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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流通中的现钞入手，用于小额零售场景——

数字货币时代越来越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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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现阶段的设计，央行数字货币DC/EP是对M0的替代，而对于现钞是不计付利息的，因此，不

会引发金融脱媒，也不会对实体经济产生大冲击。另外，央行数字货币DC/EP用于小额零售场景，不

会对存款产生挤出效应——

今年以来有180家兑付后才退出——

为何网贷平台

良性退出少
本报记者 钱箐旎

□ 机会总是跌出来的，一般性的弱势股破净现象增多，

反而有利于后续投资者“上车”。

□ 新股破发让投资者不再心存侥幸，转而真正钻研和掌

握衡量企业投资价值的“标尺”。

数字货币时代越来越近。日前，
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范一飞表示，下
一步，将遵循稳步、安全、可控原则，合
理选择试点验证地区、场景和服务范
围，不断优化和丰富 DC/EP 功能，稳
妥推进数字化形态法定货币出台
应用。

范一飞所说的DC/EP，就是我国
计划推出的法定数字货币。我国的法
定数字货币会是什么样子？又将如何
影响我们的生活？

和电子支付有什么区别

说起数字货币，大家的第一反应
可能是比特币或者是脸书计划推出的
Libra。和这些所谓的数字货币不同，
央行将要推出的央行数字货币 DC/
EP是有国家信用背书的。

我国央行早在 2014 年起就已经
启动了数字货币的研究，至今已有 5
年的时间。到现在，央行数字货币可
以说已经呼之欲出。那么，央行法定
数字货币 DC/EP 推出后，是不是意
味着所有的人民币都会被数字化
的货币取代，现金就会消失？

“我从来没有想过中国会
进入一个无现金社会，我可能
会用‘轻现金社会’这个概念。”
中国人民银行支付结算司副司
长穆长春介绍，现阶段的央行
数字货币设计，注重 M0 替代，
而不是M1、M2的替代。这是因
为 M1、M2 已经实现了电子化、
数字化，没有必要再用数字货
币进行数字化。

M0指的是流通中的现金，
也就是说，央行数字货币DC/EP将从
替代流通中的纸钞和硬币入手。至于
其他，比如居民存款、企业存款等在银
行账户中的钱，本来就是以数字形式
存在的，因此不需要再进行重复建设。

穆长春表示，央行数字货币 DC/
EP 是对 M0的替代，而对于现钞是不
计付利息的，因此，不会引发金融脱
媒，也不会对现有的实体经济产生大
的冲击。另外，央行数字货币DC/EP
用于小额零售场景，不会对存款产生
挤出效应。

使用数字货币时，与微信和支付
宝支付有何区别？穆长春指出，对老
百姓来讲，基本支付功能在电子支付
和央行数字货币 DC/EP 之间的界限
实际上是相对模糊的。当然，央行数
字货币在一些功能实现上会和电子支
付有很大的区别。

很多人使用现金是出于匿名交易
的需要，在央行法定数字货币DC/EP
推出后，是否匿名交易就不再可能？

穆长春表示，DC/EP 的设计，保

持了现钞的
属性和主要
特 征 ，也 满
足了便携和
匿 名 的 需
求 ，是 替 代

现钞比较好的工具。央行数字货币采
用可控匿名，满足公众合法的匿名交
易需求，同时也要执行反洗钱、反恐怖
融资、防止用于网络赌博和任何网络
犯罪活动的功能。

这也就意味着，与比特币等强调
去中心化不同，央行数字货币仍将采
用中心化的管理办法。在发行时，央
行先把数字货币兑换给银行或者是其
他运营机构，再由这些机构兑换给公
众。在这一过程中，需要保持央行的
中心地位，并由指定机构进行货币的
兑换。中心化也是为了避免指定运营
机构货币超发，不改变现有的账户体
系，也不改变货币政策的传导方式。

与Libra存在很大的不同

法定数字货币与Libra最关键的
区别在于，是否有国家信用背书，能否
保证币值的稳定。

与我国计划推出的央行法定数字
货币不同，Libra 的发起方由多个公
司组成。Libra计划成为与主权国家
脱钩、并能保持币值长期稳定的国际
储备货币。根据 Libra 的白皮书，其
与大多数加密货币的最大区别在于，
使用 100%的真实资产作为储备、担
保，使用者可以随时将持有的 Libra
兑换为美元、欧元等法定货币，通过与
法定货币“挂钩”成为一种稳定币。能
否实现币值稳定，是关系到 Libra 接
受程度的关键。

此外，在信用货币时代，Libra
如何让人信任是一大问题。Libra发
起方是多个公司，没有取得国家信用
背书，脱离监管之外，更容易成为洗
钱、恐怖融资等犯罪活动的温床。在
遭遇信任危机后，就有包括维萨

