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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块链金融监管与治理新维度
吴吴 桐桐11 李李 铭铭22

[[内容摘要内容摘要]]区块链具有成为数字金融底层技术的潜力区块链具有成为数字金融底层技术的潜力，，各国实践者正积极探索区块链金融应用的创新与各国实践者正积极探索区块链金融应用的创新与

落地落地。。同时同时,,区块链也成为金融监管层亟须加强监管能力与治理能力的新领域区块链也成为金融监管层亟须加强监管能力与治理能力的新领域。。本文从区块链与互联网的本文从区块链与互联网的

异同和对应的监管措施出发异同和对应的监管措施出发，，识别出现行区块链金融监管治理框架在技术层面识别出现行区块链金融监管治理框架在技术层面、、法律层面和全球协同治法律层面和全球协同治

理层面的局限性理层面的局限性，，从不同维度分析了区块链金融监管治理需求从不同维度分析了区块链金融监管治理需求，，并以监管沙盒为切入点并以监管沙盒为切入点，，探讨了区块链探讨了区块链

金融监管框架的完善路径和区块链在监管科技中的重要作用金融监管框架的完善路径和区块链在监管科技中的重要作用。。基于此基于此，，本文认为我国应在面向区块链多本文认为我国应在面向区块链多

维治理需求的基础上建立完善区块链金融监管治理体系维治理需求的基础上建立完善区块链金融监管治理体系，，大力发展以区块链为核心技术的监管科技大力发展以区块链为核心技术的监管科技，，在在

提高审慎监管能力的同时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中国区块链产品提高审慎监管能力的同时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中国区块链产品，，逐步提高区块链的国际话语权和规则逐步提高区块链的国际话语权和规则

制定权制定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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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引引 言言

区块链技术本质上是一种新型的分布式账本区块链技术本质上是一种新型的分布式账本，，对分布式网络中点对点之间的信息传输记对分布式网络中点对点之间的信息传输记

账并进行加密确权账并进行加密确权。。链上数据记录过去所有的交易信息和其他相关信息链上数据记录过去所有的交易信息和其他相关信息，，这些信息被封装在这些信息被封装在

一串使用非对称加密方法产生的数据块中一串使用非对称加密方法产生的数据块中，，时间戳机制保证数据块按顺序连接成链时间戳机制保证数据块按顺序连接成链。。区块链区块链

诞生之初是作为比特币的底层技术诞生之初是作为比特币的底层技术，，之后由于有助于消除信息不对称之后由于有助于消除信息不对称、、提高价值传输效率提高价值传输效率、、

减少人为干预程度减少人为干预程度、、提高分配公平程度等被推广到包括支付提高分配公平程度等被推广到包括支付、、结算结算、、票据票据、、证券证券、、征信等在征信等在

内的金融领域中内的金融领域中，，银行银行、、券商券商、、保险公司和科技企业等也纷纷利用区块链进行业务改造保险公司和科技企业等也纷纷利用区块链进行业务改造，，以以

期提高金融效率期提高金融效率、、降低金融风险降低金融风险。。20192019年年1010月月2424日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

八次集体学习时强调八次集体学习时强调，，加快推动区块链技术和产业创新发展加快推动区块链技术和产业创新发展。。

区块链分布式记账和点对点传输的技术特性能够构建可信的交易环境区块链分布式记账和点对点传输的技术特性能够构建可信的交易环境，，有效缓解信息不有效缓解信息不

对称对称，，智能合约的发展更是为开放式金融的发展奠定了基础智能合约的发展更是为开放式金融的发展奠定了基础。。一方面一方面，，区块链基于共识机制区块链基于共识机制

和密码算法和密码算法，，通过全网信息广播通过全网信息广播、、时间戳时间戳、、交易签名等方式交易签名等方式，，使得记录数据成为全网一致信使得记录数据成为全网一致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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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息，，具备了难以更改和不可逆性具备了难以更改和不可逆性，，最大程度增加了信息造假的机会成本最大程度增加了信息造假的机会成本；；另一方面另一方面，，智能合智能合

约使得交易各方的规则共识形成内置代码约使得交易各方的规则共识形成内置代码，，链上数据发生条件触发后自动执行约定规则链上数据发生条件触发后自动执行约定规则，，提提

前锁定交易过程中单方面行为偏差前锁定交易过程中单方面行为偏差，，解决现实中普遍存在的解决现实中普遍存在的““囚徒困境囚徒困境”，”，使得数据具备了使得数据具备了

互联网所不具备的所有权价值属性互联网所不具备的所有权价值属性，，有望形成新一代价值互联网有望形成新一代价值互联网。。此外此外，，智能合约极大地提智能合约极大地提

高了金融的可编程性和自我运营能力高了金融的可编程性和自我运营能力，，金融功能的若干要件可通过代码的方式进行表达金融功能的若干要件可通过代码的方式进行表达，，并并

有望开启开放式有望开启开放式、、智能化金融的浪潮智能化金融的浪潮。。

近年来近年来，，国际主流金融机构和科技企业正在加速进入数字货币领域国际主流金融机构和科技企业正在加速进入数字货币领域，，高盛高盛、、洲际交易洲际交易

所所、、摩根大通摩根大通、、IBMIBM、、瑞银集团等巨头都纷纷布局瑞银集团等巨头都纷纷布局。。而将这一趋势引发全球关注的是而将这一趋势引发全球关注的是20192019年年66

月月FacebookFacebook发布的数字货币发布的数字货币LibraLibra白皮书白皮书。。LibraLibra白皮书中提出了建立一套基于区块链的无白皮书中提出了建立一套基于区块链的无

国界数字货币和为数十亿人服务的金融基础设施国界数字货币和为数十亿人服务的金融基础设施。。LibraLibra的宏大愿景一经提出便引起包括各的宏大愿景一经提出便引起包括各

国监管机构国监管机构、、国际金融组织国际金融组织、、科技企业和金融机构等方面的高度关注科技企业和金融机构等方面的高度关注，，其中对其中对LibraLibra持消极持消极

态度的原因主要在消费者保护态度的原因主要在消费者保护、、反洗钱反洗钱、、反恐怖主义融资反恐怖主义融资、、对主权法定货币的冲击等方面的对主权法定货币的冲击等方面的

潜在风险潜在风险。。[[11]]这也反映了当前全球范围内区块链金融治理的不足和缺失这也反映了当前全球范围内区块链金融治理的不足和缺失。。

除了数字货币和支付系统外除了数字货币和支付系统外，，各国创新者还将区块链应用于票据交易各国创新者还将区块链应用于票据交易、、贸易金融贸易金融、、证券证券

交易交易、、相互保险等业务相互保险等业务，，监管层对区块链的认知和监管措施也随着实践发展不断变化监管层对区块链的认知和监管措施也随着实践发展不断变化。。20192019

