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勿滥发！ ICO代币非等同于股票

肖飒 马金伟

随着数字加密货币与区块链技术

的不断发展与完善，

ICO

这一融资途

径逐渐得到更广泛的应用，

ICO

也就

逐渐成为区块链行业最为重要的融资

机制。

根据已有的实际案例来看，

ICO

的发行主体大致存在以下两种类别：

首先，

ICO

的发行是基于线下的实体

公司的经营而进行，例如

Lykke

币，这

一代币的发行方是瑞士登记注册的

Lykke

金融科技公司， 而此代币的置

换规则规定

Lykke

代币可以与该金融

科技公司的股权产生直接联系， 每拥

有

100

枚

Lykke

代币可以得到该公司

的

1

份股权。 此类代币的性质实质上

更加接近于公司股票， 即投资者用资

金投入换取了公司的所有权， 成为了

公司的“股东”，其收益与公司的收益

直接挂钩。

其次，

ICO

的发行并不依赖于线

下的实体公司，即尽管

ICO

的发行方

可能有公司企业的背景存在， 但是该

ICO

发行并不直接与项目发行公司产

生直接联系， 而是基于去中心化网络

而进行的。 项目的发行主体完全依靠

该

ICO

项目的技术团队， 项目发起、

代币发行、 产品研发与进一步的运营

完全由该技术团队负责， 融得的资金

也并不属于对“经营团队”所有权的投

入， 而是对该团队下的产品或服务的

投资。

尽管从目前的实践来看， 确实存

在着上述两种类型的

ICO

发行主体，

但是我们一般仅将上述的第二类

ICO

认为是典型的

ICO

， 认为第一类

ICO

的本质则更加倾向于是投资股票。

在我国法域内， 即在中华人民共

和国境内，股票、公司债券和国务院依

法认定的其他证券的发行和交易，都

要适用证券法的规制。那么，如果在我

国境内发行上述

Lykke

代币这种类股

票证券代币， 自然将产生有关法律风

险。笔者拟通过模拟案例，对有关行为

的法律风险进行阐述说明， 以提醒有

关

ICO

项目发行方予以注意。

相关案例

某区块链技术公司拟为其正在研

发的新型区块链技术应用进行

ICO

，

从而取得融资以完成该项目研发。 该

公司在其发布的

ICO

白皮书中称：此

ICO

项目接受以比特币为形式的投

资， 每个比特币可换取

10

枚项目代

币， 每

100

枚项目代币可以获得该公

司股权的

1

个份额。

该项目通过

ICO

获得比特币

1000

枚，价值人民币

2700

万元。

2017

年某月， 该公司项目团队在被抓获后

供述上述事实。

经人民法院认定，被告人

X

公司

及主要负责人未经国家有关主管部门

批准，向社会不特定对象转让股权，数

额巨大、后果严重，其行为已构成擅自

发行股票罪，依法应予惩处，公诉机关

指控的罪名成立。 判处：一、被告单位

X

公司犯擅自发行股票罪， 判处罚金

人民币两千七百万元 （此款于本判决

生效之日起三十日内缴纳）；二、被告

人

Z

某某犯擅自发行股票罪，判处有

期徒刑一年六个月。

流程差异

我国《证券法》第二条规定：“在中

华人民共和国境内，股票、公司债券和

国务院依法认定的其他证券的发行和

交易，适用本法。 ”明确了证券发行行

为应该受我国《证券法》的规制。 第十

条则规定了我国证券发行的条件：“公

开发行证券，必须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规

定的条件， 并依法报经国务院证券监督

管理机构或者国务院授权的部门核准；

未经依法核准，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公

开发行证券。 ”

