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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
在加州的内华达山脉里淘金盛行的时候，近在咫尺的中央谷地再肥沃也没有人会去安心耕种了。 ”谈及当下火热的区块链行业，一位互联网投资人这样向《中国经营报》记者说道。
即使有新华社等权威媒体、工信部等部门和部分业内人士一再强调，区块链仍处于早期发展阶段，但比特币等数字货币的造富神话，使这个新兴的技术领域仍吸引了大批怀着暴富梦想的玩家。
《中国经营报》记者从区块链的产业和当前热度较高的应用场景入手，带来专题报道，深入分析区块链追捧者的
“
道”与
“
术”。

代写区块链项目书年赚 20 万，90%项目无法落地

揭秘区块链玩家的造富神话
本报记者 张靖超 北京报道

个
“
圈子内”的活动。

7 月 23 日下午，北京东四十三
条的四合院内，一场区块链项目的

称都是英文， 公司注册地亦是海
外，创始人团队、高管也几乎是清
一色的外国人。 除此之外，现场还
有 4 家专门投资区块链项目的投
资机构代表、以及十余家区块链媒

PPT 里，所有项目和公司的名

路演正在进行。 按照组织方 JRR
（一家主要从区块链项目孵化、投资
的机构）的负责人张璐介绍，这是一

体。不过这些项目方负责人几乎大

喝彩的项目方负责人：“在中国大陆

落地产生疑问时， 在场的人士未直

部分是中国人。

地区落地业务， 你们的竞争对手有
哪些？ ”回答分别是腾讯音乐、网易

接回答， 却反问道：“本是区块链圈

据悉， 这些项目所处领域分
别是在线音乐平台、芯片、移动支
付等。

云音乐、阿里系的虾米音乐，此外，
还有联发科、微信支付、支付宝、银

参与进来？ ”
记者在采访中发现， 这场略显

路演结束后，《中国经营报》记
者上前分别询问这些刚刚赢得满堂

联、美团、VISA……
有趣的是， 当记者对这些项目

神秘的“圈内聚会“
，实质上是一场
吸引入局者的“密谋活动”。

内人士的活动， 为何会有传统媒体

目前大部分发币项目从本
质上并没有真正利用区块
链技术，只是打着区块链的
旗号，获得了与实际价值完
全不相符的估值。
相比于以太坊、 瑞波、EOS

币圈与链圈

等已经成熟、且在业内外闻名的
区块链项目，国内尚未出现与之

随着项目落地尝试、数字货币种类增加，币圈和链圈就慢慢混在一起了。

睥睨的区块链应用和平台。
但资本市场的热情至今未

“
这个圈子是有点封闭的， 常见
的就那几个。 ”张璐说，
“
币圈的人常
常会在国内外的几个城市飞来飞去。
我们经常不约而同地出现在同一个

混在一起的重要原因之一，是
区块链与数字货币间密切的关系。
从路演现场情况看， 每一个企
业都提到了已经、 或准备发行数字

报 记 者 对 迅 雷 CEO 陈 磊 的 采 访
中，对方表达了建立起迅雷区块链
生态的蓝图：“需要打造一个迅雷
的区块链闭环生态，其中要有足够

航班里，甚至座位都连在一起。 今天
在座的人几乎大部分是熟悉面孔。 ”

