侵

权证据，防止侵权方事后删除证据；

2）在线确权：利用区块链技术下的时间戳与数据唯一性特点，明确知识产权的

权利归属，并第一时间实现线上证据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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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产权流转溯源：将涉及版权申请、使用和交易环节中所有痕迹记录至区块链，

区块链的证据连贯性使得所有人可以查看并追溯它们的全过程。

3.3  公益事业

公益事业的痛点在于：受助项目审核把关不严、信息不对称。具体而言，逐一核

实个人受捐助方信息将会耗费大量物力财力，善款无法监管、资金募集和流向的

不透明、征信缺位。将区块链技术应用于公益事业，在解决公益透明性问题有着

天然优势。目前，区块链技术已经在支付宝蚂蚁森林、光大银行母亲水窖等大型

公益项目中先行试点落地应用。

区块链技术可以做到什么：

1）项目信息管理：记录所有交易信息并确保无法篡改，实现捐款信息的公开、

捐款费用的可追溯、账务信息的完整真实。

2）隐私保护：利用不同加密算法的有效组合对敏感数据加密脱敏，在满足捐助

人隐私保护的前提下，有条件地进行公开公示，便于社会监督。

四、结语

早在 2018 年 2 月，广州仲裁委已经基于“仲裁链”出具了业内首个裁决书。这份

首例基于“仲裁链”作出的裁决书内容显示，“证据 4 为借款发放时形成的系统数

据，经合法存证，未被篡改”。此外，杭州互联网法院上线全国首个电子证据平

台，这也是法院系统在证据、举证及存证领域内最前沿的探索。有了区块链技术

赋能，法律纠纷判定效率更高，并且正义更能得到保障。

区块链存证只是区块链技术落地的第一个应用，我们可以预计，随着技术的演进，

区块链将在商业模式和法律风险控制方面对中国商业产生巨大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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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十二：监管进行时——解读五部门《关于防范以“虚拟货

币”“区块链”名义进行非法集资的风险提示》

作者：王伟 董芊

2018 年 8 月 24 日，银保监会、中央网信办、公安部、人民银行、市场监管总局

共同发布了《关于防范以“虚拟货币”“区块链”名义进行非法集资的风险提示》（下

称“风险提示”），提醒广大公众警惕不法分子打着“金融创新”“区块链”的旗号，

通过发行所谓“虚拟货币”“虚拟资产”“数字资产”等方式吸收资金，侵害公众合法

权益，其中对于“假借区块链名义，行非法目的之实”的行为做了诸多警示。

北京植德律师事务所区块链团队在详细研读该风险提示的基础上及时发布最新、

最专业的解读，供各位业内同仁参考。

一、网络化、跨境化明显

1.1 风险提示中指出，“如今一些不法分子通过租用境外服务器搭建网站，实质面

向境内居民开展活动，依托互联网、聊天工具进行交易，利用网上支付工具收支

资金……更有一些个人在聊天工具群组中声称获得了境外优质区块链项目投资

额度，可以代为投资，极可能是诈骗活动。”

1.2 自《关于防范代币发行融资风险的公告》（2017 年 9 月 4 日，下称“94 公告”）

以来，代币发行融资活动及代币融资交易平台均已在中国被明确禁止，大量发行

方及交易平台转战境外。而监管部门也注意到了这一趋势，并在风险提示的开篇

即予以明确警告。风险提示中明确指出对于声称获得了境外优质区块链项目投资

额度并可代为投资的行为，极可能是诈骗活动。该观点延续了 94 公告中的意见，

即代币发行融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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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2017.11.04 修订，下称“刑

法”），第五节“金融诈骗罪”中的集资诈骗罪规定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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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百九十二条 【集资诈骗罪】以非法占有为目的，使用诈骗方法非法集资，

数额较大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二万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罚金；

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五万元以

上五十万元以下罚金；数额特别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处十年以上有

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处五万元以上五十万元以下罚金或者没收财产。

1.3 不难理解，即便项目发行主体设立在境外或通过境外服务器进行运行，如项

目实质为“假借区块链之名，行诈骗目的之实”，并向境内居民开展投资宣传活动，

仍将被认为是诈骗活动。因此，区块链行业参与者仍要秉持以实际落地项目和实

际技术应用为先的理念，对中国大陆用户予以隔离，并合理运用所募资金，以避

免被认定为诈骗活动。

1.4 如我们此前在系列文章中反复强调的，任何复杂境外架构的设计都不可能规

避违法行为的刑事司法风险。值得注意的是，五部门中包括了公安部，而在九四

规定的发文机关中并不包含公安部。因此，我们理解这应当是监管层对于区块链

行业加强监管的强烈信号。如果区块链行业乱象不能有实质性的改变，我们预计

监管层会有更加严格的措施出台。因此，无论是区块链公链的开发者、数字资产

交易平台还是其他从业者都必须重新审视自己的业务，确保合法合规。

二、欺骗性、诱惑性、隐蔽性较强

2.1 风险提示指出不法分子“利用热点概念进行炒作，编造名目繁多的“高大上”理

论，有的还利用名人大 V“站台”宣传，以空投“糖果”等为诱惑，宣称“币值只涨不

跌”“投资周期短、收益高、风险低”，具有较强蛊惑性……一些不法分子还以 ICO、

IFO、IEO 等花样翻新的名目发行代币，或打着共享经济的旗号以 IMO 方式进行

虚拟货币炒作，具有较强的隐蔽性和迷惑性。”无独有偶，8 月 17 日北京市朝阳

区金融社会风险防控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下发《关于禁止承办虚拟币推介活动的

通知》，要求各商场、酒店、宾馆、写字楼等地不得承办任何形式的虚拟货币推

介宣讲等活动，导致大量“币圈”媒体紧急封停。

2.2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非法集资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

释（2010 年 12 月 13 日）》（下称“解释”）第八条：“广告经营者、广告发布者

违反国家规定，利用广告为非法集资活动相关的商品或者服务作虚假宣传，具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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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列情形之一的，依照刑法第二百二十二条的规定，以虚假广告罪定罪处罚：（一）

违法所得数额在 10 万元以上的；（二）造成严重危害后果或者恶劣社会影响的；

（三）二年内利用广告作虚假宣传，受过行政处罚二次以上的；（四）其他情节

严重的情形。明知他人从事欺诈发行股票、债券，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擅自发行

股票、债券，集资诈骗或者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等集资犯罪活动，为其提供广告

等宣传的，以相关犯罪的共犯论处。”

2.3 由此可见，不法分子如在中国境内进行大肆的虚假宣传，同样将为监管部门

所不允，如果广告经营者、广告发布者为非法集资活动作虚假宣传，也有可能被

视为共犯或以虚假广告罪被追究责任。除代币发行融资活动之外，以“挖矿、交

易、糖果”等方式变相在境内进行代币融资也被禁止。因此，区块链行业参与者

不应在境内进行花样的虚假性宣传，或借各种“大会”形式推荐区块链项目或向投

资者作出收益类承诺以引诱境内投资者投资。而所谓“名人大 V”也应停止为虚假

的区块链项目“站台”，从而防止承担连带责任。对于“行业媒体”来说，也应避免

在文章中推荐项目或作出具体的投资建议，以防在监管趋严的情况下被有关部门

追究责任。

三、存在多种违法风险

3.1 风险提示指出，“不法分子通过公开宣传，以“静态收益”（炒币升值获利）和

“动态收益”（发展下线获利）为诱饵……并利诱投资人发展人员加入，不断扩充

资金池，具有非法集资、传销、诈骗等违法行为特征。”

3.2 风险提示中再次对 94 公告中提出的代币融资可能涉嫌的五种犯罪活动进行

了重申，除上文提及的集资诈骗罪之外，非法集资活动还包括非法吸收公众存款

罪，另外，如不法分子宣传“动态收益（发展下线获利）”，则还会构成传销。关

于非法吸收公众存款和传销的法律法规如下：

3.2.1 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刑法》第一百七十六条）

3.2.1.1 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或者变相吸收公众存款，扰乱金融秩序的，处三年以下

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二万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罚金；数额巨大或者

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五万元以上五十万元以

下罚金。单位犯前款罪的，对单位判处罚金，并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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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接责任人员，依照前款的规定处罚。

3.2.1.2 根据《解释》，非法吸收公众存款和集资诈骗的区分主要在于集资诈骗需

具备“非法占有目的”，即以下八种情形：“（一）集资后不用于生产经营活动或者

用于生产经营活动与筹集资金规模明显不成比例，致使集资款不能返还的；（二）

肆意挥霍集资款，致使集资款不能返还的；（三）携带集资款逃匿的；（四）将

集资款用于违法犯罪活动的；（五）抽逃、转移资金、隐匿财产，逃避返还资金

的；（六）隐匿、销毁账目，或者搞假破产、假倒闭，逃避返还资金的；（七）

拒不交代资金去向，逃避返还资金的；（八）其他。”

3.2.2 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刑法》第二百二十四条）

3.2.2.1 组织、领导以推销商品、提供服务等经营活动为名，要求参加者以缴纳费

用或者购买商品、服务等方式获得加入资格，并按照一定顺序组成层级，直接或

者间接以发展人员的数量作为计酬或者返利依据，引诱、胁迫参加者继续发展他

人参加，骗取财物，扰乱经济社会秩序的传销活动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

拘役，并处罚金；情节严重的，处五年以上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3.2.2.2《禁止传销条例》（2005.11.01，国务院令[2005]第 444 号）第二条，传销

是指“组织者或者经营者发展人员，通过对被发展人员以其直接或者间接发展的

人员数量或者销售业绩为依据计算和给付报酬，或者要求被发展人员以交纳一定

费用为条件取得加入资格等方式牟取非法利益，扰乱经济秩序，影响社会稳定的

行为”。

3.3 因此，如不法分子在中国境内公开宣传虚假区块链项目或采用拉人头、返利

等模式招揽投资人，还可能构成非法集资、传销、诈骗等行为。对于该等违法犯

罪活动的详细分析可参考我们之前的文章《币圈如何应对代币涉嫌网络传销的风

险》、《代币发行融资法律风险之全角度解析》。

中国境内对于区块链行业的监管口径持续收紧，打击力度日趋加强。区块链行业

前期野蛮生长的遗留问题已经充分暴露并引起监管部门的持续警告和打击，但我

们相信，清理违规后果的同时也将有利于该行业的健康发展，并回归区块链技术

的应用本质。

因此，我们建议区块链行业参与者进一步加强全球合规意识，在实际落地项目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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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技术应用的基础之上合规运作，通过 KYC、AML 等手段加强对投资者的筛

选并通过数字资产基金（token fund）等合规方式进行资金募集和投资。我们也将

继续关注区块链行业的新动态并与广大业内同仁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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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十三：为什么你必须了解纽约金融服务局批准发行的

GUSD？

作者：王伟 董芊

2018 年 9 月 10 日，纽约金融服务局（Department of Financial Services，NYDFS）

批准了两种与美元 1:1 锚定的 Token，即 Gemini Dollar（GUSD）和 Paxos Standard

（PAX）。这一举动使得 GUSD[1]和 PAX 成为第一批真正具备稳定币性质的数

字资产，这不仅引起了区块链行业的震动，更得到了金融乃至经济、政治学界对

于美元或数字资产未来发展的关注与思考。

有鉴于此，植德律师事务所区块链团队以 GUSD 为例对“稳定币”相关的法律问

题作出简要分析，并简单总结如下。

一、监管与加密的双重信任

1.1 根据 GUSD 白皮书的公开信息，GUSD 由一家纽约州的信托公司——Gemini 

Trust Company，LLC（以下简称“Gemini Trust”）发行，并得到了 NYDFS 的批

准。用户可在 Gemini 交易所存入一定数量的美元，以美元存量为基准提取 GUSD

进行交易，当客户把 GUSD 存回账户时，该等 GUSD 即被“销毁”，而换成等额

的美元计入账户。

1.2 GUSD 以 ERC20 技术为基础而创建，可在以太坊网络上记录和交易，并通过

三重智能合约（即“Proxy”、“lmpl”和“Store”）完成包含代币发行、合约升级、合

约托管在内的一系列活动。

1.3 除此之外，Gemini 交易所吸收的美元以银行为依托，并可为客户提供“FDIC 

‘pass-through’deposit insurance”（一种美国联邦存款保险公司针对储蓄用户提供

的保险）。根据官网的描述，Gemini Trust 还聘请了第三方审计机构并将每月公

布审计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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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德观点

在 GUSD 的发行过程中，有三个因素将促使其被公众广泛信任：

第一，与美元 1:1 锚定。Token 本身所具备的剧烈价格浮动使其很难突破 utility

或 security 的范围而成为稳定的 currency。但通过与美元——全球广泛接

受和流通的法币进行锚定，GUSD 将具备“一般等价物”的性质，从而成为

数字资产交易媒介的优先选择。

第二，由监管机构背书。同样与法币锚定的 Token 还有大家熟知的 USDT。相比

于广受质疑的 USDT，GUSD 获得了 NYDFS 的批准，并通过银行、保险、

审计等第三方服务机构不断增信。

第三，由区块链技术加密。基于 ERC20 技术开发的 GUSD 具备透明公平和不可

篡改性，可通过以太坊网络迅速实现交易并进行数据记录。

综上所述，“稳定币”的发行需要锚定特定种类的法币，并通过监管机构的背书实

现中心化发行（这也是货币发行的应有之义），选取合适的第三方存管或审计机

构也能够保证其运营和保管的稳定性。但最重要的是，“稳定币”发行数量需要与

存量法币挂钩，不可超发虚发。

二、严格适用 KYC、AML 规则

2.1 在 Gemini Trust 的官网中，其声称遵守 NYDFS 发布的有关资本保管、网络

安全、银行合规等在内的一系列标准和要求，并适用 New York Banking Law 来

运行其业务。

植德观点

不难理解，Gemini 作为吸收存款发行 GUSD 的平台，须遵守 NYDFS 监管框架

下的一系列具体要求，包括但不限于：KYC、AML、网络或系统安全等方面的内

容。作为受批准的“稳定币”，其与用户存款直接挂钩，Gemini 交易所作为业务平

台承担着与银行类似的功能，Gemini 交易所将面临的合规要求也将比一般交易

所更高、更严格。除此之外，我们不排除 Gemini 交易所或 Gemini Trust 将追踪

用户资金链并将可疑信息报告给监管部门的可能性，可见，监管部门的背书所带

来的影响其实是多角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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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区块链行业中，监管真空和灰色地带普遍存在，不少行业参与者不惜主动寻求

