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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你避开ICO的法律“坑”

肖飒

最近，

ICO

一词越来越多地出现

在我们的视线中，充斥我们的生活。那

么这个

ICO

，到底是什么意思？是否像

它的“词源”

IPO

一样，在充满着机遇

的同时还隐藏着不少的法律风险呢？

ICO

是

Initial Coin Offering

的简

称，正如

IPO

的含义是股票的首次公

开发行，

ICO

就指的是代币（

coin

）的首

次公开发行，并且与

IPO

的作用相似

的是，

ICO

也可以被看作是一种 “融

资”方式。 与

IPO

不同的是，发行标的

物从证券变为了项目方自行发行的数

字加密代币， 募集也大多是以比特币

或以太币等数字货币的形式进行的。

ICO

与

IPO

最大的不同， 也是最为关

键的不同点在于，

IPO

作为一项较为

成熟的证券市场行为， 有着完善且较

为充分的法律规制途径，但是

ICO

作

为一项较为新兴的市场活动， 无论在

国内还是国际上， 都缺乏较为明确的

法律规制。 那么这一行为在我国的法

律体系下， 可能会存在着怎样的法律

风险呢？ 笔者拟借助一个模拟案例来

对此加以讨论。

具体案例

X

公司以其公司准备开发的某款

软件为项目发布

ICO

， 通过相关社区

网站发布项目的关键信息并进行推

广 ， 该

ICO

一 经 推 出 即 众 筹 到

5000BTC

（

5000

个比特币）并向投资者

分发了该软件的内置代币。 随后的一

段时间内，

X

公司的软件项目始终未

进入开发阶段， 投资人持有的数字加

密代币也无法使用、流通，其公司负责

人更是联系不上，疑似逃匿。同年某月

某日，投资人报警。 之后，公司负责人

被公安机关抓获。

该案在审议过程中存在较大的争

议，检察机关主张以诈骗罪提起公诉，

而辩护方则主张其被告人侵犯的是刑

法第

176

条的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

最终法院根据案件的具体事实以及相

关证据加以判断， 最终认定被告人触

犯刑法第

266

条诈骗罪。

是否触犯

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

那么，

ICO

是否存在触犯非法吸

收公众存款罪的风险？ 我国刑法第

176

条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指的是非

法吸收公众存款或者变相吸收公众存

款，扰乱金融秩序的行为。司法解释则

进一步对该罪的具体行为进行了规

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非法集资

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

释》第一条规定：违反国家金融管理法

律规定， 向社会公众 （包括单位和个

人）吸收资金的行为，同时具备下列四

个条件的， 除刑法另有规定的以外，

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一百七十六条规

定的“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或者变相吸

收公众存款”：（一） 未经有关部门依

法批准或者借用合法经营的形式吸

收资金；（二） 通过媒体、 推介会、传

单、 手机短信等途径向社会公开宣

传；（三） 承诺在一定期限内以货币、

实物、股权等方式还本付息或者给付

回报；（四）向社会公众即社会不特定

对象吸收资金。

关于

ICO

是否会有涉及刑法

176

条的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的风险，笔

者认为可以从两个关键点来讨论。 首

先， 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的行为应当