货币。就区块链的基本属性，特别是
目前热度最高的公有链 （区块链中

多的、优秀的上层区块链应用。 ”
在迅雷的区块链生态中，链克

在张璐所说的币圈是区块链业
内的一大群体，与之睥睨的是链圈。

的一种形态）的特性来看，要让普通
用户使用开发者设计的公有链，并

为该网络中的 token，可购买上层应
用的服务。

“链圈和币圈是区块链早期的
一种划分，链圈的人被认为主要是
研究技术以及商用开发的，币圈的

深度挖掘内在价值， 势必要给予用
户相应的激励，这些激励只以 token
的形式交到用户手上， 即所谓的数

“应 用 场 景 越 丰 富 ， 品 类 越
多 ，token 的 流 通 就 越 顺 畅 ，token
和链的价值就越高。 如果流通场

人则专注于投资。 ”某区块链媒体
创始人王鑫这样告诉本报记者：
“早期的币圈人士大多还是投资公
司和项目， 后来随着项目落地尝
试、数字货币种类增加，币圈和链

字货币。
而 token 的 价 值 ， 也 在 某 种
程度上体现了这个区块链网络
的价值。
目前， 国内已经有迅雷等企业

景少甚至没有，那么 token 的价值
就是零，就是空气币。 ”一位链克
持有者吕淳 （化名） 这样表达了
token 的价值。
而在当日的路演现场，某区块链

诉记者，token 需要流通在一个可消
化的场景中（即能够流通，可换取某些

区块链才会拥有现实资产的支撑与
背书，即使流入二级市场，有现实价值

做出了一系列尝试。在今年 5 月，本

项目咨询公司的运营负责人张鹏告

服务或物品）， 如此一来，token 乃至

参考，可在一定程度上避免泡沫。

圈就慢慢混在一起了。 ”

追风的“冒险游戏”

减，从 2017 年末在全球股市飙
涨的区块链概念股开始， 再到
遍地的区块链会议，去中心化、
建立信任机制的愿景是诸多从
业者长挂在嘴边的信条。
本报记者注意到，除了 7 月
23 日的路演活动外， 在全国各
地的主要一二线城市，几乎每天
都有类似的活动举行，查阅公司
背景时， 往往都注明注册地、服
务器、高管团队均在海外。
现有的区块链项目中，有 90%都无法落地。

本报资料室 / 图

Scarlett Zhang 在 向 本 报
记者介绍项目落地时表示：
“我 们 的 业 务 核 心 是 中 国 大
陆，现在围绕海外市场展开。 ”
记者质疑其中的矛盾性，
她解释称：“国内的政策环境比

圈内的故事
区块链项目、区块链媒体、社群、数字货币钱包、数字货币交易所，这是所谓产业链的雏形。
“但现有的区块链项目中，有
90%都无法落地。 所以你看到的大

究所所长于佳宁表示， 区块链项目
的通证权益投资逻辑与传统股权融

ICO 时的投资者可趁机获利出逃。
于是，ICO 与登陆数字货币交

所，这是所谓产业链的雏形。
原快的创始人、 区块链投资人

钱包， 最后是让交易所的审核评估
人员信服。 ” 上述区块链媒体作者

部分数字货币都是空气币。 ”张鹏
说，“这是我们在过去几年观察到
的结果，具体原因有很多，包括用
户使用习惯、商用不成熟、机制设

资逻辑完全不同， 区块链项目即使
进行股权融资， 也会止步于天使轮
或 A 轮。
王鑫等多位业内人士这样向本

易所的两个关键步骤， 成为了区块
链项目公司、投资者眼中的“
IPO”。
但在各种因素的制约下，一个区
块链项目从提出，到机制设计、网络搭

陈伟星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通
过介绍投资经历， 也证实了这条产
业链的存在。
“我投资前把整个区块链生态

说，“讲好生态故事是每一个区块链
项目必须要做的事情， 让对区块链
未来价值深信不疑的人或投机者掏
钱，这是国内的产业链常做的事。 ”