年年1010月月2424日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时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时指出，，要推进区块链在部门监管要推进区块链在部门监管

中的应用中的应用。。整体而言整体而言，，当前我国区块链监管基本延续了以平台和运营商为主要对象的互联网当前我国区块链监管基本延续了以平台和运营商为主要对象的互联网

监管模式监管模式，，将重心放在了链下将重心放在了链下，，对链上监管治理涉及较少对链上监管治理涉及较少，，以链治链具有巨大发展空间以链治链具有巨大发展空间。。同同

时时，，我国区块链金融仍然存在一刀切式管制我国区块链金融仍然存在一刀切式管制，，缺乏柔性沟通式的治理方法与手段缺乏柔性沟通式的治理方法与手段。。此外此外，，区区

块链不仅是被监管对象块链不仅是被监管对象，，也可以成为监管科技的底层技术和重要抓手也可以成为监管科技的底层技术和重要抓手，，区块链赋能监管科技区块链赋能监管科技

仍任重道远仍任重道远。。本文梳理了国内外区块链金融监管治理的措施和面临的挑战本文梳理了国内外区块链金融监管治理的措施和面临的挑战，，探析了监管沙盒探析了监管沙盒

机制与区块链金融监管的结合路径机制与区块链金融监管的结合路径，，并进一步讨论了区块链在监管科技中的运用和实践并进一步讨论了区块链在监管科技中的运用和实践，，以以

期形成健全完善的区块链监管与治理机制期形成健全完善的区块链监管与治理机制，，促进行业健康有序发展促进行业健康有序发展。。

二二、、区块链监管治理现状与挑战区块链监管治理现状与挑战

金融发展遵循金融发展遵循““创新—监管—再创新创新—监管—再创新””的历程的历程，，背后逻辑是效率和稳定的平衡与再平衡背后逻辑是效率和稳定的平衡与再平衡，，

表现为金融创新与监管创新的循环互动表现为金融创新与监管创新的循环互动。。区块链作为一种制度性技术区块链作为一种制度性技术，，使得新型合约和组织使得新型合约和组织

形式的出现成为可能形式的出现成为可能，，并有望成为数字化治理的基础设施并有望成为数字化治理的基础设施，，但因其涉及更加便捷的价值交换但因其涉及更加便捷的价值交换

与流转而易产生风险与流转而易产生风险。。[[22]]区块链按照数据结构和治理模式可分为公有链区块链按照数据结构和治理模式可分为公有链、、联盟链和私有链联盟链和私有链。。

公有链运行网络是去中心化的公有链运行网络是去中心化的，，在全球范围内广泛分布的网络节点中建立共享分类账在全球范围内广泛分布的网络节点中建立共享分类账，，

各节点存储的分类账目完全相同各节点存储的分类账目完全相同，，这与之前的监管对象具有一定区别这与之前的监管对象具有一定区别，，需要探索新的监管与需要探索新的监管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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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理方式治理方式；；联盟链的各个节点通常有与之对应的实体机构组织联盟链的各个节点通常有与之对应的实体机构组织，，通过授权后才能加入与退出通过授权后才能加入与退出

网络网络，，比较符合当前监管范式下的管制与规范比较符合当前监管范式下的管制与规范；；私有链与中心化组织无本质区别私有链与中心化组织无本质区别。。区块链监区块链监

管与治理面临的挑战主要体现在公有链层面管与治理面临的挑战主要体现在公有链层面。。区块链与互联网在技术和逻辑上具有一定传承区块链与互联网在技术和逻辑上具有一定传承

性性，，理解互联网监管和治理逻辑有助于建立健全区块链监管治理框架理解互联网监管和治理逻辑有助于建立健全区块链监管治理框架。。与此同时与此同时，，区块链与区块链与

互联网又具有显著区别互联网又具有显著区别，，仅按照互联网模式进行区块链监管治理存在巨大误区仅按照互联网模式进行区块链监管治理存在巨大误区。。

（（一一））区块链与互联网的内在联系区块链与互联网的内在联系

区块链从理念上延续了互联网时代的区块链从理念上延续了互联网时代的““密码朋克主义密码朋克主义”。”。作为密码朋克创始人之一的作为密码朋克创始人之一的

Timothy MayTimothy May在在19981998年曾就基于互联网日益增长和扩散的新型无政府主义提出警告年曾就基于互联网日益增长和扩散的新型无政府主义提出警告。。区块链区块链

在诞生过程中沿袭了在诞生过程中沿袭了““密码无政府主义密码无政府主义””的思想的思想，，诞生于诞生于2008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的比特币反年国际金融危机后的比特币反

映了其创始者映了其创始者Satoshi NakamotoSatoshi Nakamoto对中心化金融体系的不满和改进对中心化金融体系的不满和改进，，这是最早基于区块链的产这是最早基于区块链的产

品品，，也秉承了也秉承了““密码无政府主义密码无政府主义””的理念的理念：：宁愿个体承担相关风险宁愿个体承担相关风险，，也不愿行为和信息受到也不愿行为和信息受到

政府管控政府管控。。[[33]]例如例如，，将比特币发送到错误地址后将比特币发送到错误地址后，，就难以撤回交易就难以撤回交易。。同样同样，，如果在以太坊上部如果在以太坊上部

署的智能合约代码是错误的署的智能合约代码是错误的，，除非代码中有特定机制除非代码中有特定机制，，否则相关方无法撤销交易否则相关方无法撤销交易，，只能通过只能通过

反向交易或事后诉讼反向交易或事后诉讼。。

作为价值互联网作为价值互联网，，区块链与传统互联网具有一部分共性区块链与传统互联网具有一部分共性，，互联网的监管治理模式可以为互联网的监管治理模式可以为

区块链提供一定借鉴区块链提供一定借鉴。。在互联网诞生早期在互联网诞生早期，，同样引起了关于无政府主义和同样引起了关于无政府主义和““脱法脱法””概念的大概念的大

讨论讨论。。早在早在19961996年年，，JJ..PP..BarlowBarlow就认为就认为：：互联网将形成一个新的世界互联网将形成一个新的世界，，传统的传统的““财产财产”“”“表表

达达”“”“身份身份”“”“行为行为””等概念都需要重新定义等概念都需要重新定义，，相关的法律法规也不再适用相关的法律法规也不再适用，“，“网络公民网络公民””将将

摆脱中心化政府的控制摆脱中心化政府的控制，，并借助去中心化的网络实现自治并借助去中心化的网络实现自治。。但互联网历史证明了但互联网历史证明了BarlowBarlow的设的设

