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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位朋友，大家好，非常感谢李国权教授的邀请，也很荣幸有机会在我们新加坡新跃社科大

学做一个分享。今天我分享的主题是叫《数字经济时代与数字资产中心》。 

 

我想说明的一点，就像工业经济造就了股票市场那样，数字经济也会造就一个虚拟资产或者

叫数字资产这样一个市场体系。而且未来 20 年或者 30 年，数字资产、虚拟资产这样一个市

场体系，可能会和现在的股票市场一样具有同样的规模，也具有同样的价值。要说明这样一

个观点，我们首先要来看一看数字经济它所特有的一个价值规律，正是这样一个价值规律，

决定了数字经济时代一定会适配一个数字资产市场。大家知道数字化的产品和服务，它具有

一个高固定成本、低边际成本这样一个价值规律，这是工业经济所不具备的。制造业经济固

定成本高，同时边际成本一定是递增的。造一台车和造一百台车，它的边际成本一定是逐渐

增加的，但是数字化的产品和服务，固定成本很高，但是边际成本趋近于零，甚至就等于

零。比如说我们开发一个软件，它需要很大的投入。但是这个软件一旦开发出来之后，一个

人使用这个软件和一亿个人使用这个软件，它的边际成本几乎等于零。 

 

数字化产品和数字化服务的这样一个价值规律，导致出现两个数字经济很大的特点。第一

个，因为它低边际成本，甚至是零边际成本，所以数字经济和数字经济里面的数字产品和数

字化服务，永远不会出现规模不经济的问题，同时它也就很容易导致现在出现的这种现象，

全球的互联网平台往往能够赢家通吃，造成垄断。这也是目前为止各国监管部门都在出台不

同的法律来规范互联网平台，来消除互联网平台的垄断所带来的不利因素。除了这个特点之

外，高固定成本，低边际成本，这么一个价值规律，它就使得数字化的产品和服务价值最大

化的途径，就是这个产品被广泛地使用，越广泛越好，越广泛价值越大。在这样一个价值最

大化的路径当中，使用权就显得比所有权更重要，你希望更多人使用。使用权比所有权更重

要，我们通过什么？通过软件，几十年前软件工程开始出现的时候，我们就开始看到了一种

新的现象，就是开源软件组织。之所以有开源软件组织放弃掉所有权，同时允许大家向所有

的开发者开放所有的源代码，并且允许大家在源代码的基础上继续进行二次、三次，甚至无

数次的加工、开发，就是基于数字化产品和数字化服务的这样一个新特点，高固定成本，低

边际成本，使用权这样一个比所有权重要的现象出现之后，在区块链时代，应该说把这个使

用权的新的价值规律发挥到了极致。 

 

