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证券型代币发行： 
金融市场演进的下一阶段？



自2009年比特币诞生以来，区块链引发社会广泛

关注，区块链为分散式账本技术（DLT）与各种

基于区块的加密技术相结合的一种技术。尽管某

些虚拟资产和其他区块链相关融资具有高波动性

和高投机性，包括2018年关注度达到最高点，但

目前对于区块链和其他形式的分散式账本技术在

金融领域具有的价值已形成广泛共识。Facebook
宣布推出Libra加密货币可能引发了最高关注，

但随着区块链在金融基础设施（如证券结算）、

采用央行数字货币的货币和支付系统、通过代币

化（尤其是证券型代币发行）提高流动性和获取

融资等领域发挥日益重要的作用，未来将可能出

现最具价值的区块链融资方式。展望未来，比特

币和加密货币底层技术的真正价值在于其在安全

性、透明性及长久性方面发挥的作用，对于金融

市场的效率、信任和信心以及安全与稳健而言均

至关重要。

证券型代币发行（STO）将区块链技术与受监管

证券市场的要求相结合，以支持资产流动性及更

广泛的融资渠道。STO通常是在区块链环境下，

以受监管证券的形式发行数字代币。区块链环境

增强了证券监管的信息披露、公平性和市场完整

性目标，并通过自动化和智能合约支持创新和效

率。从代币本身而言，实际上STO是用数字形式

表示资产所有权（如黄金、房地产）或经济权利

（如利润或收入份额）。

本出版物的目标是作为一个指南，从而促进更深

入的讨论，并促进所有行业相关者积极参与到与

STO行业未来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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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型代币发行的 
发展和历史

证券型代币发行（STO）实际上是利用区块链技术

的受监管证券发行。因此，STO需要创建数字区块

链代币。这些数字区块链代币可根据区块链的计算

机编码规则进行创建（“制造”）、转让、购买、

销售和销毁（“烧毁”）。区块链可专门为交易

而搭建，或可使用以太坊或超级账本等现有系统。

区块链可能还涉及为确保监管合规而采取的转让

和其他管控措施。为能作为证券出售给投资者，

代币必须符合现行证券法律的规定，如香港《证券

及期货条例》（香港法例第571章）（SFO）或美

国《1933年证券法》。代币发行人须同证券经纪

人和交易所一样，将相关法律监管要求纳入考量。

除证券法律外，还会产生诸如可转让性、电子交

易义务、托管法规、保险及印花税等问题。STO可

在交易所发行上市，且可能仅限于专业或合格投资

者购买。

证券型代币与其他形式证券的主要区别在于结构

的底层技术，即区块链。STO通常是用数字形式表

示股票、债券、房地产、知识产权等其他资产或

工具。

与首次公开发行（IPO）的概念类似，一家公司可

通过创建新型代币并向投资者发行来募集资金。这

一构想最初以“首次代币发行”（ICO）的背景下

提出。首次代币发行通常涉及发行可在尚未搭建的

平台上或生态系统内使用的虚拟资产，在此方面，

首次代币发行有助于为搭建区块链募集资金，或为

区块链相关项目（商业或其他）融资。

针对证券法制定相应解决方案至关重要，尤其针对

真正的“实用型”虚拟资产，这些资产不作为投资

来运作，而是更类似于预付的数字优惠券。然而，

某些资产的设计意图是不被纳入证券法的监管范围

（或其根本无法遵循证券法的规定），尽管很多资

产实际上属于投资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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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次代币发行（ICO） 首次交易所发行（IEO） 证券型代币发行（STO）