监管或豁免以获得在特定司法区域之下的合规性，这也意味着其将要遵守所适用

的监管部门的全部合规要求。因此，对于区块链行业参与者来说，正当性与合规

性是相伴而生的。

三、局部监管与全球应用

3.1 GUSD 的发行获得了 NYDFS 的批准，NYDFS 是美国金融监管部门中少数的

“区块链先行者”之一，以其设立的“Bitlicense”牌照而为区块链行业从业者所熟知。

NYDFS 的监管范围包括金融产品及服务、保险、银行业务等领域，以防范金融

危机和保护消费者不受欺诈为己任。

3.2 尽管 GUSD 的发行获得了 NYDFS 的批准，但我们仍要注意：在区块链行业，

Token 的流通性是全球性的，各别国家或地区的批准和认可不足以屏蔽其在全球

流通中的风险。Token 的流动遍布全世界的各个角落，GUSD 作为交易和结算手

段是否能够同样获得更大范围的认可仍然是未知数。

植德分析

从近期来看，GUSD 从“稳定币”走向“数字法币”仍道阻且长；从远期来看，其在

跨国交易中所可能产生的外汇、税务等一系列问题也不容小觑。通过 GUSD 的

流通，美元可能再一次实现在数字新经济领域的渗透，并挑战全球大多数国家的

传统金融监管体系。在区块链行业中，局部监管与全球应用是所有参与者都需面

对的矛盾和悖论，必须秉承全球合规的意识和主动适用监管要求的愿望才可保持

其业务的稳定和存续。

我们认为，鉴于 GUSD 与美元的锚定状态，中国居民直接持有 GUSD 的后果将

可能等同于直接持有美元，那么须受到外汇方面的相应监管。此外，任何机构在

中国境内从事关于 GUSD 的兑换、抵押、借贷等业务均应受限。

GUSD 和 PAX 的发行为沉寂的熊市带来了不小的波澜，也为区块链行业参与者

提供了新的话题，甚至引起了学界对于此举动的政治意义的分析。从法律实务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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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我们仍然认为“稳定币”的发行是复杂而困难的，对于发行方的技术要求和合

规要求都高于一般 Token 的适用标准。反观国内，人民币在流通领域的主导地位

仍是不可突破的底线，即便是企业常用的“互联网积分”也不可与人民币进行锚定

和双向兑换。尽管“稳定币”的发行在我国不具备操作和移植的可能性，但如果将

其视为一定范围内可以使用的数字资产，那么对于区块链行业的发展仍然是有参

考意义的。譬如互联网企业发行可兑换服务的积分应与其实际拥有的资产和负债

对应，应积极挖掘第三方服务机构以更好的保障用户隐私和资产安全等。我们可

以肯定的是，在全球范围内，区块链行业的监管框架是逐步明晰的，行业参与者

也应做好合规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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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值得关注的是，GUSD背后是美国加密货币交易所Gemini的创始人 Winklevoss 兄弟。

卡梅隆(Cameron Winklevoss)和泰勒·文克莱沃斯(Tyler Winklevoss)毕业于哈佛大学。两兄

弟曾指责并起诉他们的前校友、Facebook CEO马克·扎克伯格(Mark Zuckerberg)，称后者窃

取了他们的创意。2010年热映的影片《社交网络》详细描述了双方的争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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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十四：互金反洗钱新规对区块链行业的影响

作者：王伟 周泱

近日，为规范互联网金融从业机构反洗钱和反恐怖融资工作，中国人民银行、中

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制定了《互联网金融从业

机构反洗钱和反恐怖融资管理办法(试行)》(下称“《管理办法》”)，《管理办法》

将于 2019 年 1 月 1 日开始生效。

北京植德律师事务所区块链团队在详细研读《管理办法》的基础上及时发布最新、

最专业的解读，供各位业内同仁参考。

一、具有反洗钱和反恐怖融资义务的主体

《中华人民共和国反洗钱法（2006）》（主席令第 56 号，现行有效）（下称“《反

洗钱法》”）第三条，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设立的金融机构和按照规定应当履

行反洗钱义务的特定非金融机构，应当……履行反洗钱义务。

第三十五条，应当履行反洗钱义务的特定非金融机构的范围、其履行反洗钱义务

和对其监督管理的具体办法，由国务院反洗钱行政主管部门会同国务院有关部门

制定。

《管理办法》第二条，本办法适用于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经有权部门批准或者

备案设立的，依法经营互联网金融业务的机构（以下简称从业机构）。互联网金

融是利用互联网技术和信息通信技术实现资金融通、支付、投资及信息中介服务

的新型金融业务模式。

植德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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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上述法条，本次《管理办法》是依据《反洗钱法》十五条规定，对应当履行

反洗钱义务的特定非金融机构的范围、义务和具体管理办法做出的细化规定。

《管理办法》的适用主体要具备两个条件：1.在中国境内经有权部门批准或备案

设立；2.经营互联网金融业务。常见的互联网金融企业如从事网络支付、P2P、股

权众筹融资、互联网基金销售、互联网保险、互联网信托和互联网消费金融等业

务的机构，自然成为《管理办法》下反洗钱和反恐怖融资的义务主体。

根据我们的观察，除了上述传统的互联网金融机构，目前市场上有相当一部分机

构通过区块链技术从事着数字货币的跨境支付、投资、资产交易平台和信息中介

的金融业务，除其交易客体不是法币外，这类业务与《管理办法》中互联网金融

的定义并无二致。只是由于国内数字货币领域的监管体系尚待完善，此类机构现

无明确义务需要中国境内经批准或备案设立，但我们不能简单地因此判断这类机

构获得了《管理办法》下反洗钱和反恐怖融资义务的豁免，而应意识到随着加密

货币领域逐渐沦为洗钱重灾区，这类区块链公司（下称“特定区块链公司”）更应

当着手依据《管理办法》树立自己的内部合规体系。

此外，由于特定区块链公司的交易普遍具有跨国性，这些机构还应当考虑来自各

个司法区域的反洗钱和反恐怖融资的合规义务，我们已经就此展开了深入研究。

由于篇幅问题，不在本文中展开讨论，我们将于近期后续发布详细的全球反洗钱

合规现状文章。

二、健全反洗钱和反恐怖融资内部控制机制

《管理办法》第六条，金融机构、非银行支付机构以外的其他从业机构应当通过

网络监测平台进行反洗钱和反恐怖融资履职登记。

第七条，……从业机构应当建立统一的反洗钱和反恐怖融资合规管理政策……应

当按规定方式向中国人民银行及其分支机构、国务院有关金融监督管理机构及其

派出机构报备反洗钱和反恐怖融资内部控制制度。

第八条，从业机构应当明确机构董事、高级管理层及部门管理人员的反洗钱和反

恐怖融资职责。从业机构的负责人应当对反洗钱和反恐怖融资内部控制制度的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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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实施负责。从业机构应当设立专门部门或者指定内设部门牵头负责反洗钱和反

恐怖融资管理工作。

第十条，从业机构应当勤勉尽责，执行客户身份识别制度，遵循“了解你的客户”

原则，针对具有不同洗钱或者恐怖融资风险特征的客户、业务关系或者交易采取

合理措施，了解建立业务关系的目的和意图，了解非自然人客户的受益所有人情

况，了解自然人客户的交易是否为本人操作和交易的实际受益人。

从业机构应当按照法律法规、规章、规范性文件和行业规则，收集必备要素信息，

利用从可靠途径、以可靠方式获取的信息或数据，采取合理措施识别、核验客户

真实身份，确定并适时调整客户风险等级。对于先前获得的客户身份资料存疑的，

应当重新识别客户身份。

从业机构不得为身份不明或者拒绝身份查验的客户提供服务或者与其进行交易，

不得为客户开立匿名账户或者假名账户，不得与明显具有非法目的的客户建立业

务关系。

第二十条，从业机构应当按照法律法规和行业规则规定的保存范围、保存期限、

技术标准，妥善保存开展客户身份识别、交易监测分析、大额交易报告和可疑交

易报告等反洗钱和反恐怖融资工作所产生的信息、数据和资料，确保能够完整重

现每笔交易，确保相关工作可追溯。

植德分析

根据上述法规，从程序上来说，从业机构首先应当在央行设立的互联网金融反洗

钱和反恐怖融资网络监测平台进行履职登记；在本机构内部设立或者指定部门负

责反洗钱和反恐怖融资的管理工作，设立有效的内部控制制度，并按机构业务所

属条线向其监管部门进行备案管理。

从内控制度的内容来说，内控制度至少应当包括如下规则：

（1）有效的 KYC 制度（了解你的客户），包括依据客户提供的及外部可靠途径

获得的信息或数据，识别、核验客户的真实身份；

（2）对不同客户实施分级风险客户管理并适用不同审核频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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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保存执行反洗钱和反恐怖融资义务所产生的信息、数据和资料，确保能够

完整重现每笔交易，确保相关工作可追溯。对特定区块链公司来说，留档信息应

当包括各方的数字钱包地址、IP 地址以及数字货币类型和数量；

此外，值得注意的是，《管理办法》为保证机构制定的反洗钱和反恐怖融资内部

控制制度职责边界清晰、具备可执行性和可追责性，要求机构明确其董事、高管

及反洗钱部门管理人员对反洗钱和反恐怖融资的具体职责，机构的负责人还应当

对反洗钱和反恐怖融资内部控制制度的有效实施负责。根据《管理办法》第二十

一条，央行及其分支机构有权对从业机构进行反洗钱和反恐怖融资的现场检查、

非现场监管和反洗钱调查，我们推测，该等检查重点之一即为机构内控制度的设

立是否符合上述要求并在机构内部得到切实有效的执行。

三、大额交易和可疑交易报告制度

《管理办法》第十四条，从业机构应当执行大额交易和可疑交易报告制度，制定

报告操作规程，对本机构的大额交易和可疑交易报告工作做出统一要求。金融机

构、非银行支付机构以外的其他从业机构应当由总部或者总部指定的一个机构通

过网络监测平台提交全公司的大额交易和可疑交易报告。

第十五条，从业机构应当建立健全大额交易和可疑交易监测系统，以客户为基本

单位开展资金交易的监测分析，对客户及其所有业务、交易及其过程开展监测和

分析。

第十六条，客户当日单笔或者累计交易人民币 5 万元以上（含 5 万元）、外币等

值 1 万美元以上（含 1 万美元）的现金收支，金融机构、非银行支付机构以外的

从业机构应当在交易发生后的 5 个工作日内提交大额交易报告。

第十七条，从业机构发现或者有合理理由怀疑客户及其行为、客户的资金或者其

他资产、客户的交易或者试图进行的交易与洗钱、恐怖融资等犯罪活动相关的，

不论所涉资金金额或者资产价值大小，应当按本机构可疑交易报告内部操作规程

确认为可疑交易后，及时提交可疑交易报告。

第十九条，从业机构应当对下列恐怖组织和恐怖活动人员名单开展实时监测，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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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理理由怀疑客户或者其交易对手、资金或者其他资产与名单相关的，应当立即

提交可疑交易报告，并依法对相关资金或者其他资产采取冻结措施：（一）中国

政府发布的或者承认执行的恐怖活动组织及恐怖活动人员名单；（二）联合国安

理会决议中所列的恐怖活动组织及恐怖活动人员名单；（三）中国人民银行及国

务院有关金融监督管理机构要求关注的其他涉嫌恐怖活动的组织及人员名单。

植德分析

根据上述法规，从业机构应当建立大额交易和可疑交易检测系统并制定操作规程，

系统触发大额交易和可疑交易标准时，生成并在 5 个工作日内向监管部门发送大

额交易和可疑交易标准。不作为可疑报告的，还应当记录分析排除的合理理由。

目前，大额交易报告标准指当日单笔或者累计交易人民币 5 万元以上（含 5 万

元）、外币等值 1 万美元以上（含 1 万美元）的现金收支；央行可根据需要调整

大额交易报告标准。非银行支付机构提交大额交易报告的标准另行规定。

《管理办法》还列出了从业机构判断可疑交易报告的几个重要名单，分别是中国

政府发布的或者承认执行、联合国安理会决议中所列以及央行及国务院有关金融

监督管理机构要求关注的其他涉嫌恐怖活动的组织及人员名单。根据我们的经验，

我们建议除了上述三个名单外，为避免经济制裁，区块链公司应当将 FATF 

（Financial Action Task Force，目前世界上最具影响力的国际反洗钱和反恐融资

领域最具权威性的国际组织之一）“不合作国家和地区”（NCCTs）黑名单也纳入

禁止交易范围或者判断可疑交易的重点。

我们理解，特定区块链公司在制定大额交易报告标准时可以参照“日单笔或者累

计交易人民币 5 万元以上、外币等值 1 万美元以上”的标准，但由于其目前可能

缺乏直接提交报告的渠道，我们建议公司在此基础上合理设置交易上限额度，即

交易到达该额度后即不支持为该客户提供服务。对于涉及上述涉恐和制裁名单的

客户，可直接拒绝服务此类客户或向公安机关进行举报。

四、未履行反洗钱和反恐怖融资义务之罚则

《管理办法》第二十二条，从业机构违反本办法的，由中国人民银行及其分支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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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国务院有关金融监督管理机构及其派出机构责令限期整改，依法予以处罚。

从业机构违反相关法律、行政法规、规章以及本办法规定，涉嫌犯罪的，移送司

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反洗钱法》第三十一条，金融机构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国务院反洗钱行政主

管部门或者其授权的设区的市一级以上派出机构责令限期改正；情节严重的，建

议有关金融监督管理机构依法责令金融机构对直接负责的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和

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给予纪律处分：

（一） 未按照规定建立反洗钱内部控制制度的；（二） 未按照规定设立反洗钱

专门机构或者指定内设机构负责反洗钱工作的；（三） 未按照规定对职工进行

反洗钱培训的。

第三十二条，金融机构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国务院反洗钱行政主管部门或者其

授权的设区的市一级以上派出机构责令限期改正；情节严重的，处二十万元以上

五十万元以下罚款，并对直接负责的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

处一万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罚款：

（一） 未按照规定履行客户身份识别义务的；（二） 未按照规定保存客户身份

资料和交易记录的；（三）未按照规定报送大额交易报告或者可疑交易报告的；

（四）与身份不明的客户进行交易或者为客户开立匿名账户、假名账户的；（五）

违反保密规定，泄露有关信息的；（六） 拒绝、阻碍反洗钱检查、调查的；（七）

拒绝提供调查材料或者故意提供虚假材料的。

金融机构有前款行为，致使洗钱后果发生的，处五十万元以上五百万元以下罚款，

并对直接负责的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五万元以上五十万元

以下罚款；情节特别严重的，反洗钱行政主管部门可以建议有关金融监督管理机

构责令停业整顿或者吊销其经营许可证。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2017）》（下称“《刑法》”）第一百九十一条，洗钱罪，