所有的区块链的协议一定是开源开放的，一定是使用起来无需许可的。你加入比特币网络或

者加入以太坊网络，甚至于你加入其他的区块链的网络或者系统，你不需要得到任何人的同

意，来去自由。你使用这些代码也都是完全开源的，来去自由无需许可开源共享，就使得这

是完全适配于数字经济的这样一个高固定成本，低边际成本，遵循这样一个价值规律的产品



价值最大化的一个最好路径。使用权和所有权中间有个巨大的区别，就是它的价值还有巨大

区别，使用权的价值规律，它能够形成一种叫做传真机效应。什么叫做传真机效应呢？这是

使用权所独有的一种价值效应。今天上午我本人我花 2000 块钱买了一台传真机，这是我使用

这台传真机所投入的成本。但是我花 2000 块钱买的这台传真机，实际上让我加入了一个由

1000 万台传真机所组成的这样一个传真机的网络，这个 1000 万台的传真机所组成的传真机

网络价值是 100 亿美元。我花 2000 块钱，加入了一个价值 100 亿美元的传真机网络，我并

不拥有这个传真机网络，这个价值 100 亿美元的传真机网络，我只是说我通过买一台传真机

使得我能够加入这个网络，具有使用这个网络的工具或者说是权利，或者说是使用许可。同

时如果今天下午我们在座的某一位朋友，你也买了一台传真机，你也加入了，我们共同拥有

的这样一个传真机网络，你也有了使用这个传真机网络的工具和许可，你的加入对我来说会

增加我的价值，因为我又多了一个发送传真的可能性。这个就是使用权的价值效益，我们形

容它叫做传真机效应。传真机效应这个词不是我创造的，这是凯文·凯利在 20 年前在提及到

这些数字产品、数字服务的经济规律的时候，他发明的这样一个词汇叫做传真机效应。所以

基于这样一个数字化产品和数字化服务的价值规律，我们就发现使用权的重要性超过了所有

权。使用权和所有权是两个不一样的东西，虽然它都属于一种权益，但两个不一样的，所有

权是不可细分的，具有独占性。你持有一家上市公司的股份，你持有就不可能说我也能持

有，一个上市公司的股份 100%它不可无限的细分，并且股权这种所有权是具有独占性的。

而且所有权的资本制度之下，它追求的是股东利益的最大化，这也是所有权的这样两个特

点。 

 

使用权不一样，使用权是可以无限的循环的授予的，你使用一次我可以授权你使用两次，我

们前面讲的传真机效应，一个人加入起来使用这个系统或者这个产品、这个服务，对另外一

个使用者来说，它往往具有传真机效应，会增加另外一个使用者的价值，赋予他更多的可能

性。因此使用权一方面可以无限的授予，同时使用权可以互相增益，你加入会增加我的价

值，我加入也会增加你的价值，因为它具有共享性。并且使用权由于它不是独占的，利益相

关者之间的一个激励相容。我们知道激励相容是经济学研究里面一个非常热门的课题，如何

做到激励相容，让所有的参与者都各得其所，他们的利益能够均衡，各得其所，这是一个被

人不断研究讨论的课题，它是一个永远的话题，同时它也是一个数字经济里面得到更好的解

决方案的经济学课题。 

 

使用权和所有权的这样一个区分，区块链之上或者分布式账本之上的这种数字资产和虚拟资

产，我们往往把它叫做 token。不管是同质化的 token，还是非同质化的 token，它都是一个

token。token 这个词怎么会用在了数字经济里面代表着使用权呢？我个人看法，在上个世纪

60 年代计算机系统开始出来的时候，你有没有权利登录和一个计算机系统，就看你有没有一

个 token。在当时计算机的程序里面，token 是你使用计算机系统的一个许可。那么上个世纪

60 年代计算机系统的使用许可 token 逐渐地经过互联网阶段，到了区块链阶段，把使用许可

标准化、份额化、金融化，就出现了所谓的 token，我们就可以把它变成一个标准的金融产

品来进行交易。这就是虚拟资产中心，或者说数字资产中心，它所交易的一个标的。它一定



是基于区块链分布式账本的。区块链的分布式账本大家有很多的解释，有各种各样对它的解

释、说明。如果从 token 的角度，从使用权的标准化、份额化、金融化的角度来看区块链分

布式账本，我们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区块链的分布式账本就是用来帮助我们从数字化的产

品和数字化的服务当中，把使用权单独的抽取出来。怎么抽取？靠的就是这样一个分布式账

本。抽取出来之后，我们再把它标准化、份额化，就形成了数字资产或者虚拟资产市场、数

字资产市场。那么有一句题外的话，我们都知道各国政府都在制定不同的制度、规则来反互

联网平台的垄断，或者要拆解互联网平台的经济垄断。我觉得 token 可能是反对互联网平台

垄断的最好的一个解决方案，就把所有权把它隐去，把使用权抽取出来。由于使用权和所有

权我们前面讲过，所有权具有独占性，而使用权是共享的，把共享的东西抽取出来，让它变

得更重要，让它成为产品和服务的价值捕获的一套系统。这种情况下，互联网平台的垄断自

然就解了。 

 

我们讲了数字资产市场或者是虚拟资产市场交易是标准化份额化的使用权，以 token 为表征

的一种使用权，它是具有真实价值的，它并不是一种庞氏骗局，也不是一个所谓的完全没有

价值的一种市场炒作。这样一个代表着数字化产品和服务的使用权的标准化的 token，它有

非常真实的价值。或者我们换句话说，这些虚拟资产是有真实价值的。真实价值体现在这么

几个方面。 

 