具有“承诺回报”的特征，这是判断的

一个关键点。 而

ICO

从目前来看是不

具备这一特征的， 投资者凭借对项目

的前景的判断而进行投资， 项目发行

方（即融资方）并未有明示或者暗示的

承诺回报的举动，这就使得

ICO

在入

罪条件上根本避免了落入刑法

176

条

的规制范围。

但也应当注意的是，随着

ICO

项

目的逐渐火热，投入的资金越来越多，

很可能会有项目方为了达到快速融资

的目的， 而对投资者们做出 “保本付

息”的承诺。 若此口一开，那非法吸收公

众存款罪可就磨刀霍霍了。

另外，

ICO

大多是通过比特币、以太

币或其他数字加密货币的形式进行融资

的。我国目前对于比特币的定义是：虚拟

商品———《中国人民银行、工业和信息化

部、 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等关于

防范比特币风险的通知》 第一条。 尽管

10

月

1

日即将实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

民法总则》 第一百二十七条规定：“法律

对数据、网络虚拟财产的保护有规定的，

依照其规定”，明确了我国法律对于网络

虚拟财产的原则性保护， 但是要将比特

币等虚拟商品解释为非法吸收公众存款

罪中的“资金”，恐怕也是不行的，是超出

了大家的认知范围。 既然无法将融资方

收到的此类数字加密货币纳入刑法

176

条规定的“资金”的范畴，那起码从现阶

段看来，

ICO

很难以非法吸收公众存款

罪来进行规制保障的。

但是，虽然现阶段来看，比特币的法

律属性被认为是虚拟商品而不能纳入

“资金”的范畴，但不能忽视的是，世界上

有一些国家已经在一定程度上承认，此

类数字加密货币的 “一般等价物” 的属

性，并进行着规制的尝试。 因此，如果国

家对其定性改变， 那么将数字加密货币

被视为“资金”，从而使得

ICO

进入刑法

176

条的调整领域也并不是完全不可能

的。毕竟法律的生命在于经验，而不在于

逻辑。

是否触犯诈骗罪

另外，

ICO

是否存在触犯诈骗罪的

风险？ 我国刑法第

266

条诈骗罪是指以

非法占有为目的，使用欺骗方法，骗取数

额较大的公私财物的行为。 从理论上而

言，

ICO

行为是不具有触犯该条刑法法

条的可能， 但正如曾经红极一时的

P2P

网贷一样，随着项目的逐渐火热，就会有

不法之徒打着正经做项目的名义， 暗地

里却隐藏着违法目的实施起 “挂羊头卖

狗肉”的犯罪行为。

ICO

的流程基本上可以简化为：融

资方发布项目， 投资者以比特币等虚拟

数字货币出资， 融资方向投资者发放项

目代币。 以逐利为目的的投资者之所以

愿意出资来资助项目， 其根本目的在于

推动项目的升值， 从而带动项目内的代

币的升值， 进而卖出其手中所持有的项

目代币，获得利益。因此融资方发布的项

目的真实性与可投资性就成为了

ICO

的关键， 如果融资方发行的项目从根本

上而言就是个虚假项目， 从其发布之初

就是以骗取投资者款项为目的， 那么该

“

ICO

”就难逃诈骗罪之名了。

其中的一项入罪关键点在于， 骗取

投资者的虚拟数字货币融资， 是否可以

被纳入诈骗罪所规定的“公私财物”的范

畴？从立法上来看，诈骗罪中的财物范畴

缺乏一个明确的解释， 但在刑法学界通

说中对于财物范围的认定一般认为，除

了有体物与无体物之外， 还包括了财产

性利益。 我国民法将虚拟财产解释为财

物是顺理成章不存在任何阻碍的， 那么

在坚持民刑一致的原则下， 基于比特币

在我国法律中被认定为虚拟商品的前

提， 将比特币等虚拟数字货币纳入财物

的范畴，也就是顺理成章的。

因此， 不法分子以

ICO

为名创建虚

假项目， 欺骗投资者以比特币等虚拟数

字货币融资项目， 从而骗取财物的行为

必将触犯刑法第

266

条的诈骗罪。 所以，

投资者在掏腰包、 点击付款前请务必擦

亮双眼，看清项目本质，警惕以

ICO

为名

实施的诈骗行为。 （案例为虚拟案例，请

勿对号入座）

（作者单位：北京大成律师事务所）

用人单位同意录用后反悔 劳动者如何维权？

罗永东

2016

年

6

月

1

日，张某在喜宴上