明知是毒品犯罪、黑社会性质的组织犯罪、恐怖活动犯罪、走私犯罪、贪污贿赂

犯罪、破坏金融管理秩序犯罪、金融诈骗犯罪的所得及其产生的收益，为掩饰、

隐瞒其来源和性质，有下列行为之一的，没收实施以上犯罪的所得及其产生的收

益，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洗钱数额百分之五以上百分之

二十以下罚金；情节严重的，处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洗钱数额百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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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五以上百分之二十以下罚金：

（一） 提供资金账户的；

（二） 协助将财产转换为现金、金融票据、有价证券的；

（三） 通过转账或者其他结算方式协助资金转移的；

（四） 协助将资金汇往境外的；

（五） 以其他方法掩饰、隐瞒犯罪所得及其收益的来源和性质的。

植德分析

《管理办法》虽未明确机构违反本法适用的具体罚则，但根据《管理办法》第二

十四条，本办法由中国人民银行会同国务院有关金融监督管理机构负责解释。《反

洗钱法》对违反《反洗钱法》的金融机构适用罚则做出了清晰规定，我们推测，

央行和银保监会、证监会可能会在实际执行《管理办法》的过程中参照适用《反

洗钱法》的罚则。

此外，许多人可能仍然对区块链公司是否具有中国行政法规下的反洗钱和反恐怖

融资义务存在不同看法，但值得区块链公司注意的是，《刑法》中构成洗钱罪并

不以行为主体本身具有行政法下的反洗钱义务为前提，只要构成对七种犯罪“明

知”或“具有可能性认识”并提供资金账户、协助资金转移或汇往境外的，都可能

面临严苛的刑法追责。正是因此，特定区块链公司（尤其是涉及法币业务的区块

链公司）根据其实际业务情况在内部依照《管理办法》建立反洗钱和反恐怖融资

的内控制度也是大有裨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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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十五：《区块链信息服务管理规定（征求意见稿）》最

新解读

作者：王伟 周泱 董芊

10 月 19 日，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发布《区块链信息服务管理规定（征求意见

稿）》（下称“《管理规定（征求意见稿）》”》）公开征求意见的通知。北京植

德律师事务所区块链团队在详细研读《管理规定（征求意见稿）》的基础上及时

发布最新、最专业的解读，供各位业内同仁参考。

一、立法目的

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表示，《管理规定（征求意见稿）》的推出是出于以下几

个目的：

1.规范区块链信息服务活动;

2.促进区块链信息服务健康有序发展;

3.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 

4.维护国家安全和公共利益。

植德观点

本次《管理规定（征求意见稿）》的立法目的在于对通过区块链技术提供的信息

服务进行规制，严格监管通过区块链技术制作和传播法律法规禁止的信息，并对

区块链信息服务的提供者和使用者提出不同程度的要求。技术本身是中立的，但

由于处于监管真空，如有人在区块链上传播侵犯他人合法权益、国家安全的信息，

对于公共和私人利益来说都会构成极大的损害。因此，监管部门将通过备案等方

式将区块链信息服务提供者和使用者纳入监管范围，以便及时通过技术手段处理

不法信息和行为。

二、信息服务者的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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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管理规定（征求意见稿）》第二条，区块链信息服务，是指基于区块链技

术或者系统通过互联网站、应用程序等形式，向社会公众提供信息服务……区块

链信息服务提供者，是指向社会公众提供区块链信息服务的主体或者节点，以及

为区块链信息服务的主体提供技术支持的机构或者组织……区块链信息服务使

用者，是指使用区块链信息服务的机构或者个人。

植德观点

值得注意的是，许多区块链企业为规避来自境内的监管压力，通常选在“境外设

立实体 + 采购境内公司的技术开发服务”的模式。根据《管理规定（征求意见稿）》，

这些为境外区块链信息服务主体提供技术支持服务的公司也可能被认定为受监

管的“信息服务提供者”，应当注意遵守《管理规定（征求意见稿）》的各类合规

要求。

三、合规要求

（1）备案要求

根据《管理规定（征求意见稿）》第四条，区块链信息服务提供者应当在提供服

务之日起十个工作日内通过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区块链信息服务备案管理系

统进行备案，备案信息主要包括服务提供者、服务类别、服务形式、应用领域、

服务器地址等信息。以上信息由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进行公示。服务提供者变

更、注销服务项目、平台网址等事项的，应当在变更、注销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

办理变更、注销手续。

（2）实施年审

根据《管理规定（征求意见稿）》第五条，区块链信息服务实行年度审核，区块

链信息服务提供者应当在每年规定时间履行年度审核手续。

（3）特殊行业前置审核

根据《管理规定（征求意见稿）》第七条，基于区块链从事新闻、出版、教育、

医疗保健、药品和医疗器械等互联网信息服务，依照法律、行政法规以及国家有

关规定须经有关主管部门审核同意的，在履行备案手续前，应当依法经有关主管

部门审核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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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如利用区块链技术进行新闻信息，包括有关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等社

会公共事务的报道、评论，以及有关社会突发事件的报道、评论的主体，应当先

于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取得“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许可”。

（4）禁止发表不当信息

根据《管理规定（征求意见稿）》第九条，区块链信息服务提供者和使用者不得

利用区块链信息服务从事危害国家安全、扰乱社会秩序、侵犯他人合法权益等法

律法规禁止的活动，不得利用区块链信息服务制作、复制、发布、传播法律法规

禁止的信息内容。

（5）实名认证

根据《管理规定（征求意见稿）》第十条，对区块链信息服务使用者进行基于身

份证件号码或者移动电话号码等方式的真实身份信息认证。用户不进行真实身份

信息认证的，区块链信息服务提供者不得为其提供相关服务。

植德观点

近期，监管部门陆续对于媒体、通讯等平台提出了用户实名认证的要求，比如实

时通讯平台微博即完成了实名认证工作。而本《管理规定（征求意见稿）》出台

之后，区块链信息服务提供者也将对其用户开展实名认证工作，以配合未来监管

部门的监管措施。

（6）安全内控制度和技术条件

根据《管理规定（征求意见稿）》第十一至十六条，区块链信息服务提供者应当：

i. 对禁止传播的信息内容的发布、记录、存储、传播具备即时和应急处置能力；

ii. 制定和公开管理规则和平台公约；

iii.  对违反法律法规和服务协议的区块链信息服务使用者，视情采取警示、限制

功能、关闭账号等处置措施，及时消除违法违规信息内容，防止信息扩散，保存

有关记录，并向有关主管部门报告；

iv.记录区块链信息服务使用者发布内容和日志等信息，记录备份应当保存六个月，

并在相关执法部门依法查询时予以提供；

v.开发上线新产品、新应用、新功能的，应当按有关规定报国家和省、自治区、

直辖市互联网信息办公室进行安全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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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德观点

上述要求实际为区块链信息服务提供者对于不当言论危机的处理能力提出了较

高的技术门槛；并要求服务提供者对服务使用者进行事前教育、事后管理；新功

能安全评估可以事前筛查安全风险；信息备案管理可以事后追查不当言论责任主

体；对于监管机构而言，这些条款实属一套完备的“监管组合拳”。

根据公开渠道的信息，已经有头部企业对区块链信息监管要求早早进行了规划。

比如阿里巴巴于 3 月在美国提交允许“行政干预”的区块链专利申请，允许第三方

管理员执行“特殊处理”。该专利拟允许专用管理员账户能够给节点发送所谓的

“特殊处理指令”，进而调动智能合约对特定账户执行相应的操作。

四、罚则

《管理规定（征求意见稿）》第十七至二十一条分别针对以下几种情况进行处罚

规定，我们采用表格形式进行呈现：

法条 违规行为 罚则

第十七条 备案填写的服务提供者、服务类

别、服务形式、应用领域、服务

器地址等信息为虚假信息的；

由国家和省、自治区、直辖市

互联网信息办公室依据职责

责令暂停服务，限期整改；拒

不改正的，注销备案。

第十八条第

一款

区块链信息服务提供者违反本

规定第九条的规定，制作、复制、

发布、传播法律法规和国家有关

规定禁止的信息内容的；

第九条 区块链信息服务提供者

和使用者不得利用区块链信息

服务从事危害国家安全、扰乱社

会秩序、侵犯他人合法权益等法

律法规禁止的活动，不得利用区

块链信息服务制作、复制、发布、

由国家和省、自治区、直辖市

互联网信息办公室依法给予

警告、责令限期改正；情节严

重或者拒不改正的，责令暂停

服务，处五千元以上三万元以

下罚款，直至转由相关部门依

法关闭服务。构成犯罪的，依

法追究刑事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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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播法律法规禁止的信息内容。

第十八条第

二款

区块链信息服务使用者制作、复

制、发布、传播法律法规和国家

有关规定禁止的信息内容的；

由国家和省、自治区、直辖市

互联网信息办公室依照有关

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予以处

置。

第十九条 未在其对外提供服务的互联网

站、应用程序等网络平台显著位

置标明其备案编号的；

由国家和省、自治区、直辖市

互联网信息办公室依据职责

责令限期改正，拒不改正的，

给予警告，并处五千元以上一

万元以下罚款。

第二十条 未在提供服务之日起十个工作

日内通过信息服务备案管理系

统备案的；

责令限期改正，拒不改正或者

情节严重的，给予警告，并处

一万元以上三万元以下罚款。

第二十一条

第一款

提供的区块链信息服务存在信

息安全隐患的；

由国家和省、自治区、直辖市

互联网信息办公室依据职责

责令限期整改、暂停服务，直

至整改后符合法律法规等相

关规定和国家强制性标准相

关要求方可继续提供信息服

务。

第二十一条

第二款

未在变更、注销服务项目、平台

网址等事项五个工作日内起办

理变更、注销手续的；

未落实信息内容安全管理主体

责任，配备与服务规模相适应的

专业人员和技术能力，建立健全

用户注册、信息审核、应急处置、

安全防护等管理制度；

不具备与其服务相适应的技术

条件，对于法律法规和国家有关

规定禁止的信息内容，不具备对

其发布、记录、存储、传播的即

由国家和地方互联网信息办

公室依据职责给予警告、责令

限期改正；情节严重或者拒不

改正的，责令暂停服务，处五

千元以上三万元以下罚款；构

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

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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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和应急处置能力，技术方案不

符合国家相关标准规范。

未制定和公开管理规则和平台

公约，未与区块链信息服务使用

者签订服务协议，明确双方权利

义务，要求其承诺遵守法律法规

和平台公约的；

不配合有关部门依法进行监督

检查，并提供必要的数据支持和

技术协助的，不自觉接受社会监

督，设置便捷的投诉举报入口，

及时处理公众投诉举报的；

开发上线新产品、新应用、新功

能的，未按有关规定报国家和

省、自治区、直辖市互联网信息

办公室进行安全评估的；

第二十一条

第三款

未对区块链信息服务使用者进

行基于身份证件号码或者移动

电话号码等方式的真实身份信

息认证即提供服务的；

未对违反法律法规和服务协议

的区块链信息服务使用者，视情

采取警示、限制功能、关闭账号

等处置措施，及时消除违法违规

信息内容，防止信息扩散，保存

有关记录，并向有关主管部门报

告的；

未将区块链信息服务使用者发

布内容和日志等信息备份保存

六个月，并在相关执法部门依法

查询时予以提供的；

由国家和省、自治区、直辖市

互联网信息办公室依据《中华

人民共和国网络安全法》的规

定予以处理。

从上述罚则可以观察出，在不构成犯罪的前提下，尽管违反《管理规定（征求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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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稿）》的要求最多只面临三万元的罚款，但有多条行为可能导致被主管机关暂

停服务的可能，这应当引起服务提供者的重视。

总体来说，本次《管理规定（征求意见稿）》的出台意味着我国对于区块链信息

服务的“监管时代”的来临。对于各行业参与者来说，要尽快依规进行技术安全、

实名认证等工作，对平台进行清查和优化，并在以后的运营中履行更高的合规要

求，防止不法信息在平台上的传播和记录。未来，如果《管理规定（征求意见稿）》

的正式文本出台，我们也将第一时间向业内同仁分享法律分析和合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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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十六：STO 的合规要点

作者：王伟 周泱

根据媒体报道，2018 年 10 月 12 日，tZERO 完成了 STO，也生成了 tZERO 通

证。tZERO 是最早在以太坊区块链上对优先股进行 STO 的项目之一。此次 STO

操作依据《美国证券法》的 regulation D 506 (c)和 regulation S 条例获得注册登记

豁免，可针对全球公民。tZERO 对其所有投资者进行了 KYC/AML 核实。

区块链世界的创新迭代速度让人目不暇接，紧接着稳定币，Security Token 

Offerings（STO）又为疲软的数字货币熊市带来了新的讨论焦点。有鉴于此，植

德律师事务所区块链团队对 STO 相关的法律问题作出简要分析，并简单总结如

下。

一、什么是 STO

1.1 Security Token 是具有证券属性的代币，与此前的 Utility Token 功能型代币相

对应。代表企业股权、债券、基金或集合投资计划均属于证券型代币（权益型代

币），以房地产、艺术品等真实资产支持的代币也属于证券型代币（资产型代币）。

但由于每个司法区域下对证券的定义不尽相同，因此具体一代币是否是证券型代

币还应当结合当地的证券法规进行判断。如美国就以通过 Howey test 测试来判

断是否构成证券，因此在美国证券的范围比其他国家的证券范围通常更为广泛。

1.2 STO 即是证券化代币发行，是指在确定的监管框架下，按照法律法规的要求，

进行合法合规的代币公开发行。从目前趋势来看，STO 是可替代 ICO 的更具有

公信力的新型融资方式。STO 可简单理解成更安全、更有保障且更有公信力的

ICO，也可理解成效率和流动性更高的 IPO/私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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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STO 兴起的原因