想不过是一厢情愿想不过是一厢情愿，，除了用户端的体验更加便捷之外除了用户端的体验更加便捷之外，，服务商服务商、、应用商店以及云计算平台的应用商店以及云计算平台的

出现出现，，反而推动形成了一个更加中心化的网络反而推动形成了一个更加中心化的网络，，少数几家公司便垄断了大部分信息的分发和少数几家公司便垄断了大部分信息的分发和

网络交易网络交易。。现在互联网无政府主义已得到很大程度控制现在互联网无政府主义已得到很大程度控制，，政府监管重点是本法律辖区的互联政府监管重点是本法律辖区的互联

网服务提供商和提供互联网基础服务的大型中介机构网服务提供商和提供互联网基础服务的大型中介机构，，并授权这些机构维护互联网秩序并授权这些机构维护互联网秩序。。[[44]]互互

联网本质上也成了政府进行社会管理的工具联网本质上也成了政府进行社会管理的工具，，这对区块链的监管和治理具有一定借鉴意义这对区块链的监管和治理具有一定借鉴意义。。

（（二二））现有区块链监管和治理实践现有区块链监管和治理实践

我国当前对区块链的监管逻辑仍然是沿用互联网模式我国当前对区块链的监管逻辑仍然是沿用互联网模式，，以对相关区块链平台进行分业监以对相关区块链平台进行分业监

管为主要形式管为主要形式。。以数字货币监管为例以数字货币监管为例，，数字货币交易平台并未完全实现去中心化数字货币交易平台并未完全实现去中心化，，反而中心反而中心

化程度较传统金融更甚化程度较传统金融更甚，，数字货币交易平台在职能上相当于股票市场的交易所数字货币交易平台在职能上相当于股票市场的交易所、、公募基金公募基金、、

证券公司以及财经媒体等的职能之和证券公司以及财经媒体等的职能之和。。投资者相关的投资行为主要基于对交易平台的信任投资者相关的投资行为主要基于对交易平台的信任，，

但当前缺乏对中心化交易平台的监管但当前缺乏对中心化交易平台的监管，，导致其信任机制难以真正确立导致其信任机制难以真正确立。。鉴于潜在的金融风鉴于潜在的金融风

险险，，20172017年年99月中国人民银行等七部委发布了月中国人民银行等七部委发布了《《关于防范代币发行融资风险的公告关于防范代币发行融资风险的公告》，》，禁止了禁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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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次代币发行首次代币发行（（ICOICO））和数字货币交易平台运营和数字货币交易平台运营，，此后火币网此后火币网、、OKexOKex等相继退出中国等相继退出中国。。我国我国

数字货币和区块链金融监管政策在主流经济体中是最为严格和审慎的数字货币和区块链金融监管政策在主流经济体中是最为严格和审慎的。。

美国与我国整体监管思路相似美国与我国整体监管思路相似，，都是将数字货币交易平台等中心化运营节点作为被监管都是将数字货币交易平台等中心化运营节点作为被监管

对象对象。。不同的是不同的是，，美国将其纳入传统金融监管框架美国将其纳入传统金融监管框架，，并尝试开展基于数字金融的衍生品交并尝试开展基于数字金融的衍生品交

易易。。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SECSEC））相继在相继在20182018年年33月和月和1111月发布了月发布了《《关于可能违法的数字资关于可能违法的数字资

产交易平台的声明产交易平台的声明》》和和《《数字资产证券发行与交易声明数字资产证券发行与交易声明》，》，确认数字资产属于数字资产证券确认数字资产属于数字资产证券

范畴范畴，，发行和交易平台须在发行和交易平台须在SECSEC注册或获取牌照注册或获取牌照。。成立于成立于20122012年的年的CoinbaseCoinbase通过了纽约金融通过了纽约金融

服务部门服务部门（（NYDFSNYDFS））的比特币交易牌照申请的比特币交易牌照申请，，成为美国首家获得正规从业资格的数字货币交成为美国首家获得正规从业资格的数字货币交

易所易所，，并获得多个州监管机构的合法牌照并获得多个州监管机构的合法牌照。。在数字货币衍生品监管方面在数字货币衍生品监管方面，，美国商品期货交易美国商品期货交易

委员会委员会((CFTCCFTC))将比特币等数字货币认定为大宗商品将比特币等数字货币认定为大宗商品，，并声明其监管对象包括标的为比特币的并声明其监管对象包括标的为比特币的

欺诈操纵等行为以及与比特币等直接挂钩的大宗商品期货交易欺诈操纵等行为以及与比特币等直接挂钩的大宗商品期货交易。。同时同时，，CFTCCFTC倾向于赋予交易倾向于赋予交易

所一定程度的自主权所一定程度的自主权，，芝加哥商品交易所芝加哥商品交易所（（CMECME））和芝加哥期权交易所和芝加哥期权交易所（（CBOECBOE））也在也在20172017年年

1212月相继推出现金结算比特币期货交易月相继推出现金结算比特币期货交易。。20192019年年11月月，，纽约证券交易所母公司洲际交易所纽约证券交易所母公司洲际交易所

（（ICEICE））创建了加密货币交易所创建了加密货币交易所BakktBakkt，，并于并于77月开始测试实物结算比特币期货月开始测试实物结算比特币期货。。

图图11 TCP/IPTCP/IP协议层级与区块链关系协议层级与区块链关系

就全球区块链监管实践而言就全球区块链监管实践而言，，监管对象主要为围绕相关区块链平台开展业务的两类群监管对象主要为围绕相关区块链平台开展业务的两类群

体体：：第一类是相关区块链平台以及平台商品和服务提供商第一类是相关区块链平台以及平台商品和服务提供商，，包括提供数字货币兑换包括提供数字货币兑换、、交易和交易和

传输的平台以及涉及数字货币支付的商品或服务提供商传输的平台以及涉及数字货币支付的商品或服务提供商。。第二类是相关区块链平台的使用第二类是相关区块链平台的使用

者者，，包括数字货币交易者包括数字货币交易者、、数字货币衍生工具做市商数字货币衍生工具做市商、、兑换者和数字货币收付者兑换者和数字货币收付者，，对于消费对于消费

领域相关参与者的数字货币使用则监管较松领域相关参与者的数字货币使用则监管较松。。可以预见可以预见，，当区块链应用进一步推广时当区块链应用进一步推广时，，很可很可

能加入包括互联网服务提供商能加入包括互联网服务提供商、、搜索引擎搜索引擎、、软件开发商软件开发商、、硬件厂商在内的区块链平台服务提硬件厂商在内的区块链平台服务提

供机构作为第三类被监管对象供机构作为第三类被监管对象。。[[55]]但区块链的监管治理的内涵和外延远远超过对相关平台的管但区块链的监管治理的内涵和外延远远超过对相关平台的管