运作方式

代币通常表示存储在区块链项目中的

合同权力（如平台使用权）。收益通

常用于平台开发和/或其他资本支出

需求。

代币持有人并不一定对公司的任何资

产拥有所有权。代币价值通常取决于

代币表示的权力以及任何标的项目的

发展情况。如代币在任何二级市场的

价格出现升值，则代币持有人亦可从

中受益。发行人通常会拟定一份白

皮书，详细描述项目构思、项目所需

的财务或其他状况、发行比例及项目

期限。

发行人通过虚拟资产交易所发行代币。

在不受监管的环境下，交易所交易平台

对代币发行人进行有限的尽职调查，并

为投资者进行代币交易提供交易平台。

代币表示发行人对资产、权益或债务

证券的所有权。

尽职调查要求取决于挂牌地点和司法

管辖区。

发行人可将委托给可信的中间机构 
（如托管人）保管的标的证券/资产

进行抵押或质押。有关代币的特定条

款会被编入代币中。

披露文件要求取决于挂牌地点及司法

管辖权。

对发行人而言

具有的优势

发行人可灵活选择ICO结构，包括代

币发行价格和发行量均预先设定的静

态池、发行量预先设定但发行价格不

定的动态池以及发行价格预先设定但

发行量不定的动态池。

第三方进行的尽职调查旨在通过降低欺

诈发行风险，从而提升发行的可靠性。

证券型代币与模拟证券最为相似。通

过将私人公司股份、房地产或知识产

权等非流动性资产代币化，非流动性

资产的原始所有者可通过证券型代币

发行实现将此类资产部分或全部货币

化，且交易成本大大降低。

ICO、IEO与STO的区别

首次交易所发行（IEO）实际上是直接在虚拟资产交易所上

市的ICO，在某些情况下虚拟资产交易所为受监管的保荐人

平台。ICO是在2014年以太坊在全球发行后诞生。随着区块

链中加密货币的分散式账本技术的应用，众多ICO在短时间

内成功上市，在2016年更受欢迎。不幸的是，融资的便利性

也吸引了动机不良的市场参与者，他们利用不受监管的ICO
市场，对投资者进行诈骗。新闻报道了多起重大诈骗案，投

资者在多起广受关注的诈骗案中遭受了巨大损失。与此同

时，加密交易所交易平台进入该市场，充当传统证券经销商

的角色，对加密资产进行尽职调查，以确保项目的可信度，

随后启动了首个IEO项目。尽管如此，IEO并未解决代币本身

有关稳定性和可信度的根本问题，特别是代币没有标的资产

的支持，因此，代币价值极易受到投机活动的影响。

为防止投资者遭受诈骗和其他形式的市场不当行为，全球证

券及其他金融监管机构高度关注加密货币、其他形式的区块

链数字资产及ICO产生的影响。国际证监会组织（IOSCO）就

有关证券监管方式的全球合作开展协调工作，金融行动特别

工作组（FATF）聚焦反洗钱及其他形式的反非法恐怖融资事

务。如今，监管机构开始逐渐认可区块链及其用途，但更希

望将融资结构纳入监管范围。STO汇集了区块链在融资领域

的优势，但在受监管环境下，基于交易所主导且代币由资产

支撑的结构或可增加潜在吸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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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型代币是否属于证券？