2.1 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SEC）主席 Jay Clayton 在今年 6 月的亚特兰大市政厅

会议中曾这样说：“我们已经非常明确地说明了当你需要发售证券来募集资金时

该遵守哪些规定。就我所知道的大部分 ICO，其实都等同于证券发行。”因此，

为避免受到证券法的严格监管，此前市场上大部分数字货币都称自己是功能性代

币。因此对于其的合规方向是“避免被认定为证券”。要避免被认定成证券和证券

监管机构的监管，意味着代币在发行前应当已具备实际的应用场景，且不应该存

在“分红”等明显具有类股权性质的功能。

2.2 但事实上，许多发行方逐渐发现要挂“功能型代币”的羊头并不简单：首先你

得费尽心思为自己的代币量身打造应用场景；发行方还应当按照白皮书提出的计

划向你的社群汇报项目进展；以及绞尽脑汁设计工作量证明来向用户发放分红。

因此，按照 SEC 主席 Clayton 的指示——“遵守发行证券时的规定”，一些人发现

反而主动接受证券法的监管可能更具有方向性，至少发行证券型代币有迹可循、

有法可依。

三、STO 的合规要点

3.1. 合理利用证券法下的豁免

以美国为例，证券法的主要目标是保护散户投资者。面向散户投资者的产品受到

最严格的保护限制，发行者需要通过证券登记进行完全的信息披露。在某种程度

上，对只面向 “合格投资者”（指具有一定资产且在金融投资方面有一定经验的

投资者）的产品，监管机构另外开了一条快车道——豁免这类产品的证券登记。

此外，证券法承认其自身监管能力的局限性，这意味着监管重点优先放在发行总

量较大、涉及更广泛群体的大型产品上。

因此，从发行成本考虑，STO 最佳方案就是合理利用各国证券法的豁免进行法律

合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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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进行 STO 之前，发行者必须首先确定他们的投资者所在的位置，该司法管辖

区预计募集资金总额以及预计投资者人数，利润分配机制以及该实体的融资模式。

然后，发行者再根据具体情况对选择何种豁免进行发行做出选择。

下表简单例举美国证券法下的各类豁免条款：

条例 募资对象限制 筹资上限

Regulation D 

506(c)

合格投资者（含非美国公民）；

“合格投资者”： 年收入 20 万美

元以上（夫妻共同收入 30 万美

元以上），或除主要住宅外的净

资产值达到 100 万美元

无筹资上限

Regulation 

S

美国以外（outside the US）的任

何投资者

无筹资上限。申请 Regulation S

的同时还可申请其他豁免。

Regulation 

A+

非合格投资者 上限为$2000 万(需 SEC 和州级

审查，无持续的报告要求);

上限为$5000 万(需 SEC 审查，

有 2 年财务审查期，有持续报

告要求)

Regulation CF 18 岁以上的非合格投资者 上限为$107 万

除募资对象和筹资上限等限制外，各条例下可能会对证券的发行和流通设有其他

限制，如对证券的限售期做出要求，限于文章篇幅不在此展开讨论。

3.2. 持续的合格投资者审核义务

对合格投资者的审核将是合规的重中之中，如能在线上进行投资人管理将是最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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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可充分利用区块链来进行 KYC、AML、合格投资人确认，且比线下进行

投资者筛选后再上链的误差更小。 但对发行者的技术提出较高要求，目前已经

STO 的 tZero 也未能采取线上确认的方式。

证券型代币发行后，出于限售期、投资者限制和外汇管制的原因，通常不允许马

上自由进行交易或点对点交易。发行者的监督义务并不在发币后即告终结，而是

一个持续性的过程。即使代币被发放至投资者的钱包中，发行方仍然要采取一定

措施确保其适用的证券下的限售期和投资者门槛得到遵守。发行方可以通过开发

自己的转售交易平台或指定经纪商完成验证投资者资质的过程，让已经持币的投

资者通过它们转售代币。

3.3. 谨慎上交易所

根据所选择豁免条例的合规要求的不同，交易所的选择也会相应变化。如果发行

方承诺只向合格的投资者出售代币，发行方需要对任何特定时间持有其代币者的

资质进行监控。因此此类代币目前无法在任何交易所进行公开交易。即使发行方

选择起草招股说明书并向公众出售代币，截至目前，安全合规的加密交易所的选

择也十分有限。

3.4. 选择好的法律团队

在过去的发币热潮中，发行方面对的是许多缺乏投资知识和法律意识淡薄的“韭

菜”，这些投资者很少知道如何去保护自己的利益。而证券型代币的购买者则构

成大大不同，STO 的发行者很大程度上是在和经验丰富且有法律团队支持的机

构投资者或高净值个人投资者打交道。那么在起草和谈判私募配售备忘录和认购

协议的过程中，发行者拥有一个好的法律团队保驾护航则十分重要。

四、结语

尽管 STO 在现实融资运用当中还存在一些问题和困境，如缺少更强大的交易环

境和其他配套设施，但 STO 在加速全球资产流动性方面为数字资产投资带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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巨大变革是有目共睹的。植德区块链团队会对 STO 的相关问题进行持续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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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十七：关于智能合约你必须知道的八个问题

作者：王伟 董芊 贾莉莉

与区块链、比特币一样，“智能合约”（Smart Contract）也是当今最热门的话题之

一。如果把比特币看作区块链 1.0 时代的开端，智能合约则是区块链 2.0 的代表

性产物。那么智能合约究竟是什么，它是如何运行的，智能合约的风险有哪些？

就业内普遍关心的关于智能合约的诸多问题，植德区块链团队在初步研究的基础

上简单分析并总结如下。

一、智能合约长成什么样子

与普通合约截然不同，智能合约由计算机代码组成：

二、智能合约的由来？

“智能合约”（smart contract）这个术语最早是由跨领域法律学者尼克·萨博（Nick 

Szabo）提出来的。值得注意的是，Szabo 被认为很有可能就是中本聪 Satoshi 

Nakamoto 本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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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zabo 对于智能合约的定义是：a set of promises, specified in digital form, including 

protocols within which the parties perform on these promise（一套以数字形式定义

的承诺，包括合约参与方可以在上面执行这些承诺的协议）。

Szabo 认为智能合约不仅能满足合同的一般条款，更旨在最大限度地减少恶意和

偶发异常，降低对可信中介的依赖。其实究其根本，智能合约的理念并非横空出

世，“根据指令自动执行”的方式早在自动售货机中就有所体现，而在区块链技术

时代，该理念最终发展成为了链上的智能合约。根据对 Szabo 文章和各次演讲的

研究，我们理解 Szabo 期待智能合约最终将从传统的售货机转换为全球的金融机

器，向大家提供金融的智能合约。

三、智能合约与以太坊是什么关系？

以太坊是第一个实现智能合约功能的区块链项目，但是以太坊并不是区块链的唯

一平台。以太坊是一个分布式的计算平台，它生成名为 Ether 的加密货币。程序

员可以在以太坊区块链上写下“智能合约”，这些以太坊智能合约会根据代码自动

执行。

正如 Ethereum 网站所说，Ethereum is a decentralized platform that runs smart 

contracts: applications that run exactly as programmed without any possibility of 

downtime, censorship, fraud or third-party interference. 以太坊是一个运行智能合约

的分布式平台，智能合约指的是没有任何宕机、审核、欺诈或者第三方干涉可能，

完全按照程序设计而运行的应用。以太坊有自己的编程语言 Solidity，专门用于

将逻辑编码为智能合约。以太坊和 Solidity 均被设计为“图灵完备”的，“图灵完备”

意味着它们可以编码任何可以想象的计算，用户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创建复杂的

操作。随着智能合约复杂程度的不断提升，这种能力更显重要，特别是当一个智

能合约将另一个智能合约作为独立数据来源或现实事件的验证时。譬如，我们可

以想象未来的投资交易也有可能在区块链上以智能合约的形式进行，交割的先决

条件、交割后义务等复杂机制均有可能在进化之后的智能合约上体现。

四、智能合约的特点

1. 三个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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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智能合约被自动执行，很难作弊；

2）交易的结果将是 all-or-nothing，当然随着智能合约的进化，当更加智能、复杂

的合约出现后，可能会改变 all-or-nothing 的结果；

3）合约有可被审计的历史记录—所有的数据被存储在区块（共享分布式账簿）

中，不会丢失。

2. 智能合约与传统合约的比较

传统合约（traditional） 智能合约（smart）

格式 特定语言+法律术语 代码

确认和同意 签字、盖章 数字签名

争议解决 法官、仲裁员 仍在探索中，比如 EOS 就设

立了仲裁论坛和仲裁小组

效力 法院或仲裁机构 可通过法院或仲裁机构

执行效率 低 高

付款 根据合约约定 合约约定并自动执行

付款和执行 可能依赖可信赖的第三方 合约约定并自动执行

费用 高 低

五、智能合约的运行

从合约角度看，智能合约可以被视为“autonomous agents”，旨在通过响应特定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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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或交易代码来执行协议。从计算角度看，“智能合约”是可以执行任意或开放式

用户指定的状态转换函数数组的程序，包括执行信息和存储信息。我们不妨把智

能合约的程序机制想象为一个包含价值或信息的加密盒子，它只有在响应某些预

设条件时才可以解锁。

从本质上讲，智能合约的工作原理类似于计算机程序的“if-then”语句。智能合约

的执行大致可分为以下环节：

首先将合约以代码的形式编入区块链中，签约方的身份是匿名的，而合约在公开

账本中得以展现；其次，全网验证节点会收到相关合约编码，这点类似于传统合

约的签章环节；最后，触发事件（截止日期，价格，或者特定事项）触发，合约

根据代码自动执行。

六、对智能合约的疑问

1. 智能合约智能吗？

虽然叫做智能合约（Smart Contract），但就智能合约的运行来看，与其说是“智

能”，其更应该被看作是“确定性”，即触发条件达成后，将不可篡改的自动执行

合约内容。

但在现实生活中，可能会发生导致合约撤销、无效等各种事由，在这种情况下，

智能合约自身可能无法应对，因为它只是严格按照编入的代码进行运行。

2. 智能合约安全吗？

“智能合约存在安全漏洞，攻击者窃取数字资产”这样的新闻或事件一直不绝于耳。

以太坊的 The DAO 以及其他项目的智能合约安全漏洞等事件的出现，逐渐引发

了普通用户和投资者对智能合约安全性的质疑。

以太坊使用的是图灵完备的 solidity 语言，与比特币 2009 年的 Script 相比能写出

类型更多、内容更复杂的合约。但是复杂度高也会导致复杂的合约本身更难以被

分析，相对来说也更不安全。换句话说，合约越复杂，漏洞也会相对越多。The 

DAO事件后，“图灵完备”的智能合约使用热度降低。目前，以太坊ERC（“Ethereum 

Request for Comment”）系列使用较多的 ERC20、ERC721 标准均是“非图灵完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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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3. 智能合约完全去中介化吗？

现阶段，对于智能合约是否可以完全去中介化地执行尚无定论。事实上，目前智

能合约可以分为两种类型，一种为确定性智能合约，另一种为非确定性智能合约。

其中，确定性智能合约不依靠外部中介，仅仅依赖区块链上的信息得以触发和有

效执行，例如点对点博彩（peer-to-peer lottery）——资金由区块链持有，随机数

字通过智能合约代码产生，最终资金通过区块链转至获胜方账户地址；而非确定

性智能合约是指无法仅仅凭借区块链上的信息作出决定的合约，其需要借助

oracle 机制连接现实世界和区块链系统，需要可靠的链外数据来保障合约的顺利

执行，这也被称为“测试准则问题（Oracle problem）”。例如当 A 把现实资产的

所有权转移给 B 时，合约需要判断 AB 双方是否真的完成了资产的交接并履行

了相关手续，这种判断看起来是需要第三方予以辅助或确认。那么智能合约是否

真的可以做到完全去中介化？

我们理解，随着政府部门行政事务管理的公开化和数字化，未来资产转移的问题

将通过政府数据公开平台、人工智能以及物联网的结合而解决，所以在可预见的

未来，智能合约将可能逐步实现去中介化。

七、智能合约的法律问题

1. 智能合约的法律适用

从某种意义上说，智能合约是全球范围内的价值转移工具。因此，智能合约的法

律适用问题值得合约各方关注。在开发智能合约时，应注意提前将适用法规以及

争议解决方式内嵌其中，以便日后出现争议可得以顺利解决。

区块链的全球性决定了智能合约很大程度上会与涉外合同密切相关。当智能合约

为涉外合同时，要关注不同类型的涉外合同法律适用的不同要求，包括该司法区

域是否承认智能合约的形式、是否可以依据各方意思自治选择适用法律、法律适

用的先后顺序、限制等。

我们注意到，在一些 token 发行方的社区自治中，其逐步探索出了“区块链仲裁”

的形式，如 EOS 的仲裁论坛和仲裁小组，但对于该等机构裁决结果的效力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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仍待探索和承认。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1999.10.01）的规定，合同是平等主体的自然

人、法人、其他组织之间设立、变更、终止民事权利义务关系的协议。当事人订

立合同，有书面形式、口头形式和其他形式。书面形式是指合同书、新建和数据

电文（包括电报、电传、传真、电子数据交换和电子邮件）等可以有形地表现所

载内容的形式。智能合约通过数字代码约定合约标的、支付对价及各方权利义务

等内容，可以有形地表现所载内容。据此，我们理解，智能合约具备被囊括为法

定合同书面形式的可能性。

2. 智能合约与传统合约的关系

早期的智能合约更多的是格式合同，但随着区块链技术发展，智能合约将作为各

种类型传统合约的智能化，将承载合约各方需求的、复杂的、个性的传统合约放

入区块链中，形成不同类型的智能合约。

目前，智能合约的支付对价仅为 token，但日后很大可能会发展为 token 化的证

券、地产权益等，即 security token。譬如投资人通过投资获得公司的 security token，

即投资人利用公司的 security token 持有该公司相应比例的股权。这就涉及到智

能合约和特定司法区域下必要书面文件（如股权转让协议）的关系问题，包括如

何将传统合约的书面语言准确、恰当地翻译或转换为智能合约的代码语言；当智

能合约与传统合约出现冲突时，两者的优先效力如何解释等。鉴于目前直至未来

很长一段时间内，全球范围内的传统合约仍是无法完全替代的，那么如何处理好

智能合约和传统合约的关系将是合约各方需要关注的事项。

3. 智能合约的开发风险

智能合约作为全球性的价值转移工具，如涉及资金募集、证券、赌博等相关内容，

不可避免地会引起全球范围内所涉区域的司法监管。作为智能合约的开发方，即

跨国价值转移的发起方，无疑需要承担更多的合规责任。

八、智能合约的应用

尽管存在风险，但智能合约的应用场景仍在不断落地，包括但不限于共享经济、

数字身份、拍卖、房地产、医疗保健、供应链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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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很多企业正在投资智能合约试点，通过参与开发智能合约技术来实现实体经