制制，，当前区块链在银行当前区块链在银行、、证券证券、、信托和保险等细分领域的实践正在逐步展开信托和保险等细分领域的实践正在逐步展开，，覆盖面远超这覆盖面远超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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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平台些平台。。此外此外，，对区块链进行监管在技术上可能难以实现对区块链进行监管在技术上可能难以实现，，很多区块链项目的商业实体并不很多区块链项目的商业实体并不

是以公司形式存在的是以公司形式存在的，，而是以一种新型的去中心化自治组织而是以一种新型的去中心化自治组织（（DAODAO））的形式存在的形式存在。。DAODAO与传统与传统

的公司制的区别主要在于的公司制的区别主要在于：：第一第一，，不需要在某一司法辖区进行注册不需要在某一司法辖区进行注册，，可能无法找到其运营实可能无法找到其运营实

体体，，组织架构是分布式的组织架构是分布式的；；第二第二，，DAODAO不存在负债不存在负债，，其资产即为所有者权益其资产即为所有者权益。。这都影响相关这都影响相关

金融风险的形成与演化金融风险的形成与演化，，并对区块链监管与治理提出了不同程度的挑战并对区块链监管与治理提出了不同程度的挑战。。

（（三三））区块链的多维治理需求区块链的多维治理需求

基于公共管理需要基于公共管理需要，，建立区块链技术提供方的注册和备案制度延续了互联网治理的监督建立区块链技术提供方的注册和备案制度延续了互联网治理的监督

方式方式，，通过行政备案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起到规范区块链行业发展的作用通过行政备案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起到规范区块链行业发展的作用，，在区块链治理的早在区块链治理的早

期是必不可少的期是必不可少的。。中国监管层在这一方面走在了世界前列中国监管层在这一方面走在了世界前列。。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于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于20192019年年

22月发布了月发布了《《区块链信息服务管理规定区块链信息服务管理规定》，》，依法组织开展相关备案审核工作依法组织开展相关备案审核工作，，并在并在33月份公布月份公布

了第一批共了第一批共197197个区块链信息服务名称及备案编号个区块链信息服务名称及备案编号。。但互联网模式对区块链合规借鉴有限但互联网模式对区块链合规借鉴有限，，

区块链监管治理完全照搬互联网是行不通的区块链监管治理完全照搬互联网是行不通的，，需要实现在技术需要实现在技术、、法律法律、、政策协同等维度下的政策协同等维度下的

探索与推进探索与推进。。

11..技术治理需求技术治理需求。。照搬互联网模式对区块链进行监管在技术上存在误区照搬互联网模式对区块链进行监管在技术上存在误区。。互联网之所以互联网之所以

能被管制能被管制，，在于其数据结构并不是完全分布式在于其数据结构并不是完全分布式，，存在中心化的控制节点存在中心化的控制节点，，这些节点的运营商这些节点的运营商

通常位于特定实体空间通常位于特定实体空间，，在特定国家管辖范围内运作在特定国家管辖范围内运作，，政府可通过监管运营商来施加影响政府可通过监管运营商来施加影响。。[[66]]

参照这种模式对私有链和联盟链进行监管尚可参照这种模式对私有链和联盟链进行监管尚可，，对公有链则是远远不够的对公有链则是远远不够的。。由于联盟链由于联盟链、、私私

有链均受直接控制有链均受直接控制，，也被称为许可区块链也被称为许可区块链，，其参与主体有限其参与主体有限，，须经授权才能成为记账节点须经授权才能成为记账节点，，

透明度较差透明度较差，，甚至可以不公开甚至可以不公开，，其中代表性项目如其中代表性项目如RR33的的CordaCorda。。而公有链上每个主体作为记而公有链上每个主体作为记

账节点可自由进出账节点可自由进出，，主体范围不确定主体范围不确定，，匿名性强匿名性强，，共识由每个节点验证完成共识由每个节点验证完成，，区块数据透明区块数据透明

度高度高，，也被称为非许可链也被称为非许可链。。借助去中心化的点对点网络借助去中心化的点对点网络，，公有链可实现自我运营公有链可实现自我运营，，更加独立更加独立

于传统的中心化中介机构于传统的中心化中介机构。。此外此外，，相比于中心化机构部署的代码相比于中心化机构部署的代码，，区块链代码运行更加刚区块链代码运行更加刚

性性，，修改难度更大修改难度更大。。[[77]]

除分布式特点外除分布式特点外，，公有链的匿名性也增加了监管难度公有链的匿名性也增加了监管难度，，在公有链中各参与节点的身份并在公有链中各参与节点的身份并

非真名实姓非真名实姓，，而是一串数字代码而是一串数字代码。。在区块链价值传输中在区块链价值传输中，，基于隐私权保护的要求基于隐私权保护的要求，，更受关注更受关注

的是交易的实际内容的是交易的实际内容，，而对交易参与者真实身份可能会缺乏关注而对交易参与者真实身份可能会缺乏关注。。尽管当前一些数字货币交尽管当前一些数字货币交

易平台和去中心化应用易平台和去中心化应用（（DAPPDAPP））开启了客户身份认证开启了客户身份认证，，但通过他人身份信息进行注册和交易但通过他人身份信息进行注册和交易

的行为仍层出不穷的行为仍层出不穷，，这增加了监管的难度这增加了监管的难度。。

22..法律治理需求法律治理需求。。当互联网开始快速发展时当互联网开始快速发展时，，David JohnsonDavid Johnson在研究这一新型分布式通在研究这一新型分布式通

信网络后判断信网络后判断，，互联网会动摇当时基于地理边界的法律体系的现实可行性和合法性互联网会动摇当时基于地理边界的法律体系的现实可行性和合法性，，政府通政府通

过法律确认基本权利过法律确认基本权利、、建立市场规则以及管理社会活动的能力会被削弱建立市场规则以及管理社会活动的能力会被削弱。。[[88]]这一判断的逻辑在这一判断的逻辑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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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于，，法律和政策天然地具有地域性法律和政策天然地具有地域性，，只能在特定地域实行只能在特定地域实行；；而互联网则不同而互联网则不同，，它不受单一主它不受单一主