证券型代币的一大特点是，在多数国家，证券型代币通常属

于现行证券监管框架的监管范围。尽管不同司法管辖区对

证券的定义有所不同，但著名的美国Howey测试（Howey 
Test）为一般性理解奠定了基础。根据1964年美国证券交易

委员会（SEC）起诉Howey公司（两家在佛罗里达州注册成

立的公司）案，Howey测试是判定一项投资事实上是否属于

证券的功能测试，因而须遵循美国证券法规定。满足下列四

项判定标准的投资属于证券：

1. 该项投资为资金或其他形式的资产投资

首次代币发行（ICO） 首次交易所发行（IEO） 证券型代币发行（STO）

遇到的问题？

 • ICO可能不受监管，因此受相关证券

法律法规的保护有限。

ICO通常未注册为证券，尽管很多ICO之

后被确定属于投资产品。作为部分ICO出

售的证券实际上为非法证券，除非其符合

监管要求（如证券法规）。

 • 并非所有司法管辖区均对虚拟资产交易

所实行监管。因此，交易所交易平台可

能未经当地监管机构的许可且/或发行

可能不受监管。

 • 在不受监管的制度下，尽职调查和披露

标准可能不同，投资者在现有证券法律

法规下受到的保护可能有限。

 • 从全球来看，无论是出于防止参与者发

生不当行为的角度，或是为提升用户信

心和信任度的角度，均存在对交易所实

行监管以及对证券或其他虚拟资产进行

托管的趋势。

 • 某些司法管辖区还实行保荐人制度，与

传统证券市场类似。主要依靠可信的第

三方完成多项尽职调查和合规程序，并

为项目提供有效支持。

目前，在包括美国、英国和香港在内

的诸多司法管辖区，STO须遵循现有

证券法规的要求。但大型证券交易所

发行STO的情况仍不常见。

2. 预期将从该项投资中获得收益

3. 投资资金存放于联合投资企业（common enterprise）
处，即投资者将资产汇集起来，用以投资项目

4. 收益将通过发起人或第三方的努力获取，完全不受投资者

的控制。

证券型代币作为投资产品，通常被认为满足以上标准：表示

发行人收益、现金流或资产份额的证券型代币，无论采用何

种合约形式，实质上均很可能属于证券的定义范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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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市场虚拟资产交易平台的受监管情况

证券型代币发行情况

国家/地区 状态 许可实例
受监管的虚拟资 
产交易平台实例

美国
获准

受监管

 • 纽约州金融服务局颁发的BitLicenses1 

从事虚拟货币商业活动的人（个人或公司）需获取BitLicense。依据《纽约金融服务

法》第23 NYCRR 200.2(q)部分，虚拟货币商业活动可定义为涉及纽约或纽约人的以下

五类活动之一：

 – 接收用于传输的虚拟货币，或传输虚拟货币；

 – 代表他人存储、持有、托管或控制虚拟货币；

 – 作为客户业务买卖虚拟货币；

 – 作为客户业务提供兑换服务；或

 – 控制、管理或发行虚拟货币。

 • Coinbase

英国
获准

受监管

 • 虚拟资产服务提供商须在英国金融行为监管局进行加密资产注册，且须遵循反洗钱条

例（欧盟第五项反洗钱指令（5MLD））2： 
 
公司或个人从业者通过经营业务提供一项或多项以下服务，涵盖提供此类服务时任何

加密资产的创建者或发行者参与其中的情况：

a. 交换、安排或作出安排，以便将加密资产兑换为货币或将货币兑换为加密资产，

b. 交换、安排或作出安排，以便将一种加密资产兑换为另一种加密资产，或

c. 操作一种设备，利用自动化过程将加密资产兑换成货币或将货币兑换成加密资产。

 • Archax，Gemini

香港
获准

受监管

 • 香港证监会向虚拟资产交易平台颁发牌照（第1类（证券交易）和第7类（提供自动化

交易服务）受规管活动）3

 • 该牌照对在香港提供证券型代币交易的网上交易平台运营商所开展的活动进行监管

 • OSL获得香港证监会原

则上批准

新加坡
获准

受监管

 • 根据新加坡金融管理局颁布的《支付服务法案》获得数字支付代币服务牌照4。

 • 该牌照一般涵盖提供服务设施，允许购买和出售任何数字支付代币，以兑换货币或其

他数字支付代币。

 • 少数公司已向新加披金
融管理局提交了牌照申
请，并获得了在指定期
内相关数字支付代币服
务持牌的豁免权。5

1 https://www.dfs.ny.gov/apps_and_licensing/virtual_currency_businesses
2 https://www.fca.org.uk/firms/financial-crime/cryptoassets-aml-ctf-regime
3 https://www.sfc.hk/web/EN/files/ER/PDF/20191106%20Position%20Paper%20and%20Appendix%201%20to%20Position%20Paper%20(Eng).pdf
4 https://sso.agc.gov.sg/Acts-Supp/2-2019/Published/20190220?DocDate=20190220
5 https://www.mas.gov.sg/regulation/payments/entities-that-have-notified-mas-pursuant-to-the-ps-esp-r

 
此外，某些地区也正在颁布立法，以更正式地认可证券型代币，消除在传统证券领域实现分散式账本技术的障碍，并实施相关

保护。近期两则实例包括列支敦斯登通过的《区块链法案》，该法涉及将“现实世界”资产与虚拟资产相联系的问题，并为“

数字孪生”提供法律架构，以及德国发布的关于推出电子证券的部长级立法草案。尽管这两部法律的范围和覆盖面不同，但都

为解决分散式账本技术和其他技术在证券领域的实现建立了未来的法律和监管模型。

https://www.dfs.ny.gov/apps_and_licensing/virtual_currency_businesses
https://www.fca.org.uk/firms/financial-crime/cryptoassets-aml-ctf-regime
https://www.sfc.hk/web/EN/files/ER/PDF/20191106%20Position%20Paper%20and%20Appendix%201%20to%20Position%20Paper%20(Eng).pdf
https://sso.agc.gov.sg/Acts-Supp/2-2019/Published/20190220?DocDate=20190220
https://www.mas.gov.sg/regulation/payments/entities-that-have-notified-mas-pursuant-to-the-ps-esp-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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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市场、发行人 
和投资者的益处