济的数字化。例如在保险领域的 Fizzy，一种利用以太坊区块链智能合约的航班

延误保险产品，智能合约与全球空中交通数据库相连，一旦航班延误超过两小时，

智能合约就会向被保险的旅行者自动发起补偿。

我们相信，随着区块链行业的不断革新和演进，智能合约将在数字经济领域以其

独特的优势发挥更大的潜力，但正如 John Wooden 所言，Failure to prepare is 

preparing to fail. 在一个新的商业模式刚兴起的时候，对于该等商业模式的充分

理解以及风险的全面评估尤为重要。作为区块链领域的核心技术成果之一，我们

也将继续关注智能合约的动态并将合规分析与各行业参与者共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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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十八：香港证监会发布虚拟资产新规，交易平台将纳入

监管沙盒

作者：王伟 周泱

2018 年 11 月 1 日，香港证监会（“SFC”）发布了针对虚拟资产的新规——《有

关针对虚拟资产投资组合的管理公司、基金分销商及交易平台营运者的监管框架

的声明” 》（“《虚拟资产新规》”）。《虚拟资产新规》分为背景、投资虚拟资

产相关的风险、现有监管制度三个部分。

植德区块链团队在初步研究的基础上简单分析并总结如下：SFC 过去的监管立场

认为，只有属于证券和期货合约类的虚拟货币的相关活动才受到 SFC 的监管。

但在此范围外的 utility token 资产交易平台或投资组合管理公司的营运的监管处

于真空状态，加重了虚拟货币投资的风险。

SFC 此次采取行动将绝大部分虚拟资产投资组合管理活动纳入监管范围内，并且

提出对虚拟货币交易所提供监管沙盒以探索对其未来的监管。

一、新增受 SFC 监管机构

为了向投资者提供更佳保障，SFC 认为，所有持牌的投资组合管理公司如有意投

资虚拟资产（不论这些虚拟资产是否构成"证券"或"期货合约"），无论它们所管

理的投资组合是完全或部分投资于虚拟资产，均应遵守基本上相同的监管规定。

1. 以下类别的虚拟资产投资组合管理公司将受 SFC 的监察：

2. 完全投资于不构成"证券"或"期货合约"的虚拟资产的基金并在香港分销该等

基金的公司需要取得 1 号牌（证券交易）：

3. 管理"证券"及／或"期货合约"的投资组合的公司需要取得 9 号牌（提供资产

管理）。只要拟将所管理的投资组合的 10%或以上的总资产价值投资于虚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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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产的虚拟资产投资组合管理公司，就须受证监会监察。

4. 在香港数字资产基金的基金销售公司需要获得 1 号牌（证券交易）。

5. 投资组合管理公司申请牌照程序

A. 如某公司正在管理或计划管理任何投资数字货币的投资组合，首先需要

告知 SFC。

B. SFC 随即会了解该公司的业务情况。如公司符合监管标准，SFC 会与公

司讨论如何修改其业务模式，确定其申请牌照的具体条件。如公司认可

SFC 提出的条件，则需在业务过程中严格进行遵守，否则可能招致 SFC

的处罚。

二、虚拟货币交易所如何申请牌照

香港已吸引到包括 Bitfinex 在内的不少活跃的虚拟货币交易所入驻并开展业务。

但这些交易所并不受到香港证券法的监管。《虚拟资管新规》可被视作 SFC 的

一场试验：SFC 邀请有能力和有意愿进行合规发展的数字平台加入监管沙盒，共

同探索对虚拟货币交易所的最适宜的监管框架。

由于资产交易平台营运者（虚拟货币交易所）可能同时担任“券商”和“交易所”两

个存在利益冲突的角色，无法期待其可以在不受监管的状态下处理好其间的利益

冲突，也被提出需要进行监管的信号。

1. 交易平台现在可以自愿加入监管沙盒。对于加入监管沙盒的交易平台，SFC

如认为可向合资格平台营运者批给牌照，会施加某些发牌条件。

2. 若在试验监管阶段中，得到正面评价的交易平台可能可以获得牌照。SFC 为

避免引起公众误解目前已经对平台发放牌照，因此在现阶段会对沙盒申请人

的身份及有关的商讨细节进行保密。

3. 针对数字货币交易平台，SFC 可能会采用和目前自动化交易服务持牌供应商

所受监管标准一致的原则。意味着交易平台需要制定严格的内部监控措施，

并需要更频繁地作出汇报、受到 SFC 的监察和审查。

4. 值得注意的是，在附录 2《可能规管虚拟资产交易平台营运者的概念性框架》

中，SFC 对于交易平台的牌照发放的核心原则、条款准则、披露准许买卖虚

拟资产的准则也提出了相关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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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原则 1. 交易所需在获证监会发牌的单一法律实体下运营；

2. 应仅向“专业投资者”提供服务；

3. 上币要求项目 ICO 超过 12 个月或 ICO 项目已开始产生利

润；

4. 不得提供杠杆成分或买卖与虚拟资产有关的期货合约或其他

衍生产品

条款准则 1. 交易所具备足够的财务稳健性来应对盗窃或黑客入侵等风

险；

2. 就保管虚拟资产的相关风险(如盗窃或黑客入侵)投购保险，评

估客户在虚拟资产(包括涉及虚拟资产的相关风险)方面的知

识；

3. 具备 KYC/AML(身份认证和反洗钱)流程等

三、结语

《虚拟资管新规》的出炉对于区块链行业无疑具有十分积极的影响。香港作为三

大国际金融中心之一，其虚拟货币交易所牌照的含金量不言自明。尽管《虚拟资

管新规》还带有一些试验和探索性质，但其中对交易所提出的核心原则和条款准

则已为诸多虚拟货币交易所描绘出了基本完整的内控制度和合规方向。值得注意

的是，鉴于区块链的无国界性，虚拟货币交易须考虑全球风险而不仅仅是香港的

法规。对于希望从事 STO 或者在某些敏感司法区域有业务单元的虚拟货币交易

所而言，更应该从全球的角度进一步审视自己的业务合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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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十九：从 SEC 首次起诉未经注册的数字货币交易所看

STO 的合规之路

作者：王伟 周泱

近来市场上火爆异常的 STO 远远不是大家理想中那么简单，区块链以及资本市

场的诸多人士纷纷在讨论的 STO 业务中暗藏了很多风险。基于植德对区块链行

业的实践和观察，我们就 STO 的合规进行了一系列研究并将一一与行业分享。

作为 STO 最重要的环节的交易平台如何能在新模式下合规是行内普遍关心的问

题。我们理解合规的平台运营首先要考虑平台所在地的证券监管规则。2018 年

11 月 8 日，SEC 宣布对数字“代币”交易平台 EtherDelta 的创始人 Zachary Coburn

提起诉讼。这是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的首次针对“在本国运营未注册的证券交易

所”提起诉讼。

一、事实

2016 年 7 月 12 日至 2017 年 12 月 15 日(下称“相关期间”)，超过 360 万份 ERC20

代币买卖订单在 EtherDelta 上交易，其中包括符合《1934 证券交易法》第 3(a)(10)

条对证券定义的代币。这些交易，约有 92％(330 万)在 DAO 报告发布之后产生。

DAO 报告已经说明，根据联邦证券法的规定，提供证券数字资产交易并作为“交

易所”运营的平台必须在委员会注册为国家证券交易所或免于注册。

EtherDelta 的创始人 Coburn 是芝加哥居民，他于 2016 年 7 月创建了 EtherDelta。

2017 年 11 月，Coburn 签订了向外国买家出售 EtherDelta 的协议，截至 2017 年

12 月 16 日，Coburn 停止向平台用户收取任何费用。Coburn 目前已经不再运营

EtherDelta。

EtherDelta 网站具有类似于在线证券交易平台的功能。对于可在 EtherDelta 上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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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的每个 Ether / ERC20 代币交易对，其都提供了对订单的访问权限，并按价格

和颜色(买单为绿色，卖单为红色)排序显示了前 500 个购买订单和销售订单。该

网站提供了用户帐户信息，并提供了用户入金、出金和交易兴趣的字段。该网站

还提供了用户每个代币的每日交易量，市场深度图表以及用户已确认交易的列表。

在相关期间，EtherDelta 平台可供包括美国公民在内的任何人使用。

在允许某代币上EtherDelta交易之前，EtherDelta要求代币发行分提供某些信息，

如代币的名称，关联的网站 URL 和代币描述，并对这些代币进行了他自己的尽

职调查。

在不承认或否认调查结果的情况下，Coburn 同意停止运营 EtherDelta 并同意支

付 30 万美元的赔偿金以及 13,000 美元的判决前利息和 75,000 美元的罚款。

二、相关法规

1．《1934 证券交易法》第 5 条规定，任何经纪人、交易商或交易所直接或间接

在州际贸易中进行证券交易或报告任何此类交易均属违法，除非交易所根据

《1934 证券交易法》第 6 条注册为国家证券交易所，或者根据豁免免于注册。

2. 《1934 证券交易法》第 3(a)(1)条将“交易所”定义为“任何组织或团体，无论其

是否注册成立，只要它创建、维持或提供了一个可将买卖双方聚集在一起的市场

或场地，或者以其他方式履行了证券交易所通常履行的职能，以及包括由交易所

维持的其他市场或者设施。”

3. 《1934证券交易法》第 3b-16(a)条规定了如何评估一个交易系统是否是第 3(a)(1)

条法所定义的“交易所”的方法。该方法如下：如一组织、协会或团体：汇集了证

券订单的多个买家和卖家; 买卖双方均同意使用一个既定的且非买卖双方自行

决定的方法(无论是通过提供交易设施或通过设定规则)来形成订单；那么该组织、

协议或团体应被视为交易法案第 3(a)(1)条描述的“创建、维持或提供了一个可将

买卖双方聚集在一起的市场或场地，或者以其他方式履行了证券交易所通常履行

的职能，以及包括由交易所维持的其他市场或者设施。”

4. 如一个系统既不能根据 《1934 证券交易法》第 3b-16(b)条被排除，又属于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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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该法第 3b-16(a)条定义标准的系统，那它必须：(1)根据《1934 证券交易法》第

5 节注册为国家证券交易所；并(2)根据《1934 证券交易法》第 6 节规定的国家

政权交易所的规则运营；或(3)根据适当的豁免运作。 其中一个可用的豁免是替

代交易系统(“ATS”)。交易法第 3a1-1(a)(2)条规定，根据第 3(a)(1)条，SEC 对符

合 ATS 规则的组织、协会或团体的“交易所”之定义予以豁免。 《ATS 规则》要

求 ATS 注册为经纪自营商(broker-dealer)，向 SEC 提交表格 ATS(Form ATS)以通

知其运营，并建立书面保障措施和程序以保护订户的机密交易信息。符合《ATS

规则》并按照 Rule3a1-1(a)(2)进行操作的 ATS 不需要第 5 节注册为国家证券交

易所。

三、法律分析

EtherDelta 符合《1934 证券交易法》第 3b-16(a)条的标准，也并未被排除在细则

3b-16(b)之外。在相关期间，EtherDelta 作为将多个买方和卖方的订单汇集在一起

的市场，这些交易对象包括符合交易法第 3(a)(10)节定义的证券。这些数字代币

的购买者出于合理的利润预期投资，包括依赖于他人的努力增加其在二级交易中

的投资价值。

如上所述，EtherDelta 通过在订单簿中接收和存储大笔订单，并在网站上显示前

500 个订单(包括代币符号，大小和价格)作为出价和报价来汇集订单。EtherDelta

通过组合使用网站、订单簿和、智能合约中定义的预编程交易协议，为这些订单

提供了交互和执行的手段。这些既定的、非买卖双方自行决定的系统允许用户在

相关期间就 EtherDelta 上的代币交易条款达成一致。

在相关期间，Coburn 创立了 EtherDelta，编写 EtherDelta 智能合约，将其部署到

以太坊区块链，并对 EtherDelta 的运营实施完全和唯一的控制，包括上述违规行

为的操作。

因此，根据《1934 证券交易法》第 21C 条，SEC 做出如下命令：

Coburn 应停止并且从事任何违反《1934 证券交易法》第 5 条的行为。

根据《1934 证券交易法》第 21F(g)(3)条，Coburn 向 SEC 支付 300,000 美元赔偿

金和 13,000 美元的判决前利息，共计 313,000 美元。

根据《1934 证券交易法》第 21F(g)(3)条，处以 Coburn 民事罚款 75,000 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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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 Coburn 在调查期间配合 SEC 工作，SEC 将不会除以其比上述命令更重的处

罚。

四、合规建议

对于任何一个想成立 STO 平台的团队而言，第一步就是通过合规调研确认在哪

个司法区域设立 STO 平台，此后则是在此基础之上按照该司法区域证券监管法

规申请相应的牌照。 此外，对于传统的数字货币交易所，如果已经交易的 token

中有 ST，则需要充分考虑本案的影响并作出相应的合规整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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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any organization, association, or group of persons, whether incorporated or unincorporated, 

which constitutes, maintains, or provides a market place or facilities for bringing together 

purchasers and sellers of securities or for otherwise performing with respect to securities the 

functions commonly performed by a stock exchange as that term is generally understood, and 

includes the market place and the market facilities maintained by such exchange.” 