体支配体支配，，并且跨越多个司法辖区并且跨越多个司法辖区，，会面临不同国家法律政策的适用性问题会面临不同国家法律政策的适用性问题。。这种判断后来被这种判断后来被

事实证明是错误的事实证明是错误的，，当年对互联网的论断与当前对区块链的论断具有相似性当年对互联网的论断与当前对区块链的论断具有相似性，，这些论断是否这些论断是否

正确有待检验正确有待检验，，但毫无疑问区块链强化了法律治理需求但毫无疑问区块链强化了法律治理需求。。

公有链中全网记账弱化了法律辖区概念公有链中全网记账弱化了法律辖区概念，，并对不同国家的法律政策构成挑战并对不同国家的法律政策构成挑战。。数字货币数字货币

的资金跨境流动与主权国家资本管制政策具有矛盾和冲突的资金跨境流动与主权国家资本管制政策具有矛盾和冲突，，并被用于欺诈并被用于欺诈、、洗钱洗钱、、非法集非法集

资资、、恐怖融资以及其他非法活动恐怖融资以及其他非法活动。。[[99]]这也是各国监管部门质疑这也是各国监管部门质疑LibraLibra的重要原因的重要原因。。此外此外，，区块区块

链也被广泛地应用在在线赌博和电子商务等领域链也被广泛地应用在在线赌博和电子商务等领域。。在线赌博依据智能合约设定的标准高度自在线赌博依据智能合约设定的标准高度自

动化地运营动化地运营，，不受相关机构的监管不受相关机构的监管。。而诸如而诸如““丝绸之路丝绸之路””等暗网也将比特币等数字货币作为等暗网也将比特币等数字货币作为

支付和结算货币支付和结算货币，，其交易标的多为军火其交易标的多为军火、、毒品毒品、、药物药物。。而一些区块链商业主体也采用数字货而一些区块链商业主体也采用数字货

币进行避税币进行避税，，这同样利用了当前税法没有涉及数字货币的漏洞这同样利用了当前税法没有涉及数字货币的漏洞。。

尽管一些大数据公司可采用交易图分析法和可比较示踪技术等方式来对抗区块链的匿名尽管一些大数据公司可采用交易图分析法和可比较示踪技术等方式来对抗区块链的匿名

性性，，但随着区块链技术发展但随着区块链技术发展，，一些新的增加匿名方式和共识也在出现一些新的增加匿名方式和共识也在出现：：混币技术可以混合和混币技术可以混合和

打乱比特币的交易记录来掩盖当事人身份打乱比特币的交易记录来掩盖当事人身份，，ZcashZcash和和MoneroMonero通过使用诸如零知识证明和换签通过使用诸如零知识证明和换签

名等高级加密技术来隐藏区块链网络中交易数字货币的来源名等高级加密技术来隐藏区块链网络中交易数字货币的来源、、目标和交易数量目标和交易数量。。这些混合加这些混合加

密技术增加了数字货币持有者的匿名性密技术增加了数字货币持有者的匿名性，，使得其所有者及变更追踪变得极为困难使得其所有者及变更追踪变得极为困难。。

此外此外，，区块链对自治系统的推动也将持续挑战主权体系区块链对自治系统的推动也将持续挑战主权体系。。区块链由软件协议和基于代码区块链由软件协议和基于代码

的规则自动执行的规则自动执行，，借助配套智能合约可实现高度自治借助配套智能合约可实现高度自治，，并具有日益独立于中心化机构的倾并具有日益独立于中心化机构的倾

向向。。程序运行仅依靠代码程序运行仅依靠代码，，不再将法律作为行为规则准绳不再将法律作为行为规则准绳，，这与法律体系产生冲突并增大相这与法律体系产生冲突并增大相

关风险关风险。。各主体的行为准则不再遵从法治各主体的行为准则不再遵从法治，，而是逐渐遵从而是逐渐遵从““代码之治代码之治”。”。如何将法治和如何将法治和““代代

码之治码之治””结合起来是互联网时代就已提出的重大命题结合起来是互联网时代就已提出的重大命题，，而在区块链时代这一命题需要一个非而在区块链时代这一命题需要一个非

常明确的回答常明确的回答。。

33..全球协同治理需求全球协同治理需求。。多数公有链由跨越国界的全球开发者社区组成多数公有链由跨越国界的全球开发者社区组成，，辖区分割式的监辖区分割式的监

管治理模式难以应对区块链带来的挑战管治理模式难以应对区块链带来的挑战。。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IMF）、）、世界银行世界银行（（WBWB）、）、金融金融

稳定委员会稳定委员会（（FSBFSB））等国际金融组织近年来开始关注加密货币带来的风险并研究如何对区块等国际金融组织近年来开始关注加密货币带来的风险并研究如何对区块

链产生的金融风险进行监测防范链产生的金融风险进行监测防范。。20182018年年77月月，，包括澳大利亚在内的五国税务机关和情报机包括澳大利亚在内的五国税务机关和情报机

关成立关成立““全球税务执法联合主席全球税务执法联合主席（（JJ55）”，）”，通过情报联盟打击数字货币跨境金融犯罪通过情报联盟打击数字货币跨境金融犯罪，，这是这是

针对数字货币的税务滥用问题的首次全球监管合作针对数字货币的税务滥用问题的首次全球监管合作。。20192019年年44月月，，IMFIMF和和WBWB推出基于私有链推出基于私有链

的加密货币的加密货币““Learning CoinLearning Coin”，”，以期更好地了解区块链和加密货币以期更好地了解区块链和加密货币。。20192019年年55月金融行动特月金融行动特

别工作组别工作组（（FATFFATF））与虚拟货币的发行人与虚拟货币的发行人、、交易所交易所、、钱包及其他数字货币服务提供商等针对虚钱包及其他数字货币服务提供商等针对虚

拟货币服务和商业模式的规划拟货币服务和商业模式的规划、、适用虚拟货币转移的具体监管措施等进行讨论适用虚拟货币转移的具体监管措施等进行讨论。。自自20182018年来年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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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G2020也增加了对区块链金融事项的讨论也增加了对区块链金融事项的讨论，，主要涉及加密货币监管主要涉及加密货币监管、、对加密货币征税对加密货币征税、、如何防如何防

控加密货币带来的金融风险以及如何利用区块链对金融体系进行改造控加密货币带来的金融风险以及如何利用区块链对金融体系进行改造。。20192019年年66月月，，日本福日本福

冈峰会上冈峰会上GG2020发表联合声明发表联合声明，，支持支持FATFFATF在加密货币资产监管方面的标准制定在加密货币资产监管方面的标准制定。。

区块链金融监管并非一国之力所能完成区块链金融监管并非一国之力所能完成，，需要全球协同监管和治理需要全球协同监管和治理。。在在20172017年我国禁止年我国禁止

ICOICO后后，，大量大量ICOICO项目和数字货币交易平台选择项目和数字货币交易平台选择““出海出海”，”，进入监管相对友好的国家进入监管相对友好的国家。。但这些但这些

组织和机构仍有相当比例的消费者是中国居民组织和机构仍有相当比例的消费者是中国居民，，一刀切的管制政策实际效果有限一刀切的管制政策实际效果有限。。而而LibraLibra