认识

A

公司老板赵某（法定代表人），

两人相谈甚欢。 席间，赵某问起张某

的工作情况，张某如实告知。 赵某知

道张某是同区竞争对手

B

公司的业

务总监后，又加上对张某的口才及工

作能力的初步肯定，遂邀请张某到

A

公司工作，商谈的工资待遇相对于

B

公司亦有较大提升。

张某本来在

B

公司工作不甚如

意，早有另谋出路的心思，加上张某

早闻

A

公司工作环境、 员工管理、企

业文化都属于在本地区的上游水平，

所以张某欣然同意赵某邀请。 赵某告

知张某，

A

公司人事部经理王某会向

张某商谈加入

A

公司的具体事项。

第二天， 王某打电话给张某，要

求张某在星期天去

A

公司面试。星期

天，张某通过了

A

公司的面试，王某

向张某签发录用通知，并要求张某必

须在

7

月

15

日前带上

B

公司的离职

证明到公司报到。面试当天

,

张某全程

录音。

张某向

B

公司辞职并于

7

月

12

日取得

B

公司离职证明，当即打电话

给王某（录音），请求

7

月

13

日入职。

但王某告诉张某，老板赵某因涉嫌行

贿罪已被公安机关刑事拘留，现在

A

公司一片混乱，

A

公司如今的状态不

宜聘用张某，希望张某另谋高就。

那么，张某应当如何维权？ 这是

一个比较值得思考的案例，这案例的

要点在于：首先，本案是否属于劳动

纠纷？ 其次，若属于劳动纠纷，张某应

如何维权？

是否属于劳动纠纷？

劳动争议是指劳动关系双方当

事人因实现劳动权利和履行劳动义

务而发生的纠纷， 又称劳动纠纷，是

指用人单位与劳动者之间因实现或

履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确定

的劳动权利义务产生分歧而引起的

争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

（以下简称“《劳动合同法》”）第二条

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的企业、

个体经济组织、民办非企业单位等组

织（以下称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建立

劳动关系，订立、履行、变更、解除或

者终止劳动合同，适用本法。 国家机

关、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和与其建立

劳动关系的劳动者， 订立、 履行、变

更、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合同，依照本

法执行。 ”

该案中，纠纷发生在张某与

A

公

司劳动合同订立过程中，所以，本案

属于劳动纠纷，张某若要经过诉讼维

权，应当先申请劳动仲裁。

应如何维权？

此问题涉及几个方面： 首先，

劳动合同是否已经成立、张某与

A

公

司是否成立劳动关系；其次，张某维权

的法律依据；第三，张某的受偿范围及

依据。

具体来看，劳动合同是否已经成

立、 张某与

A

公司是否成立劳动关

系？ 首先，《劳动合同法》中关于劳动

者与用人单位成立劳动关系的规定。

《劳动合同法》 第七条规定：“用人单

位自用工之日起即与劳动者建立劳

动关系。 ”第十条规定：“建立劳动关

系，应当订立书面劳动合同。 已建立

劳动关系，未同时订立书面劳动合同

的，应当自用工之日起一个月内订立

书面劳动合同。 ”由此规定可以得出

结论：劳动者与用人单位签订书面劳

动合同之日起，或者用人单位自用工

之日起，劳动者与用人单位成立劳动

关系。

其次，《合同法》 中关于合同成

立的规定。 《合同法》第二十五条规

定：“承诺生效时合同成立。 ”第三十

二条规定：“当事人采用合同书形式

订立合同的， 自双方当事人签字或

者盖章时合同成立。 ”第三十六条规

定：“法律、 行政法规规定或者当事

人约定采用书面形式订立合同，当

事人未采用书面形式但一方已经履行

主要义务，对方接受的，该合同成立。 ”

第三十七条规定：“采用合同书形式订

立合同，在签字或者盖章之前，当事人

一方已经履行主要义务，对方接受的，

该合同成立。 ”