15USC§78c(a)( 1)。

[2]“交易法”第3b-16(b)条明确排除了SEC认为不符合“交易所”定义的某些系统，包括仅将订

单传送到其他执行设施和系统的系统，这类系统允许人们根据单个经销商系统的出价和报

价输入执行命令。

[3]《ATS规则》第300(a)条规定，ATS是指“符合如下定义的任何组织、协会、个人、团体

或系统：(1)创建、维持或提供了一个可将买卖双方聚集在一起的市场或场地，或者以其他

方式履行了证券交易所[如交易法第3b-16条定义]通常履行的职能；

且(2)i)除订户在ATS中交易的行为外，不会针对订户行为设置规则 或(ii)除排除交易外，不

会对订户进行纪律处分。



www.meritsandtree.com

之二十：STO 全解析：从发行到投资——兼议 SEC《数字

资产证券发行和交易的声明》

作者：王伟 董芊

在漫长的熊市中，STO 可谓为区块链行业带来了一丝曙光。自 tZero 首次以 STO

方式募资成功之后，区块链行业参与者迅速将目光投向此处，传统产业也希望借

此焕发新的生机。

尽管目前不乏对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United States Securities and Exchange 

Commission，下称“SEC”）关于豁免注册的几种 Regulation 的诸多翻译和解读，

对于 STO 发行和投资的实际操作确鲜有讨论。恰逢 SEC 的三部门（Division of 

Corporation Finance, Division of Investment Management,以及 Division of Trading 

and Markets）于 11月 16日联合发布了 Statement on Digital Asset Securities Issuance 

and Trading（关于数字资产证券发行和交易的声明，下称“《声明》”），植德律

师事务所区块链团队在研究和与境外律师讨论的基础上，将 STO 从发行到投资

的合规要点与各位行业同仁分享。

一、底层资产如何“代币化”

1.1 通常来说，ST 的底层资产主要有三种：

第一种是股票、债券等，即将传统证券以 token 的形式发行，本质上是一种“smart 

security”；

第二种是实物资产，常见的是将房地产、艺术品等实物资产分割成相同份额，以

token 的形式进行交易，以期提高资产的利用率和流动性，与目前金融市场的资

产证券化产品、REITs 等一脉相承；

第三种是大宗商品，即将大宗商品的远期交易合约以 token 的形式予以表现，本

质上与期货交易类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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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行业内较多探索的是前两种标的资产的 STO，主要受 SEC 规则的监管。至

于期货类，应属于美国商品期货委员会 (U.S. Commodity Futures Trading 

Commission，下称“CFTC”)的监管范围，据我们初步研究，目前尚未发现现实案

例。

1.2 底层资产的“代币化”，需要解决的首要问题是估值定价。一直以来，数字资

产的估值问题都是 SEC 的关注焦点，这在比特币 ETF 的“屡战屡败”中表现的尤

为明显。尽管相比于其他纯数字资产的估值，ST 的估值因依托于现实标的而显

得更为方便，有更多参考模型。但对于实物资产如房地产、艺术品等来说，如何

适当的估值、分割并使得 token 能够“指数化”的反映底层资产的价值必须依托于

少数专业化的第三方机构。因此，选择适格的第三方机构完成从估值、托管甚至

套现清算等一系列动作是所有发行方都应该考虑的问题。

1.3 发行架构的设计

根据我们与美国主流发行平台的沟通，STO 尚处于新兴阶段，很多平台目前还没

有统一的发行架构。就具体项目而言，发行方需要根据融资规模、公司财务状况、

拟申请豁免的规则依据等多方面因素进行实体的设立。实际的架构搭建仍然需要

聘请专业的境内外法律或商业服务机构 case by case 进行讨论。

二、发行平台的选择

2.1 目前，从事 STO 发行的主流平台主要有 Polymath、Harbor、Swarm 等。

各平台通过不同的代币标准将监管要求与代币生成统一起来，还需要承担合格投

资者审查、第三方中介机构选择等一系列功能，因此平台本身的技术及安全问题

也需要发行方和投资者予以关注。

基于豁免而发行的 ST 对于持有者往往有合格投资者要求，因此发行平台需要具

备严格的 KYC、AML 审查功能，从而协助发行方共同保障 ST 只发送给“白名单”

指定的人。

值得注意的是，各别平台还可以实现代币持有者行使在线投票权、甚至 AI 智能

投顾等衍生功能。因此，对于发行不同 ST 的发行方来说，也应该根据 ST 的性

质和使用方式选择具备不同功能范围的发行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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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除此之外，代币标准也是发行方需要考虑的。例如目前已有 ERC-1400、ERC-

1404 或 ERC-1410 标准，在设计上，该类标准能够将 token 通过 tranche 划分成

不同的部分，从而对不同 tranche 的 token 进行不同操作。比如说，某些操作只限

指定的 tranche，某些操作优先消耗指定 tranche 下的 token，基于这类代币标准发

行的 token 被称为 Partially-Fungible Token（部分可互换通证）。对于标的资产有

普通股、优先股区分的 ST 来说，选择此类 Partially-Fungible Token 自然更适宜

于现实流通。当然，前述标准只是诸多标准的一部分，最终哪个标准可以胜出，

还有待于市场的检验。

2.3 平台的投资人资源

投资人资源并不是法律因素，但在 ST 的发行中却是最重要的商业因素。同样的

ST 发行在不同的平台上，如果平台的投资人资源不一样，对于 ST 的价值发现将

有可能是天壤之别。STO 的商业逻辑在于通过区块链技术而创造一个成本更低、

交易更便捷以及潜在投资人更多的市场，尽管商业模式类似，但是不同的投资人

资源将决定哪个平台最终可以真正实现各方的商业目的。

三、不同 Regulation 的侧重点

3.1 自 STO 走进大众视野以来，行业参与者对于 SEC 的几个证券豁免注册规则

已经有了不少研究。11 月 6 日，SEC 的三个部门在《声明》中又再次强调了数

字资产的证券性质，并要求发行方“除非获得豁免，否则应根据证券法进行证券

发行注册”。纵观 Regulation A、Regulation D：506(b) &506（c）、Regulation Crowd 

Funding 和 Regulation S，发行人在这些豁免规则中最应该关注的点有以下几个：

募资上限：即是否满足发行人募集资金的规模需要

是否对发行主体存在国别要求

是否需要面对合格投资者

是否需要根据州法律进行豁免申请

是否需要满足较高或持续的披露标准

是否可以进行公开宣传、路演

综上，STO 发行方应该根据自身的募资需求、目标投资群体、发行预算、时间成

本等因素进行综合考虑，选取适当的 Regulation 并根据实际需要进行不同

Regulation 的叠加申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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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对于投资者来说，不同的 Regulation 也对投资者设定了不同的门槛，比如

Regulation A Tie-2 和 Regulation Crowd Funding 中均对投资者的个人投资限制做

出了规定。除此之外，ST 的禁售期或转让限制也极为重要，对于要求短时间、

高流动性的投资者来说，Regulation 506（c）的十二个月内禁售、Regulation S 的

不能转售给美国境内投资者等的规定就可能成为掣肘的关键因素。

四、SAFEs（Simple Agreement for Future Equity）协议知多少

4.1 Simple Agreement for Future Equity 简称为 SAFEs，一度被称为是 SAFT

（Simple Agreement for Future Tokens）的前身。简单来说，签署了 SAFEs 的投

资者可以从发行方获得一个 warrant，在未来特定事项发生时，如 equity financing、

dissolution、liquidation等，投资者可以按照其在“此时”支付的价款和认购的 Future 

Equity 的份额，在“彼时”实现其股份的持有或套现。

4.2 在 tZero 的 Offering Memorandum 中，发行方即表明与合格投资者签订了

SAFEs，这些投资者将在 tZero 完成 STO 的时候得到按照认购份额分配的 ST。

可以预见， SAFEs 在未来可能成为 STO 发行的重要协议，对于投资者来说，除

了标准化的 SAFEs 之外，基于投资金额和商业地位的不同，投资人在 valuation 

cap 或 discount 方面，其与发行方的谈判空间仍然存在。

五、二级市场交易所的资质要求

5.1 ST 的交易需求对交易所的技术能力提出了新的要求。鉴于豁免注册的 STO

过程对于投资者往往存在人数、国别、资产状况等不同程度的“合格”要求，而这

种要求贯穿于 ST 从发行到交易的整个流程。因此，从事 ST 交易的交易所需要

具备持续的 KYC 能力以及及时的交易回滚机制，从而保障 ST 始终在有限的合

格范围内进行流通。

5.2 除此之外，由于交易 ST 的平台与传统的证券经纪商具备了本质上相同的功

能，其需要向 SEC 申请多种牌照，例如 ATS/ATLS 另类交易系统牌照、RIA 注

册投资顾问牌照、Broke Dealer 经纪商牌照、RAE 清算与交易执行牌照、成为美

国金融业监管局（Financial Industry Regulatory Authority，Inc，即“FINRA”）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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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而在上文提到的 SEC 三个部门于 11 月 6 日发布的《声明》中，监管机构也

明确对经纪商和交易所提出了注册要求。据彭博社 7 月 17 日报道，Coinbase 已

成功收购几家持牌机构，可见交易所的合规之路仍然漫长。

数字资产的发行从最初对证券性的百般规避，发展到如今对豁免注册的初步尝试，

不过一年有余。STO 尽管在实操层面仍然道阻且长，但却为区块链行业的未来监

管提出了新的方向。基于区块链技术的这一场金融革命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迅

速更新着行业参与者的认知，未来也将给我们带来更多的思考与惊喜，而植德律

师事务所区块链团队也会持续与各位分享我们的合规思路。



www.meritsandtree.com

私募基金设立、基金投资、并购、跨境投资、境外发债、区块链

010-56500983

wei.wang@meritsandtree.com

合伙人

业务领域：

电    话：

邮    箱：

王  伟

作者简介

Copyright © 2018 Meritsandtree Law Offices All Rights Reserved

特此申明：以上分析，仅系我们根据现行法律法规、监管政策及相关案例所做的分析和探讨，

并不作为我们对相关事项的法律结论意见。



www.meritsandtree.com

之二十一：STO 最重要的六个问题

作者：王伟 周泱

STO 是目前资本市场、区块链行业两大板块中最火的话题，在数字资产市场长期

低迷、全球经济陷入困境的时候，STO 作为一个突破性的科技金融产品而成为大

家关注的焦点。那么究竟什么是 STO，如何进行 STO 以及 STO 的前景如何，这

是大家都关心的问题。植德律师事务所区块链团队就此做了相应的研究，并且与

美国的 STO 平台高管深入探讨了相关的法律问题，并基于此总结了关于 STO 最

重要的六个问题，供各位参考：

一、STO 到底是什么？

STO，是 security token offering 的缩写，意指在遵循某个或多个司法区域的监管

框架合法合规地发行代币化的证券，以筹集资金的过程。换言之，STO 是依托区

块链技术而发行证券的过程。

截至目前，经过我们初步研究，尚未发现一个主流商业国家就 STO 颁布专门法

律法规。因此，我们理解，进行 STO 还需在现有传统证券和金融监管框架内进

行。

从理论上来说，STO 有两种可能方式：

（1）根据各司法区域下的公开发行（IPO）标准在证券监管部门注册，将背后的

资产通证化并发行；

（2）合理利用各管辖区监管法案列出的豁免进行法律合规。

然而第（1）种发行方式对发行方的财务数据要求高、程序繁琐，至少就目前而

言，对 STO 来说，更为经济和合理的做法是第二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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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STO 在美国法下如何做到合规？

作为世界上经济实力最强且金融证券体系最完备的国家，美国证券注册豁免条款

的阐述十分详尽，因此美国的现行证券监管政策基本满足了 STO 在相当一段时

间内的不同层次的需求。

就美国发下证券发行豁免所依据的Regulation A1和A2、Regulation D、Regulation 

Crowdfunding 以及 Regulation S，我们简单总结相关要求和限制并制作了下面的

表格。为直观对比各类豁免的合规要求，其中的色块（橙色-黄色-绿色）是依据

其严格程度降序排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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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上图，可以直观的看出，私募发行条例 Regulation D506(c)在“只能向不超过

2000 名合格投资者发售”及“投资者身份验证”这两点较其他豁免严格些外，几乎

在其他方面均是一路绿灯:速度快、无披露要求、花费低。

而 Regulation A 常被称作 mini IPO，由于其投资者人的门槛低，为保护投资者的

利益，SEC 对其发行文件、财务数据和信息披露均有一定要求，且花费比较高。

但其好处在于流通性较 Regulation D 发行的证券较高。

Regulation CF 众筹条例，其募资上限较低，发行要求也并不轻松，因而在 STO

中成为冷门选择。

还有一种 Regulation S，常用于与其他豁免（REG A/D）组合发售。Regulation S

可向除美国以外的海外投资者融资，募资公司国别不限，募资额度无上限。发行

后一年内禁止在美交易。Tzero 发售便采用的是 Regulation S 和 Regulation D506 

(c)的组合。

三、STO 到底有没有获得 SEC 批准？

最近时常看到某文章称“美国批准 STO”或项目方称其发行的证券型代币“已获得

SEC 批准”，我们理解，至少截至目前这种说法并不正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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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网络公开检索，目前在美国合规发行的证券型通证基本是基于 Regulation D

和 Regulation S 而发行的。事实上，采用 Regulation D 发行的证券型代币其实并

未经过 SEC 的批准和审核，发行者只需要按照 Regulation D 的要求进行发售，

并在首次发售后的 15 天内在 SEC 网站进行 Form D 表格的报备。Regulation S 也

仅报备无审批。所有经过报备的表格均可以通过 SEC 的 EDGAR 数据库公开查

询到。这种事前宽松审核的豁免条例，实际依赖于发行人严格遵守合格投资者的

限制，如事后被查明违反该限制，发行人将受到 SEC 严重的处罚。

因此我们认为，由于 SEC 对 Regulation A 的事前审核过程严格，如有通过

Regulation A 成功发行的证券型代币面世，那么我们才可以认为“SEC 真的批准

STO”。根据网络公开报道，已经有不少发行人申请了 Regulation A 的发行，但截

至本文完成之日，尚未发现有任何一例通过 Regulation A 成功发行的案例。

四、STO 在欧洲如何监管？

欧洲对 STO 监管政策分为两个层面，首先是欧盟层面的监管政策，其次是各成

员国本身的监管政策。

就欧盟层面而言，其主要的监管部门分别为欧洲证券和市场监管机构

（ ESMA, European Securities and Markets Authority ) 和 欧 洲 央 行 (ECB, 

The European Central Bank ECB)。在欧洲，如 STO 的硬顶不高于 500 万欧元；或

向不超过 150 个成员国居民出售证券型代币（无论是否是合格投资者）；或出售

的每枚代币价值不低于 10 万欧元；或每个投资者购买至少 10 万欧元的代币，以

上情形均可以不用进行注册招股说明书的程序，而可以享受豁免。

欧盟各成员国的监管政策相比美国没有那么层次细致，但是却相对更加宽容和开

放，尤其是马耳他、爱沙尼亚等小国。

来自奥地利的 HydroMiner 是一个加密货币采矿项目，去年推出了 H2O token，

其今年正在发售 H3O token 与 H20 token 不同，H30 为证券型代币。H3O token

将会分配 HydroMiner 运营的采矿利润。HydroMiner 计划在 2019 第三季度于伦

敦证交所的 AIM (另类投资市场) IPO，将 H3O 代币转换为符合欧盟法规的股权

代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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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 H3O 的 presale 阶段已经结束，其招股说明书目前正由奥地利金融市场管理