发行人（如资产所有者和创业家）

对于资产所有者而言，STO使资产的在线交易成为

可能，发挥区块链/分散式账本技术的优势来募集

资金和提高流动性。STO使资产所有者的非流动有

形资产和无形资产可进行交易，从而提高了资产的

流动性。传统上，绘画、古董和房地产为非流动资

产，通常通过拍卖或代理商进行交易。如果没有数

字化，则很难将所有权分散到不同投资者手中，且

仅当全部所有者同时达成一致意见后方可完成买卖

交易（如退出价格、出售时间）。

此外，各种资产规范可能无法统一且以相同形式呈

现，这可能会给估价和投资者权益带来不利影响。

最后，某些非流动资产可能价值极高，因而潜在投

资者的数量有限。很多投资者可能不具备投资如此

高额资金的能力，即使这些投资者希望获得高额收

益，可能也不愿将资金集中投资于某项资产。STO
允许将非流动资产以代币的形式灵活拆分为较小的

可交易部分，这与有资产支撑的证券并无二致，或

允许建立投资池，类似于投资基金。

通过STO，发行人或可提高资产流动性，而无需将

全部资产出售。鉴于证券型代币的特性，理论上可

无限量发行代币，且目前资产可由尽可能多的投资

者拥有。资产所有者可利用STO的可分割性，从各

STO建立了创新平台和生态系统，使发行人能够募集资金，且投资者能够投资商业项目。随着分散式

账本技术和智能合约的使用，市场、发行人和投资者均受益于更广泛的募资和投资机会，特别是通过

提高资产的流动性。

方募集资金，但保留资产的大部分所有权。此外，

智能合约——本质上为嵌入区块链系统和/或数字

资产自身的自动行动指令——同样可用于存储规

范，如估价报告或认证证明，并可供所有投资者使

用。鉴于信息通过分散式账本技术存储于设计合理

的系统中，应通过永久性、透明性和安全性的核心

设计特点来降低欺诈风险。这同样适用于房地产，

所有者可通过证券型代币出售其部分租金所得，而

不需要通过复杂的挂牌交易，如不动产投资信托基

金（REIT）。

对于企业而言，尤其是初创企业，STO提供了以发

行股票和债券等传统募资渠道以外的方式募资的机

会，这对小型企业或新成立的企业而言尤为重要，

投资者更加愿意投资于具有潜在高流动性的交易所

交易的STO。此外，STO的发行成本往往较低，使

得STO成为较小型企业和新公司采用的更广泛可行

的融资技术。

证券型代币的另一优势在于可保存全部所有权记

录。在设计合理的系统中，所有原始所有人的信息

和交易记录可永久、安全和透明地存储于分散式账

本中，为发行人提供资产所有者的完整记录，并提

高效率以满足任何监管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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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者

如今，投资者大多限于通过认购股份或债券对一家

公司进行投资。STO可能为投资者，特别是合格的

专业投资者提供更多种类的资产。如上所述，收藏

品、房地产和知识产权等资产目前都能够被代币化

为分散投资。投资者可通过购买代表一小部分绘

画或古董的代币来降低投资风险。换言之，STO为

投资组合多样化、投资、交易甚至对冲提供了替

代方案。

此外，由于所有信息均被嵌入智能合约中，且分散

式账本中的详细信息无法被篡改，因而投资者可从

更透明的投资标的资产状态、规格和估价报告的披

露中受益。

投资者保护

但重要的是，与任何投资产品或结构一样，STO并

非没有风险。例如，虽然诈骗风险有所降低，但风

险仍然存在，尽管加强了监管保护和补救措施，炒

作周期必将持续。因此，适用于传统证券的投资者

保护一般标准亦适用于证券型代币的发行和二级市

场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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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型代币发行的一般流程