推出后可在全球不同的数字钱包中使用推出后可在全球不同的数字钱包中使用，，会对主权国家的法币产生冲击并影响金融稳定会对主权国家的法币产生冲击并影响金融稳定，，其其

应用场景和入口更加复杂应用场景和入口更加复杂，，单一国家的监管政策难以奏效单一国家的监管政策难以奏效，，因而建立全球监管治理架构非常因而建立全球监管治理架构非常

重要重要。。

三三、、监管沙盒成为区块链治理的重要探索途径监管沙盒成为区块链治理的重要探索途径

为在有效防控风险的前提下鼓励金融科技创新为在有效防控风险的前提下鼓励金融科技创新，，20162016年年55月英国金融行为监管局月英国金融行为监管局（（FCAFCA））

启动了启动了““监管沙盒监管沙盒”，”，其后新加坡其后新加坡、、澳大利亚等国金融监管部门也相继开始监管沙盒计划或澳大利亚等国金融监管部门也相继开始监管沙盒计划或

提出相近的监管措施提出相近的监管措施。。监管沙盒的本质是为企业可测试其创新产品监管沙盒的本质是为企业可测试其创新产品、、服务服务、、商业模式和交付商业模式和交付

机制提供机制提供““安全空间安全空间”，”，在该空间内企业创新的相关活动接受有限授权下的放松监管在该空间内企业创新的相关活动接受有限授权下的放松监管。。

监管沙盒同样适用于区块链金融监管治理监管沙盒同样适用于区块链金融监管治理，，在当前风险不确定性较大的情况下在当前风险不确定性较大的情况下，，监管沙监管沙

盒成为区块链监管治理的重要探索途径盒成为区块链监管治理的重要探索途径。。FCAFCA在在20152015年年1111月发布监管沙盒指引文件月发布监管沙盒指引文件，，公布进公布进

入监管沙盒的五项资格标准入监管沙盒的五项资格标准、、政策调整空间政策调整空间、、消费者保障等细节内容消费者保障等细节内容，，并于并于20162016年年55月正式月正式

开放监管沙盒测试报名开放监管沙盒测试报名。。截至截至20192019年年55月月，，FCAFCA已完成了五期监管沙盒测试招募已完成了五期监管沙盒测试招募，，共接受共接受118118

家企业进入沙箱测试家企业进入沙箱测试，，其中有其中有3434企业使用区块链技术实现其产品及服务创新企业使用区块链技术实现其产品及服务创新，，包括大型金融包括大型金融

机构的区块链项目机构的区块链项目，，例如伦敦证券交易所通过合作形式参与基于分布式账本技术的企业资本例如伦敦证券交易所通过合作形式参与基于分布式账本技术的企业资本

筹集创新测试筹集创新测试。。FCAFCA认为认为，，能够使金融消费者受益的技术创新是提高市场竞争活力的重要内能够使金融消费者受益的技术创新是提高市场竞争活力的重要内

容容，，监管沙盒作为一种沟通机制监管沙盒作为一种沟通机制，，能够帮助监管机构加深对创新商业模式和相关技术的理能够帮助监管机构加深对创新商业模式和相关技术的理

解解，，从而改进并完善相关领域的监管规则从而改进并完善相关领域的监管规则。。[[1010][][1111]]

监管沙盒中有限监管放松需要清晰的授权监管体系监管沙盒中有限监管放松需要清晰的授权监管体系，，这对监管协调提出了较高要求这对监管协调提出了较高要求。。近近

年来年来，，我国对金融监管体制进行了一系列改革我国对金融监管体制进行了一系列改革，，包括在包括在20172017年年1111月设立的国务院金融稳定月设立的国务院金融稳定

发展委员会和发展委员会和20182018年年33月国务院月国务院““一委一行两会一委一行两会””的新机构调整的新机构调整，，核心在于加强监管协同并核心在于加强监管协同并

引入功能监管引入功能监管，，但依然保留着分业监管体制但依然保留着分业监管体制。。随着跨行业随着跨行业、、跨市场的金融科技创新兴起跨市场的金融科技创新兴起，，金金

融产品的复杂程度加深了分业监管的不确定性融产品的复杂程度加深了分业监管的不确定性，，如何界定行业监管领域成为难题如何界定行业监管领域成为难题。。[[1212]]因此因此，，

对于沙盒测试过程中监管信息的共享对于沙盒测试过程中监管信息的共享、、监管任务的协调以及监管资源的整合调度等环节监管任务的协调以及监管资源的整合调度等环节，，在在

现阶段我国各监管机构相对独立的情况下现阶段我国各监管机构相对独立的情况下，，依然存在监管灵活度和弹性的调整空间依然存在监管灵活度和弹性的调整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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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金融监管需求角度理解从金融监管需求角度理解，，监管沙盒是金融市场较为开放的国家和地区为应对金融科技监管沙盒是金融市场较为开放的国家和地区为应对金融科技

创新发展而推出的试验性金融监管方法创新发展而推出的试验性金融监管方法。。金融科技创新带来监管规则的滞后性和不确定性使金融科技创新带来监管规则的滞后性和不确定性使

监管机构面临监管机构面临““监管时点监管时点””的两难选择的两难选择，，在鼓励创新和防范风险的平衡之间在鼓励创新和防范风险的平衡之间，，参与式和修正参与式和修正

式的试验性监管成为具有实践理性和动态适应力的行为式的试验性监管成为具有实践理性和动态适应力的行为，，国内外已有的试验性监管创新还包国内外已有的试验性监管创新还包

括金融产品仿真交易括金融产品仿真交易、、自贸试验区金融监管改革试验自贸试验区金融监管改革试验、、金融综合改革试验区的金融监管改革金融综合改革试验区的金融监管改革

实验等实验等。。[[1313][][1414]]

在区块链监管和治理实践中在区块链监管和治理实践中，，还可依次采取单个试验项目还可依次采取单个试验项目、、局部试点局部试点、、产业沙盒产业沙盒，，最后最后

与全国乃至全球范围内的沙盒联盟协调发展的渐进式监管路径与全国乃至全球范围内的沙盒联盟协调发展的渐进式监管路径。。在这一过程中在这一过程中，，适用范围适用范围、、

组织化程度组织化程度、、创新支持力度及风险管控程度逐步递增创新支持力度及风险管控程度逐步递增，，这一方面降低了监管者推动适用全行这一方面降低了监管者推动适用全行

业监管沙盒的难度业监管沙盒的难度，，另一方面发挥了行业主体的专业优势另一方面发挥了行业主体的专业优势。。[[1515]]事实上事实上，，我国已开始此类尝我国已开始此类尝