局（FMA）审查中, 审查通过后才会开启 mainsale。如过审，H3O 代币将成为欧

洲首批依赖完整资本市场招股说明书的代币之一。

五、STO 平台是如何运作的？

由于主要利用的是发行豁免，因此发行豁免的大量前期成本主要是在合格投资者

审查环节。但显然此环节机器可以比人工表现更好，因此目前市面上各个 STO

交易平台的卖点都在如何准确、高效的完成合格投资者审查，并解决在流通环节

中持续完成对代币持有者资格的身份认证。

如Polymath和SWARM 就将必要的法律监管要求嵌入到 Token 的智能合约中，

在 ERC20 基础上加上监管层协议，通过其平台的发行映射股权的 Token 将可

以自我对买卖双方是否有资格交易进行检验。Openfinace Network 则推出了

Investor Passport，Investor Passport 通过收集并分析用户的信息和文档，以确保筛

选出有权进行交易的用户。持有 Investor Passport 的用户便可以在该平台投资符

合其投资范围的证券型代币。这不仅加快了合规的过程，而且大大减少了发行方

的人力成本和时间成本。

六、STO 是否只是看上去很美？

不少观点认为 STO 是有政府背书为证券的代币发行，因此 STO 比 ICO 更具

有公信力。与传统的证券相比，又具备极强的流动性，且不必依赖中心化的中介、

可交易资产范围扩大、T+0/24 小时交易、交易速度大幅提升。

确实，理论上来说，任何资产（有形资产+无形资产）都能进行证券化。贵重的

资产如艺术品或无法分割的无形资产如版权在权利上都可被切割为细小碎片。

但 STO 的流动性真有那么强吗？目前 STO 最大的问题还是二级市场还没有起

步的问题。受到政策的限制，证券类代币只能在特定的交易平台或通过交易商进

行交易。我们理解，只有在符合下述所有条件的前提下，STO 才能真正在商业上

可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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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该等交易平台的发行、流通流程符合相关司法区域的法律法规。

（2） 该交易平台与其他交易平台共享监管标准，该等平台上的 ST 可以相对

自由流通；

（3） 享有同一监管标准的交易平台有足够的市场深度；

（4） 该等监管标准被相关司法区域的证券监管部门认可；

（5） ST 相关的智能合约没有安全漏洞；



www.meritsandtree.com

业务领域：

电    话：

邮    箱：

王  伟 合伙人

作者简介

Copyright © 2018 Meritsandtree Law Offices All Rights Reserved

特此申明：以上分析，仅系我们根据现行法律法规、监管政策及相关案例所做的分析和探讨，

并不作为我们对相关事项的法律结论意见。

私募基金设立、基金投资、并购、跨境投资、境外发债、区块链

010-5650983

wei.wang@meritsandtree.com



www.meritsandtree.com

之二十二：《区块链信息服务管理规定》的六大重点

作者：王伟 董芊

2019 年 1 月 10 日，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发布了《区块链信息服务管理规定》

（下称“《管理规定》”），该规定与此前 2018 年 10 月 19 日发布的《区块链信

息服务管理规定（征求意见稿）》（下称“《征求意见稿》”）相比有不少亮点，

新法规将于 2019 年 2 月 15 日起施行。北京植德律师事务所区块链团队在详细

研读《管理规定》的基础上第一时间与行业分享我们的专业解读，对于《管理规

定》与《征求意见稿》的变化及对比，可见我们之前发布的文章——“《区块链

信息服务管理规定（征求意见稿）》最新解读”。

一、立法目的及主管机关

1.1 法规内容

1.1.1 第一条 为了规范区块链信息服务活动，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公共利益，保

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促进区块链技术及相关服务的健康发展，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网络安全法》《互联网信息服务管理办法》和《国务院关

于授权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负责互联网信息内容管理工作的通知》，制定本规

定。

1.1.2 第三条 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依据职责负责全国区块链信息服务的监督

管理执法工作。省、自治区、直辖市互联网信息办公室依据职责负责本行政区域

内区块链信息服务的监督管理执法工作。

1.2 植德观点

根据“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有关负责人就《区块链信息服务管理规定》答记者

问”，区块链技术快速发展，给国家经济社会带来巨大发展机遇，但同时也被一



www.meritsandtree.com

些不法人员利用，作为存储、传播违法违规信息，实施网络违法犯罪活动的工具，

亟需依法推动服务提供者主动健全安全保障措施，提升安全风险预警防范效果。

从《管理规定》的内容来看，监管部门将通过备案等方式将区块链信息服务提供

者和使用者纳入监管范围，以便及时通过技术手段处理不法信息和行为。

二、信息服务者的范围

2.1 法规内容

第二条 区块链信息服务，是指基于区块链技术或者系统，通过互联网站、应用

程序等形式，向社会公众提供信息服务……区块链信息服务提供者，是指向社会

公众提供区块链信息服务的主体或者节点，以及为区块链信息服务的主体提供技

术支持的机构或者组织……区块链信息服务使用者，是指使用区块链信息服务的

组织或者个人。

2.2 植德观点

《管理规定》明确了在中国境内从事区块链信息服务均应遵照该规定，其中第二

条有关信息服务提供者和使用者的定义与之前的《征求意见稿》保持了一致。值

得注意的是，许多区块链企业为规避来自境内的监管压力，通常选择“境外设立

实体 + 采购境内公司的技术开发服务”的模式。根据《管理规定》，这些为境外

区块链信息服务主体提供技术支持的公司也可能被认定为受监管的“信息服务提

供者”，应当注意遵守相关各类合规要求。

三、行业自律和社会监督要求

3.1 法规内容

3.1.1 第四条 鼓励区块链行业组织加强行业自律，建立健全行业自律制度和行业

准则……督促区块链信息服务提供者依法提供服务、接受社会监督，提高区块链

信息服务从业人员的职业素养，促进行业健康有序发展。

3.1.2 第十八条 区块链信息服务提供者应当配合网信部门依法实施的监督检查，

并提供必要的技术支持和协助。区块链信息服务提供者应当接受社会监督，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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便捷的投诉举报入口，及时处理公众投诉举报。

3.2 植德观点

上述规定对区块链信息服务业务提出了行业自律和外部监督要求，行业参与者应

按照法规的规定，加强从业人员内部素质建设，并在网站设置投诉举报入口，及

时处理公众意见，配合网信部门的检查。

四、网络安全相关责任

4.1 法规内容

4.1.1第五条 区块链信息服务提供者应当落实信息内容安全管理责任，建立健全

用户注册、信息审核、应急处置、安全防护等管理制度。

4.1.2第六条 区块链信息服务提供者应当具备与其服务相适应的技术条件，对于

法律、行政法规禁止的信息内容，应当具备对其发布、记录、存储、传播的即时

和应急处置能力，技术方案应当符合国家相关标准规范。

4.1.3第十六条、第十七条 区块链信息服务提供者应当对违反法律、行政法规规

定和服务协议的区块链信息服务使用者，依法依约采取警示、限制功能、关闭账

号等处置措施……并向有关主管部门报告。区块链信息服务提供者应当记录区块

链信息服务使用者发布内容和日志等信息，记录备份应当保存不少于六个月，并

在相关执法部门依法查询时予以提供。

4.2 植德观点

与《征求意见稿》相比，区块链信息服务提供者的网络安全义务是正式出台的《管

理规定》的最大亮点，该等规定与《网络安全法》的有关内容相通。鉴于近几年

国内外法律法规和政府机构对于企业的网络安全合规义务愈发重视，我们提示区

块链信息服务提供者审视并建立企业内部的网络安全、数据合规制度。

五、用户协议与实名认证

5.1 法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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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1第七条、第八条 区块链信息服务提供者应当制定并公开管理规则和平台公

约，与区块链信息服务使用者签订服务协议……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网络

安全法》的规定，对区块链信息服务使用者进行基于组织机构代码、身份证件号

码或者移动电话号码等方式的真实身份信息认证。用户不进行真实身份信息认证

的，区块链信息服务提供者不得为其提供相关服务。

5.2 植德观点

《管理规定》中对于实名认证的相关要求与《征求意见稿》相比无太大变化。近

年来，监管部门陆续对于媒体、通讯等平台提出了用户实名认证的要求，比如微

博即完成了实名认证工作。我们建议行业参与者尽快与用户签订用户协议、隐私

协议等一系列服务协议，制定平台公约，并开展实名认证工作，以配合未来监管

部门的监管措施。

六、评估及备案要求

6.1 法规内容

6.1.1第九条 区块链信息服务提供者开发上线新产品、新应用、新功能的，应当

按照有关规定报国家和省、自治区、直辖市互联网信息办公室进行安全评估。

6.1.2第十一条 区块链信息服务提供者应当在提供服务之日起十个工作日内通过

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区块链信息服务备案管理系统进行备案，备案信息主要包

括名称、服务类别、服务形式、应用领域、服务器地址等信息。……区块链信息

服务提供者变更服务项目、平台网址等事项的，应当在变更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

办理变更手续。区块链信息服务提供者终止服务的，应当在终止服务三十个工作

日前办理注销手续。

6.1.3第十二条、第十三条、第十四条 国家和省、自治区、直辖市互联网信息办

公室将向完成备案的信息服务提供者发放备案编号并通过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

室区块链信息服务备案管理系统向社会公布备案信息，对备案信息实行定期查验。

完成备案的区块链信息服务提供者应当在其对外提供服务的互联网站、应用程序

等的显著位置标明其备案编号。

6.2 植德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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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征求意见稿》相比，主管机关对于区块链信息服务提供者的备案要求总体一

致，但《征求意见稿》中的年审、特殊行业前置审核等内容则未体现。我们建议

行业参与者应尽快启动备案手续，以确保合规经营，并在日后的经营中履行持续

备案或评估的义务。

本次《管理规定》的出台意味着我国对于区块链信息服务的“监管时代”正式来临。

对于各行业参与者来说，要尽快依规进行技术安全、实名认证等工作，对平台进

行清查和优化。与此同时，行业参与者应加强网络安全、数据合规意识，及时关

注相关领域的监管政策和变化，以确保长久的合规经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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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二十三：科技与法律的碰撞：比特币和区块链十年的十

个话题

作者：王伟 董芊

自 2008 年比特币的诞生至今，区块链行业已经度过了第一个十年。在这十年里，

区块链行业经历了最初的混乱阵痛，也推动了诸多创新发展，以区块链为中心，

包括科技、法律、金融甚至政治在内的多个领域交织碰撞。作为这一行业的最初

见证者之一，我们选取了从比特币诞生到最近 STO 发行的十个最具代表性的行

业话题，以期就区块链的监管脉络和合规要点给大家做一个全景回顾。

一、开端：比特币的诞生

十年前，传统资本市场的周期性风险又一次汹涌，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余波未尽。

但正如“危”与“机”并存，低迷中往往孕育着下一个高峰，少数先驱总是在风险中

反思和创造，比特币正是在这时诞生的。2008 年 10 月，中本聪发布了比特币白

皮书，提出要创造一种开源的，点对点的去中心化支付系统，摒弃传统的银行等

金融中心，由用户通过加密私钥直接完成划转。与传统法定货币不同，比特币不

依靠特定中央货币机构发行，而是根据算法产生，并通过网络中的区块记录所有

交易行为，至此以比特币为代表的区块链 1.0 时代开始了。

肇始于比特币的区块链技术思路最初只得到了少数极客的追捧，但随着其秘密性、

便捷性以及承载价值逐步得到认可，比特币逐渐在一些暗网中得到应用，从而逐

步具备了实际的交易功能。十年的发展，比特币从小众到狂热，带动了包括矿机、

公链开发、私募投资、代币发行、交易所、二级量化等多个行业的发展，也让很

多名字为人所知，而中本聪本人确依旧神秘。基于区块链的技术思路，包括ETH、

LTC、EOS 等在内的各种代币不断出现，最终形成了如今数字货币行业的蓬勃景

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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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警钟：Mt. Gox 引发的技术安全革命

Mt. Gox 是最早一批成立的虚拟货币交易所之一，并一度是比特币交易量最大的

交易所。2014 年 2 月，就在 Mt. Gox 业务蒸蒸日上之时，黑客攻击并盗取了交

易所用户近 75 万枚比特币以及交易所自身拥有的 10 万枚比特币，总计被盗数

量约占全球比特币总量的 7%，这些比特币至今仍杳无音信，Mt. Gox 也因此一

夜破产，这一事件也被称为区块链历史上最大的“惨案”之一——门头沟事件。

门头沟事件引发了人们对于数字货币安全性的深深怀疑，便捷的网络技术也潜藏

着巨大的技术风险发生的空间。数字货币的去中心化似乎屏蔽了托管、保险、银

行的参与，但这种“便捷”究竟是一种进步，还是作茧自缚？门头沟事件之后，区

块链行业参与者的资金安全意识也逐步加强，如今更发展出了冷钱包技术、专业

第三方托管机构、用户被盗险等工具。纵观目前全球对数字货币交易所的监管要

求，技术安全也成为了一项重要指标，并成为了交易所获得资质牌照的首要标准

之一。

三、信号：The DAO 开启的证券监管视野

继比特币之后，以太坊成为了第二代深受追捧的数字货币，并将“智能合约”带入

了区块链的技术范畴。通过编写智能合约，人们可以基于以太坊进行更多的活动，

其中就以 the DAO 发起的众筹项目最为典型。The DAO 的全称为 Decentralized 

Autonomous Organization，即“去中心化自治组织”，它提倡用户通过自主选择进

行项目投入，而没有中心化机构对其进行管理。The DAO 在短时间内即筹措了

高达 1.5 亿美元的资金，吸引了上万人参加。

风靡一时的 the DAO 很快引起了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即“SEC”）的关注，SEC