推出STO
证券型代币存在较大差异，因此，推出任何STO均

须根据相关证券的性质进行调整。举例而言，推出

代币化基金与发行代币化股票的流程不同。

但总体而言，推出STO包含的多个流程可概括为以

下阶段。

第1阶段——准备

在制定了构想/商业计划后，发行人会准备针对其

目标投资者的投资者信息（“融资推介演示稿”）

。投资者融资推介演示稿应包含概述商业计划、收

益预测、资本金要求以及独立估值等信息。

对相关发行文件的要求将取决于目标投资者、发行

人及任何中介机构（如经纪人）所在司法管辖区以

及证券型代币的性质。例如，在欧洲，多个国家提

供豁免，允许发行人在未发布募集说明书的情况

下，募集特定金额的资金。而在美国，仅限合格投

资者购买时可降低披露的详尽程度。在一些司法管

辖区，即使对于有豁免权的发行也可能要求强制

性披露。

凡对潜在投资者作出投资决策有影响的重要信息和

规定通常均须披露，以遵从合同法和其他更多法律

和监管原则。

第2阶段——设计发行方案

发行人决定代币的结构，包括代币数量、单个代币

价值、软资本、嵌入期权和发行期限。

此外，由于监管差异，发行人须选择合适的司法管

辖区成立公司和发售STO，并委任法律专业人士协

助处理法律事务。

第3阶段——选择服务提供商，包括区块链平台、

技术和金融中介机构

在该阶段，发行人需选择一个区块链平台，创建证

券型代币并重新发售给目标投资者。部分区块链平

台还为投资者提供数字钱包，用于储存代币。发行

人需对区块链平台的挂牌规则予以评估。

发行人还应指定一家信誉良好的服务提供商，以托

管标的资产，保管和促进现金收入，并营销代币。

代币经销商（即经纪人）应对发行人和投资者信

息执行全面的尽职调查，以确保信息的准确性和

完整性。

第4阶段——募集资金

在经纪人的协助下，发行人确定目标投资者，举行

路演和会议，并向目标投资者分发“融资推介演示

稿”。某些司法管辖区可能规定，经有关部门事先

批准后方可开展营销活动。随后，经纪人向投资者

募集资金，并将代币分发给投资者。

第5阶段——在交易所挂牌交易

根据交易平台的不同，通常已发行代币会先出售

给特殊目的载体（SPV），再在交易平台上重新发

行。发行人可能还会开展更多的营销活动，并指定

一家做市商来提高流动性。挂牌规则应明确说明，

包括尽职调查和材料披露标准、中介机构/专业人

士的资质、投资者资格、首次和年度挂牌及交易费

用、代币最低发行规模。流动性往往是对投资者的

重要激励因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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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O未来发展面临的挑战

如上所述，由于诸多原因，目前STO的发展仍处于相对早期阶段。以下是STO面临的一些主要挑战：

定义和分类不统一

剑桥大学替代金融中心（CCAF）6 对23个选定的

司法管辖区和国际组织进行了分析，研究表明，

截至2019年2月，有关加密资产的术语分类至少有

8种。

对于不同类型的代币（即支付型代币、实用型代币

和证券型代币），CCAF发现23个司法管辖区中只

有7个司法管辖区有上述区分和明确分类，其余16
个司法管辖区未作区分或分类。此外，80%的样本

司法管辖区均在没有统一标准的情况下，对数字资

产的类别进行逐项评估。

加密资产的法律保护

虽然智能合约中可能会记录投资者的身份，但法律

并未对虚拟资产是否属于“财产”，所有权的定义

以及虚拟资产的转让要求做出明确规定，或者法律

存在重叠甚至冲突。持有人必须确定其是否拥有所

有权权益，以及是否可强制执行其合法权利。

针对加密资产相关中介机构的法规

尽管对数字资产中介机构、市场基础设施提供商、

发行人和发起人的监管范围正在扩大，但某些与加

密业务相关的活动仍不受监管。例如，能够促进代

币买卖的P2P交易服务和分散式交易服务、促进加

密资产挖矿的矿池和云挖矿服务。若缺乏统一的协

议或法例，投资者在执行交易时可能会遭受损失或

陷入模棱两可的境地。

6《全球加密资产监管研究报告》，剑桥大学替代金融中心，2019年
7 https://www.asifma.org/wp-content/uploads/2019/11/tokenised-securities-a-roadmap-for-market-participants-final.pdf
8 《区块链与加密货币法规2020》，全球法律见解，未注明出版日期。