（Visa）、万事达在内的多家公司表示
退出Libra。

万事达卡法律总顾问墨菲对记者
表示，退出主要担心的是合规问题，双
方的合作必须要符合当地监管要求，
如满足反洗钱、了解你的客户（KYC）
等监管要求。但在合规上，Libra 显
然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人们是否能够接受 Libra？能

不能将其作为主要货币？”新加坡金融
监管局局长孟文能说，多数人更倾向
于将手机里的数字货币用于小额支付
场景。但更大的问题是，有多少人会
将一辈子的储蓄投入其中？

强弱数字货币之争继续

站在全球范围看，围绕数字货币
的竞争才刚刚开始。

Libra 的出现引发了鲶鱼效应，
全球对法定数字货币讨论更为热烈，
各国未雨绸缪，加快了法定数字货币
的研究工作。就连此前似乎并不感兴
趣的欧洲央行，近期也开始讨论开发
统一的数字货币的必要性。国际货币
基金组织（IMF）今年7月份发布的一
份报告就指出，全球近七成央行都在
研究法定数字货币。

不少人担心，Libra一旦流通，或
有成为强势货币的可能，与各国货币
产生兑换关系，并侵蚀法定货币。而
弱势国一旦调控失误，容易导致恶性
通货膨胀，甚至“去本币化”。过去，津
巴布韦废除本币，被迫采用美元和其
他货币就是典型的例子。

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特邀
研究员赵鹞指出，如果 Libra 这类加
密货币在零售支付应用上取得成功，
会与法定货币之间存在竞争关系。

就我国的央行数字货币来说，赵
鹞认为，Libra 的设计思路与人民银
行的DC/EP方案有诸多相似之处，其
采取的100%储备发行方式与DC/EP
方案完全一样，同时两者都将被用于
零售支付场景，因而 Libra 与 DC/EP
形成直接的竞争关系。

“Libra 也 将 成 为‘ 拦 路 虎 ’。”
赵鹞认为，Libra 项目瞄准了跨境金
融业务特别是跨境零售支付，这与我
国希望的移动支付“走出去”将形成更
为直接的市场竞争，加之美元化在全
世界有着较为深刻的历史根基与现实
影响，使得央行数字DC/EP方案与产
品“走出去”更加艰难。

“我们应未雨绸缪，防患于未然。”
赵鹞认为，Libra 储备资产有巨大的
投资需求，很有可能会对金融市场造
成巨大影响，从而给金融市场带来新
的不稳定因素。应该更加注意，随着
其规模的扩大，可能带来系统性金融
风险。

赵鹞表示，加密货币的推行速度
会非常快，与传统货币的货币替代完
全不同。一旦一种加密货币获得成
功，对其监管和限制就会变得很困
难。我国在推进数字货币的过程中，
要吸收其优点，借鉴其思路，在人民
币国际化进程中也可以有发挥的
空间。

近期，“破净”和“破发”成为
A股市场的关键词。截至12月2日收
盘，A股已有370只股票股价跌破每
股净资产，破净率超过10%，数量和
比例都已接近 2005 年以来的历史高
点。此外，最近市场还有部分新股破
发、前期涨幅较高的主要“大消费”
概念股回调的情况。如何看待这一
现象？

话分两头说。破净股增多，的确
与市场整体走势有关。历史上，每当
大盘出现较大幅度回撤时，一些弱势
股、前期涨幅较大的股票总会率先破
净。前期涨得多了，涨得猛了，调一
调太正常了。

换个视角看，机会总是跌出来
的，一般性的弱势股破净现象增多，
反而有利于后续投资者“上车”，给
更多长期资金提供建仓良机。

再看破发新股增多。今年下半年
以来，新股生态发生变化，破发案例

频频出现。从申购者视角看，好不容
易抢到的新股，这么容易就跌了，当
然心里不爽。

反过来看，如果新股长期维持
“买到就赚到”，投资者看似皆大欢
喜，但能体现不同新股的优劣和价格
吗？显然，“新股不败”不利于市场
定价机制发挥作用，也将长期蒙蔽投
资者的双眼。

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
作用，必须遵循“无形之手”的价格
发现、优胜劣汰等机制，让新股价格
不再“坚挺”，让普通投资者真正看
清新股的价格。这既是设立科创板并
试点注册制的初衷，是构建信息披露