就此进行了调查并发布报告称该项目已经构成了美国法下的证券发行，在报告中，

SEC 论述了 the DAO 是如何满足了“Howey Test”（即“豪威测试”）的四个要件从

而具备了证券性质。这四个要件是资本投入、投资于共同事业、有利润预期、投

资人不直接参与经营而是靠发起人或第三方的努力。自此后，“证券性”便成为了

代币发行方极力避免的“雷区”，而 SEC 也就此成为了数字货币监管领域的“风向

标”。



www.meritsandtree.com

四、惊雷：94 公告引发的“监管地震”

区块链的风潮在中国境内引起了不小的波澜，受到山寨币百倍神话和少数先行者

暴富刺激的国内数字货币市场一时间“泥沙俱下”，代币发行融资大行其道，交易

所纷纷登场，甚至吸引了互联网巨头加入其中，迅雷链克便是其中代表。

而这最终引起了监管机关的侧目，2017 年 9 月 4 日，以央行为首的七个部委联

合发布了《关于防范代币发行融资风险的公告》（即“94 公告”），其中陈述了代

币发行融资的“五宗罪”，即“非法发售代币票券、非法发行证券、非法集资、金融

诈骗、传销”，更禁止了交易所在境内的业务。虽然五种违法犯罪活动存在罪名

上的交叉和重合，但确是从广义上对中国境内的代币发行融资行为进行了威慑，

94 公告奠定了中国境内对区块链行业的监管基调，至今仍是悬挂在该行业参与

者头上的“达摩克里斯之剑”。94 公告之后，境内的交易所或关闭，或出海，代币

发行被喊停，链克更是在被“点名”后几度澄清和规范业务范围，最终在今年 9 月

从迅雷内部正式剥离。

五、裂变：交易所的“正名之路”

与中国境内的“严打”之势不同的是，各别国家开始尝试出台金融科技领域的新法

规，试图率先抢下“Fin-tech”的高地，具体内容涵盖代币发行、交易所运营等多个

方面，其中又以交易所牌照发行最为常见。各国努力将对传统金融机构的资金安

全、KYC、AML 等方面的要求加以创新并适用于数字货币交易所，交易所也就

此踏上了“合规”之路。

以马耳他为率先尝试，各国纷纷开始着手制定相关政策，比如美国纽约州的

“bitlicense”成为美国境内交易所的重要资质之一；瑞士的加密谷和白俄罗斯的

Decree No.8 则为欧洲行业参与者提供了选择；菲律宾、柬埔寨作为亚洲对数字

货币持开放态度的国家，已经尝试颁发了数张牌照。各国以各种政策利好吸引着

包括交易所在内的整个区块链行业在本地生根，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但值得注

意的是，数字货币的高流通性决定了区块链行业面临的是全球合规的问题，一国

的认可不足以保障交易所的全球性风险，唯有合规运行才是最重要的。

六、声音：监管层的那些信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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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其他国家敞开怀抱的态度不同的是，大洋两端的中国和美国在面对区块链和数

字货币时仍是克制的。对区块链和数字货币监管最为关注的机构，在美国是 SEC，

在中国则是央行。比如 SEC 主席 Jay Clayton 曾在今年 6 月的“投资美国：亚特兰

大市政厅会议”的公开论坛上肯定了区块链的技术前景，但也明确表示代币发行

是一种证券发行；后又在一个月后的 CNBC 采访中认为比特币具备货币属性，

而非证券。9 月，在国会山的数字货币主题讨论会上，Jay 拒绝更新证券法标准

以适用于数字货币，因此收到了十多名国会议员的联名信，要求 SEC 表明监管

态度，而 Jay 尚未明确回应。

反观中国境内，央行货币金银局局长王信于今年 4 月发表了《切实加强虚拟货币

监管 牢牢维护国家货币发行权》一文，明确虚拟货币包括加密货币和互联网积

分，二者均不具备法定货币属性，更提出了未来仍要打击以虚拟货币为名的违法

犯罪活动，即便是企业发行的互联网积分，也要谨遵“禁止挂钩人民币、不能跨

平台使用、不能附加利息”的“三条底线”。尽管这些官员的发声不具备法规一样

的执行力，但其作为政策制定者以及行业监管者所表明的态度确是每一个行业参

与者都应该关注的。

中国目前 64 个部委均对区块链从不同维度上进行着监管，其中比较活跃的是央

行、证监会、银保监会、工信部、国家工商总局、公安部。此外，网信办、互联

网金融风险专项整治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以及互金协会也一直关注着区块链行

业的风险；也许未来国税总局以及外管局会从税收以及外汇的角度对区块链制订

新的法规。

七、发展：稳定币获准发行

就在 SEC 的态度仍然暧昧之时，纽约金融服务局（即“NYDFS”）却突破性的批

准了两种与美元 1:1 锚定的 Token，即 Gemini Dollar（GUSD）和 Paxos Standard

（PAX），将美国在区块链和数字货币方面的监管进程往前推进了一大步。Token

本身所具备的剧烈价格浮动使其很难突破 utility 或 security 的范围而成为稳定的

currency。但通过与美元——全球广泛接受和流通的法币进行锚定，稳定币将具

备“一般等价物”的性质。不同于广受质疑的 USDT，GUSD 和 PAX 获得了 NYDFS

的批准，并通过银行、保险、审计等第三方服务机构不断增信，从而将成为数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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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产交易媒介的优先选择。

从本次 GUSD 和 PAX 的发行来看，稳定币需要锚定特定种类的法币，并通过监

管机构的背书实现中心化发行（这也是货币发行的应有之义），选取合适的第三

方存管或审计机构也能够保证其运营和保管的安全。最重要的是，“稳定币”发行

数量需要与存量法币挂钩，不可超发虚发；除此之外，还要遵守 NYDFS 关于 KYC

和 AML 的一系列监管要求。但是，正如我们反复强调的，区块链和数字货币的

合规是全球性的，从近期来看，GUSD 从“稳定币”走向“数字法币”仍道阻且长；

从远期来看，其在跨国交易中所可能产生的外汇、税务等一系列问题也不容小觑。

八、探索：比特币 ETF“未来可期”

尽管数字货币的热度不断攀升，相比整个金融世界，它却似乎只是沧海一粟。自

年初开始，汇丰银行就开始了有关消费者是否理解金融技术的调查，而最终统计

的报告显示 59%的受访从未听说过区块链技术。无独有偶，传统投资机构对数字

货币也仍旧持有保守态度，而比特币 ETF 恰在此时以破冰者的姿态出现了。ETF，

即 Exchange Traded Funds（交易所交易基金），是一种份额可在证券交易所直接

交易的指数基金，通过对标底层资产，ETF 能够与资产实现同向而动，直接反映

损益，达到“被动管理”的目的。目前已有将黄金等大宗商品作为指数的 ETF，比

特币作为数字货币历史最悠久的收藏和投资型代币，也同样具备成为指数的价值。

但是，自 2014 年 Winklevoss 兄弟的首次比特币 ETF 申请以来，SEC 已经驳回

了数只比特币 ETF 的申请。即便是被认为最有希望通过的 VanEck-SolidX 也在

SEC 的反复推迟后最终铩羽而归。究其原因，是 SEC 对包含估值在内的一系列

监管风险的担忧。尽管如此，随着整个数字货币市场的不断壮大，传统机构和一

般投资人的入场意愿将越来越强，而比特币 ETF 恰是这把关键钥匙。不难想象，

当监管政策和经济活动本身都足够成熟的时候，比特币 ETF 的通过是可以期待

的，而它也将为数字货币行业带来新一轮的繁荣。

九、突破：STO 的“独辟蹊径”

区块链世界的创新迭代速度让人目不暇接，紧接着稳定币，Security Token 

Offerings（STO）又为疲软的熊市带来了新的讨论焦点。据报道，2018 年 10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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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日，tZERO 完成了 STO，也生成了 tZERO 通证。tZERO 是最早在以太坊区块

链上对优先股进行 STO 的项目之一。此次 STO 操作依据《美国证券法》的

regulation D 506 (c)和 regulation S 条例获得注册登记豁免，可针对全球公民。

tZERO 对其所有投资者进行了 KYC、AML 核实，并主动依规向 SEC 发起了申

报。但其实这种主动寻求合规监管的方式早在 telegram 发行代币时便已有尝试。

值得注意的是，如果发行方承诺只向合格的投资者出售代币，发行方需要对任何

特定时间持有其代币者的资质进行监控。因此此类代币目前很难在交易所进行公

开交易。不过 STO 的出现仍然是极具突破性的，自 the DAO 之后，发行方苦思

冥想技术应用、场景落地，以证明自己是 utility token 从而规避证券监管。STO

的出现无疑是一种更为积极的方式，通过更高的 KYC、AML 标准来主动选择更

理性的投资者。

十、思考：下一个十年，比特币和区块链会走到哪里

经过十年的发展，区块链行业不断“大浪淘沙”，最终留下了具备技术水平和合规

思维的从业者。各国监管机构在不断亮明“底牌”的同时，也在积累跬步，探索着

新的政策思路。比如近期央行数字货币研究所的成立和海南自贸区的尝试，就不

失为一种积极的信号。

除了上层监管的不断完善之外，市场参与者也前赴后继加入了这一浪潮，腾讯、

阿里在内的 BAT 企业提交了多项区块链专利，而诸如比特大陆、火币之类的行

业领头羊也开始了壮大之路。10 月 26 日，Coinbase 证实正在筹备 5 亿美元的

IPO，而其对估值的三缄其口也给大众留下了不小的想象空间。在这一个十年的

节点，不论国内国外，区块链行业在刺破了泡沫之后都进入了更加合规和更多创

新的时代，而这也许就意味着这个行业最好的时代的到来。

十一、结语

It was the best of times, it was the worst of times. 站在十年的交叉路口回顾，从点

对点到智能合约，从去中心化到社区自治，肇始于比特币的一场技术革命经过十

年的沉浮，带给我们的是新的组织形式和金融哲学的迷思。在过去的十年中，比

特币经历了数次被盗之“乱”，挺过了分叉和下行之“痛”，伴随整个区块链行业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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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了几次“牛”、“熊”，如今呈现出越发平稳的趋势。早期的参与者在监管和市场

的冲刷中不断去其糟粕，而更多的投资者也在摩拳擦掌，陆续进场。在探索中曲

折前进一直是这个行业的发展特点，在区块链行业能走到最后的人，一定是商业

逻辑和法律逻辑高度统一的人，唯有如此，才能适应复杂的全球监管动态。如果

说这一个十年，比特币牵引着区块链行业走过了数度的山重水复，在下一个十年，

相信它最终会柳暗花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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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方式：1881 177 7359

E-mail: yinxia.sun@meritsandtree.com

于思洋 北京植德律师事务所

业务领域：区块链、基金

毕业院校：中国政法大学

联系方式：1851 819 5591

E-mail: siyang.yu@meritsandtree.com

周泱 北京植德律师事务所

业务领域：区块链、基金

毕业院校：西南政法大学

联系方式：1807 935 2397

E-mail: yang.zhou@meritsandtree.com

董芊 北京植德律师事务所

业务领域：区块链、基金

毕业院校：中国人民大学

联系方式：1891 019 8717 

E-mail: qian.dong@meritsandtreee.com

贾莉莉 北京植德律师事务所

业务领域：区块链、基金

毕业院校：中国政法大学

联系方式：1881 067 2300

E-mail: lili.jia@meritsandtree.com

mailto:yinxia.sun@meritsandtree.com
tel:010565009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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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植德律师事务所区块链项目业绩

植德在区块链项目方面不断探索并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植德以其在这些项目

的结构设计以及全程服务中表现出的专业性和创造性，有效地维护了客户的权益，

受到了客户的高度评价。以下是植德及其律师在区块链项目方面的部分业绩：

 为比特大陆提供法律服务（包括但不限于境外项目投资、审阅谈判 SAFT 以

及 STO 培训）；

 为 ViaBTC 矿池提供法律服务；

 为 Litex 公链提供法律服务；

 为 FCoin 交易所提供法律服务；

 为世界最大的云挖矿公司 Genesis Mining 提供法律服务；

 为美国数字资产量化基金 Virgil 提供法律服务；

 为新加坡交易所 IMX 提供合规法律服务；

 为以太雾提供法律服务；

 为 BCV 提供法律服务；

 为 UIP 提供法律服务；

 与 Circle 中国区负责人一起为红杉资本提供有关区块链投资法律风险的培训；

 代表投资人在开曼设立数字货币投资基金；

 代表某破发项目提供区块链之后的合规服务，包括但不限于与投资者谈判，

讨论合规方案；

 代表两个公司与某著名投资人就私募以及交易所交易进行谈判；

 代表某上市公司就其子公司的 IMO 模式提供合规建议；

 代表某国际投资机构投资数字货币交易所；

 代表多个美元基金投资区块链项目；

 为 DFund 提供法律服务； 

 与前美国 SEC 官员、日本区块链律师、新加坡区块链律师保持紧密合作关

系。

王伟律师作为北京植德律师事务所投资基金领域的领军律师，曾带领该所获

得“2018 年 Legal Band 中国顶级律所排行榜 投资基金领域：第一梯队”的荣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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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本人获得“2018 年 Legal Band 中国顶级律师排行榜 投资基金领域：第二梯队”

及“2018 年 Legal Band 特别推荐榜 新经济领域 Top 10 律师”的荣誉。在新经济

领域，王伟律师领衔撰写发布的《区块链合规白皮书 1.0》和《区块链合规白皮

书 2.0》获得了业内的广泛认可和阅读。



www.meritsandtree.com

北京植德律师事务所区块链项目服务范围

1. 区块链行业企业合规服务

 境内及境外架构搭建和设立地选择；

 牌照及资质申请；

 对业务拓展方案进行合规审查并提供合规建议；

 起草一系列内部控制规则，包括用户协议和隐私协议，合作协议，技术开发

协议，信息及数据保护制度，整体合规指引等；

 为生态协作、商业模式等提供咨询建议；

 其他中国法下法律咨询服务；

 协调境外特定司法区域的律师共同合作。

2. 区块链行业企业投融资服务

 对目标公司进行尽职调查，出具《重大问题摘要》及《法律尽职调查报告》；

 起草、修改投资交易文件，包括但不限于 SAFT、投资协议、股东协议及附

属文件；

 代表客户就项目进行谈判；

 与投融资项目有关的其他法律事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