计漏洞、监管政策等。 ”
但现场的每一个项目方或已经

登陆数字货币交易所”
报记者解释“
这一行为： 这是类似于传统互联网

建、ICO， 再到登陆数字货币交易所，
需要赢得投资人的认可，着实不易。

需要有哪些角色想明白了， 比如需
要有交易所、芯片、行情媒体、钱包、

路演结束后， 张鹏向本报记者
透露了该活动的主要目的：“现场的

发币， 或准备进行 ICO （首次币发
行），或即将登陆数字货币交易所。

企业的融资路径， 互联网企业往往
需要进行多轮融资后， 最后申请

“你的这种担心可以说有些多
余。实际上，已经有一条成熟的产业

评级机构、分析管理数据的，然后每
一个环节去投最好的。 ”陈伟星说。

项目有不少已经被现场的机构投资
了，所以这场路演，应该更多是给在

移动支付项目 Bizkey 的负责
人 Scarlett Zhang 便向本报记者透

IPO。 但区块链项目企业在完成至
多两轮融资后， 传统的融资方式就

链了， 他们游离于传统企业和互联
网公司圈子以外， 所以你们圈外人

“
现在的项目，能落地的只有极
少数，而且大部分还是在美国，所以

座媒体和社群看的， 将故事借此讲
出来， 因此他们更希望被圈子里的

露，在去年完成 A 轮融资后，未有
其他融资， 也不再计划进行融资，

此停止，随即开启类似于 IPO 的行
动，通过 ICO，获得资金，投资者获

不知道。”某区块链媒体火球财经的
一位作者说。

国内的项目要想获得资金， 就必须
要与后面的每一环合作， 媒体和社

有影响的媒体、钱包看到。 所以当圈
外人，一个圈外媒体出现在现场，他

公司正寻求登陆数字货币交易所。
工信部信息中心工业经济研

得 token， 而后登陆数字货币交易
所，token 流通性增加并获得溢价，

区块链项目、 区块链媒体、社
群、 数字货币钱包、 数字货币交易

群帮助宣传，然后找人代写 ICO 的
白皮书， 再想方设法将 token 塞进

们都会惊讶， 读者群体与他们的定
位不符合，甚至会被排斥在外。 ”

ICO 暴利

较严苛， 所以我们会选择在海
外进行业务拓展，静观时变，一
旦成熟就回来。 ”
至于如何验证项目的可靠
性，数字货币交易所火币方面
向本报记者介绍了一套 名 为
smartchain 区块链资产的评估
模型。 团队可信度、技术先进
性、市场活跃度、项目管理和
战略定位是火币主要考 察 的
类别。
火币方面坦言， 区块链资
产对应项目大多属于早期阶段，
项目运营产生风险，由于流动性
高，且价格变化快，波动性大，容
易被过度炒作产生风险， 此外，
交易的匿名性可能涉及洗钱风
险，世界各国也普遍缺乏相对完
善的监管制度。
“目前大部分发币项目从
本质上并没有真正利用区块链

区块链的真正获利者，都是 2016 年以前进入的，如今都拿到了百倍以上，甚至万倍的回报。
2017 年夏天大学毕业的小金

目的白皮书，因为都是大同小异的。

得到 APP 平台累计了大量社群粉

好看过，后面怎么发展也没好好想，

报记者介绍了财富爆发的过程：“我

（化名）在同学眼中，已经是一位赢
在起跑线上的人。刚毕业时，已经自
食其力赚到约 20 万元。
小金向本报记者透露，20 万元
均来自为区块链项目方代写 ICO 白
皮书， 每次的报酬是 2 万 ~3 万元。
2017 年至 2018 年上半年，9 次代笔
的劳务费成了小金的第一桶金。
“刚开始写白皮书很费劲，因为
太专业，很生涩，后来会借鉴其他项

至于里面写的什么， 我也没完全搞
懂，但是一般有套路，那就是模式不
能写的太清晰， 也得稍微让人看懂
一些，但技术细节要很专业。 ”小金
说，其中不乏有的项目重复发币，多
次发布白皮书。
在 2017 年年中，被誉为“区块
链网红”
“
比特币首富” 的李笑来也
曾说过类似的话。 彼时，在 ICO 还
未被国内监管机构叫停之前， 通过

丝的李笑来，通过多次 ICO 成为了
舆论当中区块链创业明星， 但每一
次发布的白皮书均显晦涩， 到后来
ICO 时，李笑来表示不再发布白皮
书，理由是：
“
反正你们也看不懂。 ”
“现在整个行业中普遍是比较
扭曲的，这是财富效应在激励，而并
不是创造价值。 绝大部分创业者可
能连中本聪的白皮书也没看， 自己
的白皮书也没好好写， 代码也没好

只想怎样才能拿到更多钱。”陈伟星
如是说。
陈伟星向本报记者表达了对当
前众多区块链项目的看法：“现在整
个市场有资本红利，财富效应明显，
泡沫就起来了。 ”
毫无疑问，从 ICO 开始，到登
陆数字货币交易所， 这是一个使资
产获得翻倍的大好时机。 一位不愿
透露姓名的以太坊早期投资者向本

在 2014 年年初时，在美国一次偶然
经历，得知了以太坊这个项目，那时
ETH（以太币）不到 10 块钱，现在已
经涨到近 2000 块，我拿到了 200 多
倍的收益。 ”
“区块链的真正获利者， 都是
2016 年以前进入的，如今都拿到了
百倍以上，甚至万倍的回报，此后往
往都非常低调。 但他们曾经获取的
回报率非常让人垂涎。 ”张鹏说。

有消息称， 腾讯或将效仿百度
度宇宙、 网易星球等推出类似的区
块链平台， 同时发行代币波币。 对
此，腾讯方面向《中国经营报》记者
表示：注册商标与发币无关，腾讯区