试试。。20192019年年77月月，，中国人民银行科技司司长李伟对外表示中国人民银行科技司司长李伟对外表示，，央行将会同相关部委在全国十个央行将会同相关部委在全国十个

省市开展省市开展““监管沙盒监管沙盒””试点试点，，这种探索是符合中国国情的创新试点这种探索是符合中国国情的创新试点；；此外此外，，贵阳大数据监管贵阳大数据监管

沙盒产业园沙盒产业园、、赣州区块链监管沙盒和北京金融安全产业园赣州区块链监管沙盒和北京金融安全产业园，，是目前已开展的地方性产业沙盒是目前已开展的地方性产业沙盒

试点试点。。

四四、、区块链在监管科技中的应用区块链在监管科技中的应用

区块链不仅是被监管对象区块链不仅是被监管对象，，同样可为监管科技赋能同样可为监管科技赋能，，成为监管科技的基础性技术成为监管科技的基础性技术。。传统传统

的监管框架面临诸多弊病的监管框架面临诸多弊病：：一方面一方面，，以资本充足率等为代表的审慎监管比率以资本充足率等为代表的审慎监管比率，，其数据基础源其数据基础源

于金融机构的现场检查及非现场检查监管报送于金融机构的现场检查及非现场检查监管报送，，反映金融机构过去的而非当下的运行状况反映金融机构过去的而非当下的运行状况；；

另一方面另一方面，，信息技术的发展使得金融产品创新日益复杂化信息技术的发展使得金融产品创新日益复杂化，，金融机构间关联度和产品联结性金融机构间关联度和产品联结性

增加增加，，这对跨部门间的信息共享和交叉性风险监测提出了更高要求这对跨部门间的信息共享和交叉性风险监测提出了更高要求。。在在2008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年国际金融危机

之后之后，，全球金融进入了严监管周期全球金融进入了严监管周期，，包括合规人员包括合规人员、、合规技术合规技术、、软硬件迭代及违规罚款在内软硬件迭代及违规罚款在内

的金融合规成本大幅提升的金融合规成本大幅提升。。传统的监管模式亟待变革传统的监管模式亟待变革，，监管科技作为一种搭载科技创新的监监管科技作为一种搭载科技创新的监

管新方法适时而生管新方法适时而生。。

监管科技即监管层通过大数据监管科技即监管层通过大数据、、云计算云计算、、区块链区块链、、人工智能等科技提升在数据收集人工智能等科技提升在数据收集、、数数

据存储和复杂数据分析等方面的能力据存储和复杂数据分析等方面的能力。。20172017年年66月月，，中国人民银行在印发的中国人民银行在印发的《《中国金融业信中国金融业信

息技术息技术““十三五十三五””发展规划发展规划》》中强调中强调，，信息技术与金融业务深度融合已成为必然趋势信息技术与金融业务深度融合已成为必然趋势，，同时同时

应加强区块链基础技术研究应加强区块链基础技术研究，，开展区块链在金融领域的应用研究开展区块链在金融领域的应用研究。。[[1616]]20182018年年88月月，，中国证监会中国证监会

发布发布《《中国证监会监管科技总体建设方案中国证监会监管科技总体建设方案》，》，强调探索金融科技在证券监管的事前审核强调探索金融科技在证券监管的事前审核、、事事

中监测中监测、、事后稽查处罚等各类监管的模式创新事后稽查处罚等各类监管的模式创新。。[[1717]]

区块链蕴含的分布式账本区块链蕴含的分布式账本、、全网广播全网广播、、时间戳和加密机制等技术内核与监管机构内在优时间戳和加密机制等技术内核与监管机构内在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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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需求存在较深的契合点化需求存在较深的契合点。。一方面一方面，，链式记账模式可以实现数据防篡改和记录可回溯链式记账模式可以实现数据防篡改和记录可回溯，，保证保证

金融业务数据和监管数据在产生到使用不同环节的真实透明金融业务数据和监管数据在产生到使用不同环节的真实透明;;[[1818]]另一方面另一方面，，全网广播和加密全网广播和加密

机制为监管机构提供获取实时数据的有效途径机制为监管机构提供获取实时数据的有效途径，，并利用智能合约提高监管规则的事中风险防并利用智能合约提高监管规则的事中风险防

控能力控能力。。

在实践方面在实践方面，，我国央行在我国央行在20162016年启动了基于区块链的试验性监管实践年启动了基于区块链的试验性监管实践，，选取与区块链技选取与区块链技

术特点有良好适用性的票据监管术特点有良好适用性的票据监管，，组织基于区块链的数字票据原型系统研发和模拟测试组织基于区块链的数字票据原型系统研发和模拟测试，，并并

于于20182018年年11月正式上线数字票据交易平台实验性生产系统月正式上线数字票据交易平台实验性生产系统。。该系统采用区块链实现了数字票该系统采用区块链实现了数字票

据的全生命周期登记与流转据的全生命周期登记与流转，，基于拜占庭容错协议实现记账共识基于拜占庭容错协议实现记账共识，，应用同态加密应用同态加密、、零知识证零知识证

明等密码学算法同时实现隐私保护和票据交易的穿透式监测明等密码学算法同时实现隐私保护和票据交易的穿透式监测，，并设计智能合约优化交易与结并设计智能合约优化交易与结

算流程算流程。。此外此外，，我国央行继续选择在传统模式下存在诸多痛点的贸易金融服务展开试点创我国央行继续选择在传统模式下存在诸多痛点的贸易金融服务展开试点创

新新。。20182018年年99月月，，由央行数字货币研究所牵头组织开发的区块链底层平台分别在粤港澳大湾由央行数字货币研究所牵头组织开发的区块链底层平台分别在粤港澳大湾

区和兰州国际港务区落地应用区和兰州国际港务区落地应用，，旨在探索解决中小企业融资中信息不对称问题的新模式旨在探索解决中小企业融资中信息不对称问题的新模式。。

国际上国际上，，基于区块链的监管科技同样选择从细分领域开展试验性创新基于区块链的监管科技同样选择从细分领域开展试验性创新。。纳斯达克交易所纳斯达克交易所

在在20152015年年1111月发布了基于区块链的私募股权交易管理项目月发布了基于区块链的私募股权交易管理项目LINQLINQ，，旨在为上市前公司的股权旨在为上市前公司的股权

融资与流转交易提供数字化管理平台融资与流转交易提供数字化管理平台。。[[1919]]20172017年年55月月，，纳斯达克与花旗银行合作扩展了纳斯达克与花旗银行合作扩展了LINQLINQ

平台的支付结算解决方案平台的支付结算解决方案，，通过链接花旗银行和通过链接花旗银行和WorldLinkWorldLink跨境支付服务跨境支付服务，，实现跨境支付自实现跨境支付自

