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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块链行业AB面：狂欢与逃亡
自10月24日以来，区块链行业再次走上风口。在政策鼓励发展大背景下，

区块链产业研究驶入快车道，包括传统金融机构、互联网巨头、科技巨头等纷

纷加大马力落地场景应用。不过，繁荣背后乱象犹存，加密代币交易所搭区块

链热“便车”圈钱、空壳公司套用区块链概念炒作，甚至一些不法分子披着区块

链外衣行违法之事。有分析人士称，当前，区块链行业发展逐渐呈现出冰火两

重天的行业现状：一方面是欣欣向荣，大批巨头公司和机构加速入场，推动区

块链技术赋能实体经济；另一方面则风声鹤唳，一大波投资者和诈骗者在监管

围剿后逃离市场，或出海或转行。前述人士直言，当区块链概念兴起之时，人人

都觉得有机会，但市场冷静之后，万里挑一才会成就一个企业，未来，这一两极

分化发展态势仍会持续下去。

欣欣向荣的A面：
政策落地 机构加速落地场景

自10月2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就区块

链技术发展现状和趋势专题学习以来，区

块链便成为市场关注的焦点。大批巨头公

司和机构加速布局，区块链技术的应用场

景也不断铺开，从金融、产品溯源、电子存

证到数字身份与供应链协同，场景的深入

化和多元化不断加深，行业呈现出一片欣

欣向荣的景象。

首先政策支持方面，中国信息通信研

究院发布的《区块链白皮书（2019年）》显

示，截至 2019年 5月，已有北京、上海、广

东、江苏、浙江、贵州、山东等全国超过 30

个省市地区发布政策指导文件，开展区块

链产业链布局。全国已成立区块链产业园

共计22家，杭州、广东、上海等沿海城市占

比过半，其中20家为政府主导或参与推进。

政策支持下，不同领域机构也纷纷在

区块链研究与场景落地方面一路高歌猛

进。其中，传统金融机构加速布局，将区块

链技术应用于供应链金融、跨境支付、资产

管理、保险等多个细分领域，截至目前，包

括招商银行、建设银行、中国银行、中信银

行、中国邮政储蓄银行、农业银行、民生银

行、交通银行、兴业银行等多家银行均取得

相应成果。

互联网巨头则纷纷将目光投向区块链

云平台（BaaS），如“度小满金融区块链开

放平台”主要着眼于金融领域的企业区块

链构建服务；阿里云区块链BaaS则主要面

向企业级客户；腾讯推出的区块链BaaS平

台定位则是“以信息服务方”的角色全面向

合作伙伴开放”，自身不参与供应链金融布

局中；京东推出的区块链BaaS平台则将重

点放在商品的防伪追溯上。此外，还有华为

等很多科技企业投身到区块链应用中，各

种区块链技术创新成果层出不穷。

值得关注的是，除了金融服务应用场

景不断落地，区块链技术在政务民生类应

用的项目数量也显著增多，包括司法存证、

税务、电子票据、产品溯源等其他领域均稳

步发展。据《区块链白皮书（2019年）》数据统

计，目前全球公开区块链专利申请数高达1.8

万余件，中国占比超过半数，居全球第一。

风声鹤唳的B面：
乱象犹存 交易所搭便车圈钱

毫无疑问，在政策鼓励区块链行业发

展后，区块链技术从幕后走向台前，大众已

逐渐认识到区块链技术的价值与前景。不

过，行业大趋势向好的同时，一些乱象也值

得警惕：如加密代币交易所搭区块链热“便