纸质流程

诸多司法管辖区对证券发行（以及后续交易）均有

纸质流程要求，这阻碍了STO的采用。例如，一直

以来香港的印花税程序给在区块链上发行股票带来

了一定困难。

亚洲证券业与金融市场协会在2019年报告中指

出了一系列STO在法律和监管方面的阻碍及促成

因素。7

会计核算与估值

虽然证券型代币通常由实际资产支撑，但虚拟资产

仍然难以估值。由于流动性不确定，会计专业人员

很难确定证券型代币的公允价值。且由于每种证券

型代币的设计和结构都是独一无二的，所以很难找

到用于估值的参考代币。

反洗钱、反恐融资及客户身份识别

从监管机构的角度来看，通常加密货币的主要问题

之一在于最初的购买者和随后的交易者可能并未接

受反洗钱及客户身份识别流程，且交易可能未受到

反洗钱/反恐融资的持续监控。因此，监管机构正

在加快建立针对加密货币运营商的许可制度，要求

运营商制定类似于当前传统金融企业应遵循的反洗

钱/反恐融资和客户身份识别的相关政策。然而，

实际上，由于此类交易快速及全天候的特点，在不

降低交易效率的情况下，运营商实施完整客户身份

识别或反洗钱/反恐融资追踪的难度加大8。随着时

间的推移，链分析和其他解决方案日益成熟，这一

问题可能会得到缓解，且能够比传统现金交易更容

易洞察潜在风险。

https://www.asifma.org/wp-content/uploads/2019/11/tokenised-securities-a-roadmap-for-market-participants-final.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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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胜要素

尽管STO为金融市场、投资者和发行人提供了重要的商业机会和金融创新，但其结构仍处于早期阶段。

未来将有多种因素决定其是否能取得最终成功：

STO生态系统与行业相关者

STO通常有资产支撑，为支持各种基础设施和渠道

提供了可能性，使资产所有者能够将各类资产数字

化。中介机构（如经纪人和银行）能够协助客户考

虑可数字化的资产类别。此外，需要区块链解决方

案服务等服务提供商、托管人和估值代理人帮助塑

造未来STO市场格局。

监管

监管机构尚未制定全面的规则和要求，以涵盖与

STO相关的活动或问题，如在虚拟资产和任何标的

资产之间建立适当的联系。由于证券型代币的交易

活动不受国界限制，因此全球监管机构在监管STO
时必须加强合作，采用更加一致的方式方法。但言

之易，行之难。

交易平台信誉度

统一和信誉良好的交易平台对于投资者的交易信

心至关重要。交易平台需通过持牌和制定行业协

议（涵盖合规要求、托管人最佳实践、IT和网络安

全保证、会计和审计标准等）来提高其信誉度。

投资者教育

除了法律法规对投资者的保护外，投资者教育还需

要加强。散户投资者通常并不熟悉虚拟资产。某些

制度也反映出了这一点，例如香港要求将虚拟资产

视为“复杂产品”，据此提高了受监管中介机构的

售前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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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香港和粤港澳 
大湾区的益处

巩固香港作为领先金融科技中心的地位

随着香港证监会出台了与虚拟资产相关的发牌制度

和指导方针，香港目前能充分抓住应用于金融业的

区块链技术的下一波重要浪潮。更多世界各地的

金融科技/区块链公司被吸引来香港设立办事处，

并与持牌人合作，加强金融科技生态系统建设。这

也增加了香港的就业机会，有利于培养更多金融科

技人才。

高净值人士财富管理

在当前的监管制度下，证券型代币和其他虚拟资产

正发展成为一种供专业投资者投资的新型全球资产

类别。虚拟资产和证券型代币作为一种新兴的资产

类别，特别有助于香港巩固目前作为领先的募资、

交易和资产管理中心的地位，从而吸引和留住更多

的高净值人士和专业投资者继续在香港投资。

大湾区一体化

香港可作为使用DC/EP（数字货币和电子支付）的

测试台，除了有助于支持更简化的证券型代币交易

之外，还拥有多个通用支付相关应用。具体而言，

未来证券型代币交易可采用数字货币和电子支付方

式进行结算，进一步巩固香港离岸人民币业务的枢

纽地位，推进人民币国际化。在大湾区设立的私人

财富和私募股权基金可根据各类“互联互通计划”