块链不发行 ICO（首次币发行）。
“
未来很多 token（代币）并不都
是用来炒作，而是与固定的现实资产
挂钩。 通过链上的智能合约交易，降
低实物资产的交易。”原快的创始人、

泛城投资集团董事长陈伟星接受《中
国经营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区块链
技术可以将数字资产的价值锚定到
劳动者和用户，激励其更好地劳动和
创造。 在采访中，这一观点得到了多

位公链(指任何人都可读取、发送交
易且能获得有效确认的共识区块
链。 )从业者的认可。 在投机炒作之
外，公链从业者更加看好数字资产与
现实资产相融合的产业形态。

发展机遇。
除迅雷之外， 多家互联网公司
也与此类数字资产沾染关系。6 月 8
日，百度推出的区块链原生应用
“度
宇宙”官网正式上线。其自称不仅仅
是一款小游戏， 未来将会把娱乐和
文化两大类要素融于一体。“目前我
们正在撰写白皮书， 更详细的产品
说明会在未来发布的白皮书中体
现。 ”百度方面说。
而腾讯一位员工透露，如果 to-

ken 不上交易所，与积分没有本质区
别。“
一个大公司的小部门，每年都要
给自己找点活儿， 区块链火了做一
做，成不成其实也无所谓。 现在任何
APP 的用户增长都很缓慢，用区块链
吸引人还是很好使， 拉了多少用户，
年终 KPI 可以写上一笔。”该员工说。
陈伟星则表示：
“
现在大家对区
块链普遍处于懵懂期， 并不明白要
用区块链做什么。 真正要提供实际

估值模型来引导。 ”
受监管层面的因素，无论初创公
司还是巨头，数字资产未来的最终形
态仍不明确。 阳光七星投资集团主席
兼首席执行官吴征认为，区块链不能
脱离 token 作为价值计算单位。 但是，
token 的发行本身一定要受到监管，
且必须基于真实资产和实体资产。
“
无论是股市还是币市， 都应当
受到严格监管。 美国在摸索将代币

价值，中间需要有监管措施，需要用

（token）发行当作证券发行进行监管。

未来我们是否也会走这样一条监管路
线，不是没有可能。 ”北京大学光华管
理学院区块链实验室主任刘晓蕾称。
“
可以明确的是，现在已经有很
多国家将数字资产列为新的资产类
别，其市值管理、资产规模管理、交
易量管理比传统市场某些领域要高
很多。我们无法忽视，数字资产在全
球的在线交易量已经很大， 正在逐
渐改变整个金融领域的生态。”微软
（中国）有限公司 CTO 黎江表示。

技术， 只是打着区块链的旗号，
获得了与实际价值完全不相符
的估值。有的项目的所谓创新根
本不去与实体经济融合，脱离了
实体经济的需求，完全是投机甚
至是欺诈的行为。 ” 阳光七星投
资集团主席兼首席执行官吴征
近日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表
达了自己对行业热度的看法，
“区块链和 AI 等技术的意义是
赋能，而不是颠覆。 ”

互联网巨头染指数字资产
特约撰稿 李昆昆
本报记者 张靖超 北京报道

日前，腾讯申请波币、波洞星等
商标一事亦引起外界关注。

区块链懵懂期
作为数字资产目前最普遍的一
种形态，代币即数字货币，在区块链
行业内也叫作 token。
与大多数公链初创公司不同，
现阶段互联网巨头所发 token，均没
有上交易所。 以迅雷链为例，迅雷方
面告诉本报记者， 目前区块链的发
展刚刚进入 3.0 时代， 还在应用落
地的早期， 主要的挑战是如何让区
块链技术应用到实际中去， 真正赋
能实体经济， 不因行业乱象而错失

监管风险
据悉， 区块链从技术层面
可划分为联盟链和公有链，而
公有链项目常使用 token 激励
用户。而在业界，数字资产的使
用一直备受争议。
在过去的一年里， 数字货
币经历了一场大牛市， 其中比
特币的价格在 2017 年 1 月 5
日 时 的 价 格 为 8580 美 元 ， 到
2017 年 10 月， 达到 35500 美
元。 财富暴增的同时，是区块链
节点匿名性等特征带来 的 洗
钱、 市场价格操纵等风险。 为
此，在去年 9 月，央行等七部委
联合叫停 ICO，而后狂热稍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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