车”圈钱、一些空壳公司套用区块链概念炒

作，甚至一些不法分子披着区块链外衣行

违法之事。

正如多位业内人士向北京商报记者所

述，区块链话题再次站上风口之后，币圈的

投机者们也没有落下脚步。目前，仍有一大

批币圈机构以“区块链”之名，依托微信群、

社区、线下集会等方式，行传销、非法集资

之实；仍有无数家虚拟资产交易所，借区块

链热潮趁机炒作虚假宣传，设置虚空账户

监守自盗；还有部分企业开设空壳公司，借

用区块链名义骗政府补贴，但实际不做与

区块链相关的业务；甚至衍生出了少数区

块链自媒体，不做调研写“黑稿”敲诈勒索，

但又收钱为圈钱方虚假宣传……

资深行业观察者李京（化名）告诉北京

商报记者，区块链行业鱼龙混杂，进场布局

的除了踏实干事的企业外，还有一部分则

是搞传销诈骗的圈钱方。目前不乏一些诈

骗者，在区块链行业监管未明确之时，将此

前传销诈骗的一些模式套用进来，再借以

区块链概念，企图以此规避风险。

“因为很多投资者不懂区块链的真实

含义，也对很多金融逻辑缺少基本认知，所

以很多时候都会被圈钱方忽悠，当这样的

‘骗子’模式有成功案例后，久而久之，币圈

就会有越来越多的人觉得这一模式有利可

图，所以纷纷效仿。”李京直言，其实，在这

个圈子里大部分人都是图赚一波快钱，没

有人会想着长久干下去，一旦整顿就会选

择转行或撤离。

同时，看懂研究院研究员李霁月也提

出，“当前在币圈确实存在大量 ‘靠概念’

赚快钱的企业，目前在这部分群体中，会有

少数的技术实力者及时悬崖勒马，选择真

正从事区块链技术去助力实体经济，也会

有企业因看到风险后产生敬畏，而直接去

转行做与区块链无关的产业；同样也有人

永不满足，选择继续‘玩’下去，最后赔得分

文不剩或成为亿万富翁”。

不过，业内一致认为，币圈这一波刀口

舔血的炒作或诈骗行为不会持续。实际上，

在各地监管多面围堵轮番排查后，该领域

目前已是风声鹤唳，如部分炒作虚拟资产

的交易所，在遭多地监管围剿后，已纷纷将

业务撤离至海外；此外还有一些蹭概念的

币圈公司也危如累卵，不断被曝出裁员、欠

薪后，因经营难以为继退出市场。多位币圈

从业人士告诉北京商报记者，正在寻找一

个好的机会上岸。

对此，南京信息工程大学滨江学院企

业教授、中国自动化学会区块链专业委员

会委员刘峰认为，区块链行业将会持续长

时间的监管与洗牌，各类着眼于技术创新

的企业会享受新行业带来的政策红利，而

往日以代币为基础进行经营活动的公司员

工会出现大幅撤离或者转型。

正本清源：
明确立法 加大投资者教育

对于区块链行业乱象，在李霁月看

来，主要有两个重要原因，一是没有明确

的立法和政策定位，因无法可依，所以很

多企业打着擦边球办事，执法部门摸着石

头过河。另一个原因则是公众认知偏差，

对于一些区块链新兴技术、专家言论、技

术言论等，普通人难以理解透彻，也使得

诈骗行为有机可乘。由此，要改善乱象情

况，可从明确立法与投资者教育两个方向

着手。

李京同样认为，区块链在多个领域都

有其特有的优势，也能相应解决很多问

题，但目前乱象丛生，主要还是源于大部

分人还不知道区块链究竟是什么、可以做

什么。很多诈骗者也是利用这一点，将这

项技术鼓吹包装，从而让很多人无法分辨

真假。

李京直言：“当每个人都能把虚拟代币

理解得像人民币一样透彻的时候，诈骗者

行骗成功的概率就会低很多，相应市场上

的乱象就会改善很多，因此区块链正本清

源，关键还是要做好投资者教育。”