第一，Token 的发行，它的发行纪律是依靠一套算法模型，在事先就非常明确，并且它发行

的数量和速度这样一个发行的纪律，应该说比大多数主权国家的财政部或者央行纪律要严明

得多，它的数量是事先约定，发行速度也是事先约定的，依靠一套算法让大家能够信任它。

这种数量上的限制和发行纪律上的这样一个算法的规定，让我们大家之间建立了一个共识，

建立了一个信任。 

 

第二，我们说 Token 代表的是一种使用许可，只有拥有某一个系统或者网络的 Token，你才

可能使用它。比如说你要使用比特币网络，首先你手上得有比特币，你要使用以太坊这样一

个网络，你首先得有 ETH。因为你只有拥有 Token 才能使用这个系统网络，因此它自然就产

生了对 Token 的一个需求。如果像以太坊这样一个系统，这样一个网络，它上面的应用越来

越多，用户越来越多，自然对以太币的需求就会越来越多。这是一个真实的需求，是你使用

这个网络时候，你一定会要拥有的一个使用许可。 

 

第三部分，你使用这样一个网络或者系统使用的过程中，每使用一次，你会消耗一点点

Token，因此它整体的一个供应量是在通缩，设计成为通缩的这样一个模型。我们知道货币

的价值，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如果你要让这个货币坚挺，那么货币的供应设计一个通缩

的模型，这是货币价值的一个坚实的基础。那么 Token 像以太坊这样一个网络，现在基本上

它每天被消耗的 gas 费已经大于它每天网络新增出来的新的 ETH，这就是以太坊的一个坚实

的价值支持，叫通缩的模型。 

 



在一些应用层，我们刚才讲到以太坊是一个区块链的基础协议，它只有一种 Token，就是

ETH，这是一个功能性的 Token。当区块链的一些应用层的协议，它往往会有一个创始团

队，会有一个股权，同时它也有一个功能性的 Token。那么这些功能性的 Token 发出去之

后，这些创始团队，这些股权拥有者，他往往会做出一个承诺，他会用这个项目的一部分的

现金流，或者它的收益来回购他发出去的这些 Token，本质上这是股东向用户让渡了一部分

的权利，一部分的权益。比如说通常情况下，所有这些应用层的项目，创始团队和股东会以

不低于这个项目 20%的收益，或者说它的利润来回购他们发行出去的 token。这也就意味

着，股东们、创始团队们把 20%的股权让渡给了更多的用户。这也是一个 token 价值的坚实

的基础，使得 token 具有真实的价值。 

 

第五项，在这样的区块链的系统和网络当中，往往有一些会通过一些社区或者去中心化组

织，给他一个社区的自治的一些权利。但你要在社区里面去治理它，或者去表决，你需要拥

有 token，它是以 token 作为你表决的权利的一个证明。因此拥有 token，你就拥有了项目的

部分治理的权利，这也是 token 的一个真实价值所在。 

 

所以虚拟的 token 实际上是有真实价值的。这个真实价值不光来自于它的发行纪律，也来自

于你要使用这个系统的话，你必然去购买这样一个 token。同时整个 token 的供应是一个通缩

的模型。并且到应用层的时候，这些应用层的创始团队和股东，他会以自己这个项目的一部

分收益，去回购他们发行出去的这些功能性的 token，这本身也给拓宽一个真实的价值支

持。再有一个，你拥有 token 就拥有对这个项目的部分的治理的权利，投票的权利。这五点

共同地构成了 token 的一个真实的价值。 

 