进行证券型代币交易，“沪港通、深港通”和 
“债券通”等例子证明了“互联互通计划”已取得

成功。大湾区更多的资本可进入香港的证券型代币

交易市场，并提高募集资金的流动性。此外，香港

可利用虚拟资产交易平台，致力于成为CBDC（央行

数字货币）全球外汇清算中心。

绿色金融

在全球，碳排放配额交易、废物管理、太阳能等各

种绿色金融项目正在进行区块链实施和测试，以利

用区块链技术确保数据的可审核性和有效性，并更

好地追踪对“绿色”目标的测量结果。通过创建智

能合约，这些数据可成为新的数字资产类别，且未

来可作为证券型代币进行交易。在此情况下，香港

能够吸引更多发行人通过虚拟资产交易平台募集资

金，从而实现其成为领先绿色金融中心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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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大学—亚洲国际金融法研究院（AIIFL）
香港大学法学院的AIIFL成立于1999年。自成立以来，其活动范围

在国内外稳步拓展，已成为国际金融法学界的亚洲学术中心。

AIIFL为其研究员（港大法学院及其他学院的全职学者）以及名誉

会员（与学院有数月或维持联络的非港大学术及专业人士）提供

了学术研究活动的支持。AIIFL研究员的研究领域广泛，尤其关注

本地及世界各地的公司法和金融法的不断更新改革。AIIFL在四个

主要领域中寻求同盟合作及举办研讨会：

1. 金融机构和市场，着重于金融、科技和法规

2. 公司法、商法、贸易法和经济法

3. 公司破产和重组，以及

4. 竞争/反垄断。

致谢

Douglas Arner 
香港大学嘉里基金教授（法学） 
亚洲国际金融法研究院总监

联络方式：douglas.arner@hku.hk

http://douglas.arner@hku.hk


18

证券型代币发行：金融市场演进的下一阶段？| 致谢

金杜律师事务所

金杜律师事务所被广泛认为是全球最具创新力的律所之一，能够

提供与众不同的商业化思维和客户体验。金杜拥有2,400多名律

师，分布于全球28个城市，借助统一的全球平台，协助客户了解

当地的挑战，应对地域性复杂形势，提供具有竞争优势的商业解

决方案。

作为总部位于亚洲的国际领先律师事务所，金杜为客户发掘和开

启机遇，协助客户在亚洲市场释放全部潜能。凭借卓越的专业知

识和在核心市场的广泛网络，金杜致力于让亚洲走向世界，让世

界联通亚洲。

金杜始终以伙伴的合作模式为客户提供服务，不止步于满足客户

所需，更关注实现客户目标的方式。金杜不断突破已取得的成

就，在重塑法律市场的同时，打造超越客户预期的律师事务所。

Urszula McCormack
合伙人

金杜律师事务所全球银行与融资金融科技业务

领导人

联络方式：urszula.mccormack@hk.kwm.com

http://urszula.mccormack@hk.kwm.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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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KbitEx
HKbitEX是总部位于香港的领先数字资产交易所。HKbitEx
致力于为全球专业投资者提供合规且受监管的数字资

产现货交易和场外交易（OTC）的交易平台。作为亚

太地区最早向香港证券及期货事务监察委员会申请 
“虚拟资产交易平台牌照”的组织之一，它将进一步

为全球专业人士和机构投资者提供受监管，合规且安

全的数字资产交易服务。详情请见

https://www.hkbitex.com.hk/ 高寒

创始人兼行政总裁

联络方式：gaohan@hkbitex.com.hk

史琳

首席运营官

联络方式：lin.shi@hkbitex.com.hk

卢廷匡

首席策略官

联络方式：ken.lo@hkbitex.com.hk

https://www.hkbitex.com.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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