就目前的监管形势，刘峰进一步指出，

今后，监管将会一如既往支持区块链技术

大力发展，促进该技术与各个行业领域结

合，形成产业化落地，但同时也会针对区块

链代币金融活动及各种可能破坏金融稳定

的行为，长期保持高压监管态势。

就像互联网泡沫一样，区块链行业存

在泡沫。在概念兴起之时，人人都觉得有机

会，但市场冷静之后，万里挑一才会成就一

个企业，未来，这一两极分化的发展态势仍

会持续下去。对于区块链行业未来发展态

势，李霁月预测，在长期洗牌后，未来或将

在巨头层面呈现三大头部力量，即国家队、

互联网巨头以及区块链新兴巨头，同时以

资本为纽带、以地域为纽带的中、小型创业

区块链联盟集群也可能会产生。

刘峰则表示，对于区块链行业发展，未

来一段时间内会进入政策引导转型期。即

引导“矿圈”企业规范化生产，充分利用富

余自然资源来进行价值生产利用。对于

“币圈”企业尤其是头部企业积极引导，鼓

励其在满足现有法律法规的基础上获得

某些许可或者牌照使其合规化运营业务，

并强制监管代币类数字资产的发型和注

销行为。对于“链圈”企业，则会积极鼓励

其技术产业落地。由此，通过各个层面让区

块链技术真正地服务于实体经济，为区块

链技术正名。

北京商报记者 岳品瑜 实习记者 刘四红

金科人才紧俏

当前，人工智能、大数据、区块链、云计算

正在重塑整个金融行业，并不断有新的科技

公司涌现，但金融科技人才的短缺已成为行

业发展的最大短板。

在国际人力招聘公司MichaelPage（中

国）发布的《2018年中国金融科技就业报告》

中，92%的受访金融科技企业发现中国目前

正面临严重的金融科技专业人才短缺。85%

的受访雇主表示他们在金融科技人才招聘

方面遇到困难，45%的受访雇主表示他们面

临的最大招聘困难是难以找到符合特定职

位需求的人才。

而在银行、金融科技子公司、理财子公

司等公开招聘中，金融科技人才、复合型人

才受到热捧。例如，工银科技11月18日在官

网一口气发布了15个招聘职位，包括分布式

服务高级架构师、软件研发工程师、高级产

品经理和产品运营经理（saas平台规划方

向）等岗位。

在BOSS直聘网站中，北京商报记者注意

到北银科技、民生科技、光大科技、光大银行信

息科技部等也都在相继争抢金融科技人才，

其中容器云架构师一职月薪最高达到10万

元，Java架构师、云平台架构师等最高月薪也

在5万元。另外，需求分析工程师、产品经理等

多个岗位还为16薪。

企业“一掷千金为人才”现象不断重

现，也体现了当前“人才荒”的现状。中关村

互联网金融研究院院长刘勇表示，全球金

融的竞争焦点在金融科技，金融科技的竞

争焦点在人才。而我们的现状是什么呢？

人才短缺，人才渠道匮乏，包括岗位需求

量比较大。

加强高校人才培养

面对人才紧缺的境况，如何加强人才

队伍建设是当前亟待解决的难题。《金融科

技规划》提到，支持高校院所加大金融科技

领域的基础研究投入，支持和鼓励在京相

关院校组建金融科技院系或设立专业方

向，培养一批金融科技拔尖人才。

在中国人民大学金融科技与互联网安

全研究中心研究员车宁看来，前期的金融

科技实践多为商业模式的应用创新，虽然

短期推动了金融科技业务快速发展，但并

没有把创新引向深处，科技含量还不足，因

此需要加强技术领域的研究和人才培养来

化解这个问题。而从整个市场的人才供给

上来看，有完整的知识体系、较好的理论基

础和技术基础的人才稀缺，也需要高等院

校开展人才培养工作。

而从人才现状来看，既要懂科技又要

懂金融的复合型人才是未来的培养方向。

刘勇认为，金融科技人才并非简单的金

融和技术两个专业的组合，而是需要更

深层次地了解这两者结合后所带来的

新的运营模式和规则，因此，金融科技

企业人才需要具备跨领域技能是大势

所趋。

那么如何加强金融科技人才培养工

作呢？刘勇建议道，一方面，金融科技人才

培养既需要掌握金融学的相关概念和理

论基础等金融业务知识，同时还需要具有

互联网思维，对新兴技术有全面和深度的

了解。另一方面，金融科技从业人员培养，

应该将风险控制作为一项重要工作，树立

风险意识，不断提高对风险的预测和控制

能力。

在培养模式上，刘勇表示，金融科技人

才培养模式应以培养复合型、实战型、专业

型的金融科技从业人员为目标，建议通过

“课程面授+线上学习+企业实习”的培养

路径培养复合型人才。

扶持政策应加快配套

金融科技人才队伍的建设离不开监管

政策的帮助与扶持。《金融科技规划》指出，

全面实施金融科技人才聚集工程，推动中

高端人才形成规模集聚；构建辅助型人才

良性培养的渠道。

为吸引顶尖金融科技人才，具有针对

性的扶持政策非常重要。车宁举例称，对于

在高校进行基础技术研究工作的学者，其工

作需要有大量的研究成果产出，可以为这些

学者创造更多的研究场景，提供更多资源支

持课题研究，在支持的过程中将前沿的课题

研究、技术成果及时进行商业转化。

北京商报记者 岳品瑜 吴限

金融科技人才补短板：高校培养与政策加持

在《北京市促进金融科技发展规划（2018年-2022年）》（以下简称《金融科
技规划》）发布的一年时间内，北京市金融科技快速发展，工银科技、北银科技
等银行系金科子公司开张运营，5G智能网点加速落地。 而随着参与主体不断
丰富、行业快速发展，金融科技的竞争也聚焦在人才战略上。为此，《金融科技
规划》给出了答案，即支持高校院所基础研究与人才培养。在分析人士看来，人
才的培养离不开政策的扶持，监管机构未来应加大政策指导和资源支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