所以我们虚拟资产市场，数字资产市场交易的 token，不是旁氏骗局，也不是炒买炒卖，我

们交易的是它的一个真实的价值，它代表着虚拟化产品和虚拟化服务的真实价值，通过这么

五个方面，来把这个价值体现在 token 的价格上。前面开篇的时候我讲到过，数字经济时代

就像工业经济时代一样，工业经济时代哺育出了一个股票市场，数字经济时代将来会哺育一

个虚拟资产或者叫数字资产市场。这两个市场不是一个互相取代的关系。我们现在进入到数

字经济时代，我们需要五谷杂粮，那是农耕文明就已经有了的东西，我们仍然还是需要它

的。这两个市场，股票市场和数字资产市场、虚拟资产市场，它交易的是不同的东西，所以

它两个不是互相取代的一个关系。工业经济所孕育出来的股票市场，它是一个所有权市场，

它交易的是所有权，是股权，它的制度基础是股东资本主义。股东资本主义制度基础上，我

们用公司制这样一个股权结构，来固化股东的权益。在公司制的基础上，我们把所有股东的

权益把它股份化，然后在股票交易所上市交易，这是依据所有权在工业经济时代所形成的这

样一个资本市场体系。那么在数字经济时代，我们前面讲了，数字经济时代使用权比所有权

更重要，使用权比所有权更有价值，使用权依据的是一套新的资本市场制度，是一个新的资

本制度，这个新的资本制度叫什么？叫 stakeholder 利益相关的资本主义，利益相关的资本主

义它所依据的使用权固定的这种法律架构就成了什么？成了开源组织或者非盈利机构，或者

说去中心化自治组织。在开源组织、非营利组织和去中心化自治组织这样一些法律架构里



面，所有权没有了，或者所有权变得无足轻重。在这三类组织里面，使用权才是最重要的、

最有价值的部分。那么使用权显然就不可能被股份化，它被什么？它被代币化，代币化之后

的使用权，这种被代币化之后的是标准化、份额化的使用权，那么就来到了数字资产市场，

这是跟股票市场有根本区别的，或者我们把它叫做虚拟资产市场。 

 

所以我们预测未来 20 年、30 年，这个虚拟资产市场或者数字资产市场，这个使用权的发行

和交易市场，有可能成长成为和现有的股票市场同样大的规模。如果这个假设前提我们认可

的话，对于新加坡来说，新加坡作为已经成型的具有重要地位的国际金融中心，使用权市场

代币化之后的数字资产市场，就是我们打造新加坡国际金融中心 2.0 版本它的最核心的内

容。这是对新加坡来说这是不可或缺的，或者说作为国际金融中心我们所不能缺席的一环，

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我们知道基于区块链，基于数字化的技术所形成的数字经济，它本来是

一个跨司法区域，跨地理约束的这样一个虚拟的经济体系，在数字世界里面没有国界，也没

有某个司法区域的一个限制。这对于新加坡来说是一个巨大的机会，我们可以规避掉新加坡

在地理环境上的这样一个约束，在人口基数上的这样一个约束，面向全球用户，面向全球市

场，面向全球开发者来建立一个基于使用权的数字化产品和服务，代币化之后的数字资产市

场。我们可以看两个案例，一个案例就是 Coinbase，Coinbase 本身是美国的一家持牌合规

的数字资产交易平台，它有 1 亿 2000 万注册用户，这 1 亿 2000 万注册用户 80%是非美国

的用户。因为美国总共只有 3 亿人口，不可能有三分之一的人都成了 Coinbase 的注册用

户。那么 Coinbase 它 80%左右的注册用户是美国以外的，为什么会出现这样一个情况？纽

交所有 80%的投资者用户、客户是美国以外的吗？没有这么多，尤其是纽约交易所

Nasdaq，它几乎不可能像美国以外的个人投资者去开放注册。但 Coinbase 做到了，为什么

Coinbase 能做到？因为 Coinbase 服务的就是这样一个数字世界里面数字经济使用权的这样

一个 token 来进去之后的数字资产市场，它本来就不受到地理环境的约束，不受到司法区域

的一个约束，它可以服务全球。在依据不同的本地合规，在不同的区域里面去做不同的合

规，在满足合规的前提下，你可以让这些个人用户直接注册成为 Coinbase 用户，不需要像

Nasdaq 或者纽约交易所那样的，一定要通过证券经纪商。Coinbase 和纽约交易所 Nasdaq

最大的不同就是，Coinbase 可以直接接受个人注册成为自己交易所的用户。Nasdaq 纽交所

必须通过它的会员，通过证券经纪商来去拓展它的零售市场。这样一个新的制度，这样一个

数字市场的现在新的资本市场体系，可想而知，它对新加坡国际金融中心的 2.0 版本来说是

一个至关重要的。好了，因为时间的限制，我今天就分享这么多，有不足的地方请大家批评

指正，谢谢大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