为核心监管制度的考量，又是继续完
善资本市场基础性制度，保护投资者
合法权益的题中之义。

破发新股增多，也有人归咎于
“新股发得太多、太密了”。实际上，
作为融资场、投资场，资本市场理应
供给新股票，新股发行不能停。今
年以来，A 股 IPO 发行始终保持着
平稳节奏，监管部门已明确表示，
当前资本市场的韧性和活力不断增
强，一方面保持新股发行常态化，
积极支持股权融资，不会因为各种因
素而暂停IPO发行；另一方面，也会
根据目前市场情况，保持平稳的发行
节奏，不搞“大跃进”式的集中核发

批文。就募集资金超过100亿元的大
盘股来说，今年有中国通号、中广
核、浙商银行3家企业完成发行并上
市。已过审的企业，发行人也会考虑
市场情况，选择合适的发行时机和
窗口。

长期看，股指回调或大涨与IPO
因素关系不大，反而是每当IPO暂停
时，严重影响了市场预期和资本市场
的基本融资功能，给市场带来不良预
期。截至12月2日，今年主板、中小
板、创业板共核准115家企业，融资
1563.09 亿元，相对于全金融市场，
融资总量有限

至此，投资者应该对“双破”有
更理性的认识。以市场的眼光看，破
净股增多对想“入场”的投资者来
说，不乏结构性机会；而新股破发让
那些长期以来打新“稳赚不亏”的投
资者，不再心存侥幸，转而真正钻研
企业基本面、经济基本面、掌握衡量
企业投资价值的“标尺”。唯有如
此，投资者才能在新股破发常态化之
后，真正学会甄别股票的优劣，赚到
属于自己的超额收益。

“P2P 网络借贷平台都在
说良性退出，到底谁是真谁是
假？”有朋友问。实际上，如今
退出的 P2P 网贷平台数量很
多，但要算真正的良性退出，数
量可能并不大。

“P2P 网贷平台根据运营
状态及退出方式的不同，主要
可分为正常运营、问题平台、停
业及转型，仍在正常运营平台
或在准备继续冲刺备案，或已
开始逐步转型其他业务；问题
平台可细分为跑路、提现困难、
经侦介入等，部分平台已彻底
失联，部分平台或能追回一些
资金。”网贷之家研究员刘美
茹说。

刘美茹表示，停业及转型
平台中根据是否完成全部兑付
又分为以下两类：一类是已发
布公告表明完成全部兑付，真
正良性退出的平台；另一类是
通过公告或其他途径宣布暂停
运营、退出或转型，甚至有些没
有任何公告，但官网显示已退
出行业，对于其是否完成全部
兑付并不清楚的平台。

据网贷之家不完全统计，
截至今年11月7日，P2P 网贷
行业停业、转型及问题平台数
量累计6046家，其中停业及转
型平台数量3163家，问题平台
数量2883家。

据了解，2016年P2P网贷
行业停业及转型的平台数量最
多，高达 1156 家。2017 年停
业及转型平台数量下降至498
家，占退出平台总数的比例也
达到 68.88%。2018 年因行业
风险的集中爆发，问题平台数
量出现大幅增长，停业及转型
平台数量的比例为 50.75%。
今年至今，停业及转型平台数
量占比回升，达64.74%。

专家表示，停业及转型平
台数量占退出平台总数量的比
例整体呈走高趋势，表明随着

P2P网贷行业监管体系的逐渐
完善，以跑路、提现困难、经侦
介入等性质恶劣方式退出的平
台数量在逐渐减少，选择以停
业或转型方式退出的平台数量
增多。

那什么才算是真正的良性
退出呢？“真正良性退出指的是
平台与出借人群体沟通下完成
兑付工作后退出。”刘美茹说。

据网贷之家不完全统计，
截至今年11月7日，能明确查
到完成兑付后才退出的平台有
180家。良性退出平台数量相
对较低。

在不少业内人士看来，随
着行业平台数量大幅减少，监
管制度逐渐完善，停业及转型
成为平台退出行业的主要方
式，但并不代表可以做到真正
的良性退出。出现此现象的原
因可能有以下几点。一是部分
平台的规模较大，涉及出借人
和借款人数量较多，资产处置
上存在一定难度，需要一定时
间完成兑付。二是恶意逃废债
现象盛行，借款人无法按时还
款，导致平台没有资金去兑付
相应的出借人。三是目前合法
催收有一定难度，也影响到平
台的兑付进度。四是平台自身
资金实力较弱，即使体量不大，
也没有自有资金提前兑付。五
是有些平台因资产造假，现有
资产无法覆盖剩余未兑付存
量。六是平台与出借人沟通
不畅，兑付比例也无法达成共
识，其中有不少平台进入司法
程序。

“综上所述，实现良性退
出，需要平台、出借人及监管部
门的共同合作。同时，也建议
目前正常运营平台，及时跟进
调整贷前风控、贷中监控及贷
后管理工作，最大程度降低出
借风险，给予行业良好的运行
环境。”刘美茹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