从这些规定可以看出， 在主体合

格、双方意思表示一致的情况下，三种情

况下合同成立：承诺生效时；法定要式合

同、 约定要式合同双方当事人签字或者

盖章时；法定要式合同、约定要式合同双

方当事人未签字或者盖章， 当事人一方

已经履行主要义务，对方接受的。

劳动合同属于法定要式合同，本

案中张某尚未与

A

公司签订书面劳动

合同， 也未与

A

公司建立事实上的劳

动关系 （即未向

A

公司提供劳务），不

属于《劳动合同法》规定的成立劳动关

系的情况，也不属于《合同法》关于合

同成立的三种情况， 所以张某与

A

公

司没有成立劳动关系。

其二，张某维权的法律依据？ 张某

与

A

公司没有成立劳动关系，而《劳动

合同法》没有具体条文规范此类情况，

幸好《合同法》有具体规定。

笔者曾经在 《劳动合同应受民法

与合同法调整》一文中，充分论证了一

个事实：《劳动合同法》是《合同法》的

特别法，劳动合同也应当受《合同法》

调整。

因此， 该案

A

公司应当承担缔约

过失责任。 首先，

A

公司的要约不可撤

消。 《合同法》第十八条规定：“要约可

以撤销。 撤销要约的通知应当在受要

约人发出承诺通知之前到达受要约

人。 ”受要约人张某已经承诺了，并为

此承诺作了必要的准备，不能撤销。

其次，劳动合同没有成立，也不存

在事实上的劳动关系，本案应属于承担

缔约过失侵权的范围。缔约过失责任是

指缔约人故意或者过失地违反先合同

义务，造成对方当事人信赖利益的损失

时，依法应当承担的民事赔偿责任。 我

国《合同法》第四十二条规定：“当事人

在订立合同过程中有下列情形之一，给

对方造成损失的应当承担损害赔偿责

任：（一）假借订立合同，恶意进行磋商；

（二） 故意隐瞒与订立合同有关的重要

事实或者提供虚假情况；（三）有其他违

背诚实信用原则的行为。 ”

根据以上规定，缔约过失责任具有

以下特点：从“缔约过失责任”的概念

就可推导出它是在订立合同过程中，当

事人一方因其过失行为而应当承担的

法律责任。 缔约过失责任与违约责任

最重要的区别即在于发生的时间不同。

违约责任是发生在合同有效成立以后，

是合同履行过程中产生的法律责任，而

缔约过失责任则是发生在缔约过程中，

而不是发生在合同有效成立以后。

第三，张某的维权方法、受偿范围

及依据？ 张某若要经过诉讼维权，应当

先办理失业证明， 证明自己是失业状

态， 然后申请劳动仲裁。 在劳动仲裁

中，张某可以主张入职

A

公司，如果

A

公司拒绝， 则可以要求

A

公司承担损

害赔偿责任。 因为，虽然

A

公司王某已

经从电话告知张某，拒绝张某入职，但

毕竟没有收到

A

公司的正式发函，所

以，张某应当首先要求入职

A

公司，若

A

公司代表在劳动仲裁庭上明确拒绝

张某入职， 此时张某可以变更诉讼请

求，要求

A

公司承担损害赔偿责任。

张某的合理信赖利益受到损害，侵

害人

A

公司应当赔偿该部分损失。 根

据我国《合同法》第四十二条规定，当

事人在订立合同过程中有假借订立合

同，恶意进行磋商、故意隐瞒与订立合

同有关的重要事实或者提供虚假情况、

有其他违背诚实信用原则的行为之一，

给对方造成损失的，应当承担损害赔偿

责任。 该条确定了合同当事人承担缔

约过失责任的法律基础。

笔者认为，在张某取得失业证明的

情况下，赔偿范围及程度应当按照“使

当事人恢复到合同未曾发生时的状态”

的精神及社会上职务为业务总监的劳

动者找同等工作一般需要的时间来确

定，即以张某在

B

公司最后十二个月平

均工资为基数，

A

公司应当赔偿张某

3～

6

个月较为适宜。

（作者单位：广东宝言律师事务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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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已新增9家上市公司受罚

证券时报记者 刘雯亮

根据深交所、 上交所网站显示，

2017

年以来， 两市共有

51

家公司或

相关当事人受到交易所处分。 其中，

7

月暂新增

9

家公司受罚。相比之下，去

年

7

月有

13

家上市公司受罚。

截至目前，沪市新增

22

家公司

或相关当事人受处分，

7

月暂新增

4

家公司或相关当事人受罚； 深市新

增

29

家公司或相关当事人受处分，

7

月暂新增

5

家公司或相关当事人

受处分。

从处分类型看，今年以来新增

28

家公司或相关当事人受到两大交易所

公开谴责，分别是

*ST

皇台（现皇台酒

业）公司及相关当事人、兰州黄河相关

当事人、 深华发

A

公司及相关当事

人、昌九生化（现

*ST

昌九）相关当事

人、冠豪高新相关当事人，中毅达公司

及相关当事人、莫高股份相关当事人、

联创电子公司及相关当事人、 登云股

份相关当事人、冠豪高新相关当事人、

步森股份相关当事人等。

值得一提的是， 因存在信息披露

违规行为，柳化股份（现

*ST

柳化）公

司及相关负责人同时获得通报批评、

公开谴责、公开认定三大处罚。这是继

ST

慧球之后，今年以来，第二家公司

同时遭遇以上三大处罚。

数据来源：上交所、深交所网站 刘雯亮/制表 翟超/制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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