动化处理和交易结算实时监测动化处理和交易结算实时监测，，从而增加业务透明度并提升监管效率从而增加业务透明度并提升监管效率。。[[2020]]在英国在英国，，FCAFCA探索通探索通

过自然语言处理技术等对监管规则进行机器可读化处理过自然语言处理技术等对监管规则进行机器可读化处理，，组织实验对欧洲金融工具市场指令组织实验对欧洲金融工具市场指令

进行规则解释进行规则解释，，并建立自动化合规程序并建立自动化合规程序。。

探索监管机构和金融机构间的跨链协作机制是区块链赋能监管科技的重要发展方向探索监管机构和金融机构间的跨链协作机制是区块链赋能监管科技的重要发展方向。。链链

上积累形成的大数据为监管规则模型化驱动提供数据支撑上积累形成的大数据为监管规则模型化驱动提供数据支撑，，更能适应前瞻性监管和监管协调更能适应前瞻性监管和监管协调

需求需求，，有利于实现微观审慎监管和宏观审慎监管间的关联性优化路径有利于实现微观审慎监管和宏观审慎监管间的关联性优化路径。。可以预见可以预见，，各国围绕各国围绕

区块链在监管科技领域的实践将继续以试验项目区块链在监管科技领域的实践将继续以试验项目、、局部试点的方式小范围突破局部试点的方式小范围突破，，在这个过程在这个过程

中与产业沙盒和监管沙盒形成有效互动中与产业沙盒和监管沙盒形成有效互动，，沿着包容性沿着包容性、、渐进性的创新路径逐步探索应用渐进性的创新路径逐步探索应用，，在在

不同技术的协同创新过程中丰富监管实践不同技术的协同创新过程中丰富监管实践。。

五五、、总结与政策建议总结与政策建议

包括区块链在内的新兴技术从产生到成熟应用需要经历充分实践检验包括区块链在内的新兴技术从产生到成熟应用需要经历充分实践检验，，其监管治理模式其监管治理模式

也需要在不同阶段寻求利益与风险的平衡也需要在不同阶段寻求利益与风险的平衡。。现阶段现阶段，，区块链金融创新性较强区块链金融创新性较强，，演化出与互联演化出与互联

网不同的特征与模式网不同的特征与模式，，尚有诸多未知风险点和演化路径等待确认尚有诸多未知风险点和演化路径等待确认，，探索区块链金融监管治理探索区块链金融监管治理

维度维度、、建立健全区块链金融监管治理机制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建立健全区块链金融监管治理机制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本文从区块链与互联本文从区块链与互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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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的联系和区别出发网的联系和区别出发，，在立足实践的基础上讨论了现有框架效率的低下和维度的缺失在立足实践的基础上讨论了现有框架效率的低下和维度的缺失，，分析分析

了监管沙盒在我国区块链监管治理中的适用性和局限性了监管沙盒在我国区块链监管治理中的适用性和局限性，，并探讨了区块链在监管科技中的基并探讨了区块链在监管科技中的基

础性作用和广阔应用前景础性作用和广阔应用前景。。

区块链金融监管治理各国既有共性又有个性区块链金融监管治理各国既有共性又有个性，，我国需探索出一条符合国情的渐进式我国需探索出一条符合国情的渐进式、、试试

验性的监管治理路径验性的监管治理路径，，逐步提高监管协调合作和互动沟通机制逐步提高监管协调合作和互动沟通机制。。我国监管层应基于技术中性我国监管层应基于技术中性

主动参与基于区块链的监管科技创新试验主动参与基于区块链的监管科技创新试验，，加强政加强政、、产产、、学学、、研研、、用协同创新和技术联合攻用协同创新和技术联合攻

关关，，完善链上和链下治理机制的联动完善链上和链下治理机制的联动，，强化前瞻性监管水平和审慎监管协调能力强化前瞻性监管水平和审慎监管协调能力。。货币金融货币金融

当局应做好技术储备当局应做好技术储备，，根据国内根据国内、、国际形势适时推出法定数字货币国际形势适时推出法定数字货币。。在数字经济领域日益激在数字经济领域日益激

烈的国际竞争中烈的国际竞争中，，我国监管机构应当深度参与区块链基础研发和实践应用我国监管机构应当深度参与区块链基础研发和实践应用，，加强区块链标准加强区块链标准

化研究化研究，，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中国区块链产品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中国区块链产品，，不断赋能监管科技不断赋能监管科技，，在全球协同治理合作在全球协同治理合作

中逐步提高国际话语权和规则制定权中逐步提高国际话语权和规则制定权，，促进区块链行业健康可持续发展促进区块链行业健康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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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w Dimension of Blockchain Financial Supervision and GovernanceNew Dimension of Blockchain Financial Supervision and Governance

Wu TongWu Tong11 Li MingLi Ming22

AbstractAbstract：：Blockchain as a new type of distributed ledger has become the technical cornerstone of digital finance andBlockchain as a new type of distributed ledger has become the technical cornerstone of digital finance and

trusted trading environmenttrusted trading environment.. The worldwide practitioners are actively exploring the fusion innovation of blockchainThe worldwide practitioners are actively exploring the fusion innovation of blockchain

technology and finance applicationtechnology and finance application.. MeanwhileMeanwhile,, blockchain has gradually become the key component of digital finanblockchain has gradually become the key component of digital finan--

cial infrastructurecial infrastructure,, and new field for financial regulators to strengthen supervision and governance innovationand new field for financial regulators to strengthen supervision and governance innovation.. This paThis pa--

per attempts to identify the technicalper attempts to identify the technical,, legal and global cooperative governance limitations of current blockchain finanlegal and global cooperative governance limitations of current blockchain finan--

cial supervisioncial supervision,, with the understanding of the difference and similarity between blockchain and Internet developmentwith the understanding of the difference and similarity between blockchain and Internet development..

And with the regulatory sandbox as the entry pointAnd with the regulatory sandbox as the entry point,, analyzes the optional development paths of regulatory organizaanalyzes the optional development paths of regulatory organiza--

tional innovation and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in dealing with blockchain developmenttional innovation and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in dealing with blockchain development.. As a resultAs a result,, we believe thatwe believe that

regulators should vigorously develop blockchain based regulatory technology system on the needs of multi-level globregulators should vigorously develop blockchain based regulatory technology system on the needs of multi-level glob--

al governanceal governance,, and create internationally competitive Chinese blockchain products with the improving prudential suand create internationally competitive Chinese blockchain products with the improving prudential su--

pervision capabilitypervision capability,, and gradually enhance the right to speak in the global blockchain governanceand gradually enhance the right to speak in the global blockchain govern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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