对于标准的股票投资过程，一般包含

以下几步：首先，公司创始人招募人才，形

成自己的经营团队， 并拥有该经营团队；

其次，经营团队通过实施经济活动，获得

经济回报；第三，外部投资人出资，投资对

象为经营团队，以现金出资换取该经营团

队所有权；第四，投资人的收益与经营团

队的运营状态产生直接联系。

而

ICO

投资流程则与其有着较大的

差异：首先，

ICO

项目创始人招募人才，形

成自己的经营团队，并拥有该经营团队；

其次，经营团队进行经济活动，设计制造

功能性应用或专有代币，获得经济回报；

第三， 经营团队发行并拥有其产品与服

务———功能性应用或专用代币；第四，外

部投资人出资， 投资对象为此团队产品

和服务，即其发行的功能性应用或代币，

以投入资金换取该功能或代币的部分所

有权；第五，投资人的收益与该功能性应

用或代币的投机价值产生直接联系。

在本案中，尽管

X

公司通过

ICO

发

行的是其项目产生的数字加密代币，但

是由于此类代币与公司的股份产生了直

接的联系， 投资人通过投入资金取得公

司所有权， 投资人的收益与经营团队的

运营状态产生直接联系。 因此我们一般

认为这一行为可能会被定性为 “未经法

定机关核准， 擅自公开或者变相公开发

行证券”行为。

《证券法》第一百八十八条规定：未

经法定机关核准， 擅自公开或者变相公

开发行证券的，责令停止发行，退还所募

资金并加算银行同期存款利息， 处以非

法所募资金金额百分之一以上百分之五

以下的罚款； 对擅自公开或者变相公开

发行证券设立的公司， 由依法履行监督

管理职责的机构或者部门会同县级以上

地方人民政府予以取缔。 对直接负责的

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给予警

告， 并处以三万元以上三十万元以下的

罚款。《证券法》第二百三十一条规定：违

反本法规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

责任。

《证券法》第一百八十八条是对于擅

自发行证券的行政处罚的规定， 即当行

为人的行为在定性上属于擅自发行证

券， 但是在定量上尚未构成刑事违法的

情况下，对于该行为就应该依据我国《证

券法》第一百八十八条进行判断，做出行

政处罚。 根据《证券法》第二百三十一条

的规定， 当行为人的擅自发行证券行为

超过证券法规制限度， 符合刑法规制范

围时，则应该依据刑法定罪处刑，适用我

国《刑法》第一百七十九条的规定。

我国《刑法》第一百七十九条规定：

未经国家有关主管部门批准， 擅自发行

股票或者公司、企业债券，数额巨大、后

果严重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 处五年

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 并处或者单处

非法募集资金金额百分之一以上百分之

五以下罚金。单位犯前款罪的，对单位判

处罚金， 并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

其他直接责任人员， 处五年以下有期徒

刑或者拘役。

法律规制界限

根据以上法律规定可知， 在我国境

内对于擅自发行证券行为分别由 《证券

法》与《刑法》共同规制调整，那么二者的

规制界限应该如何区分？

根据我国《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

关于公安机关管辖的刑事案件立案追诉

标准的规定

(

二

)

》第三十四条的规定：未

经国家有关主管部门批准， 擅自发行股

票或者公司、企业债券，涉嫌下列情形之

一的，应予立案追诉：（一）发行数额在五

十万元以上的；（二） 虽未达到上述数额

标准， 但擅自发行致使三十人以上的投

资者购买了股票或者公司、企业债券的；

（三） 不能及时清偿或者清退的；（四）其

他后果严重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情

形。 即当行为人擅自发行股票或公司、企

业债券的行为符合上述立案标准的，该

行为则由我国《刑法》第一百七十九条进

行规制；若不符合上述立案标准，则归由

《证券法》第一百八十八条进行规制。

因此， 尽管

ICO

已经成为区块链行

业的主要融资形式，但是各类项目发行

主体仍然应当保持警惕，明确发行

ICO

代币的性质， 切勿为了融资而触犯我

国相关的法律规定， 产生不应有的法律

风险。

（作者单位：北京大成律师事务所）

非事实婚姻：财产分割或面临纠纷

证券时报记者 孙宪超

日常生活中，很多人像夫妻一样

生活在一起，但是他们并没有办理结

婚登记。 相当一部分人认为，只要同

居时间达到一定年限， 构成事实婚

姻，是否登记结婚并不重要。

然而，事实与人们所想并非完全

一致。 即便两个人同居已久，只要没

有办理结婚登记手续，日后一旦感情

破裂而分手，在财产分割方面将可能

面临纠纷。

同居11年后欲分手

张伟（化名）是东北的一名私营

业主。

2001

年的时候，张伟的妻子因

为身患癌症不幸去世，那一年，他们

的女儿才

4

岁。 自那之后，张伟一直

都是一个人带着女儿生活。

2005

年

劳动节的时候，在一次朋友组织的聚

会上， 张伟与在某国企任职的高晶

（化名）相识了。

彼时， 高晶与前夫离婚已经两

年， 两人离婚的原因是前夫有了外

遇。 高晶和张伟在聊天时发现，两人

不仅毕业于同一所大学的同一院系，

而且还有着共同认识的老师和同学，

这在一定程度上拉近了两人的距离。

“我比张伟小

3

岁，我和前夫没

有小孩。 在我和张伟认识之后，我们

相互留了电话， 之后就保持着联系，

但是联系并不密切。 ”高晶告诉证券

时报记者。

直到

2006

年春节过后， 张伟经

营的公司遇到了一些麻烦，最终是高

晶通过一些关系让张伟的公司化险

为夷。 从那以后，两人的来往开始日

益增多。 随着张伟和高晶来往的时间

增多， 加之两人均处于单身状态，他

们的关系最终发展成为恋人。

2006

年

7

月，张伟和高晶相约去

泰国旅游，这次旅游令两人的感情进

一步加深， 回国后不久他们就同居

了。同居之后的两人虽然没办理结婚

登记，但是也像很多新婚的小夫妻一

样，日子也是过得甜甜蜜蜜，让身边

的人很是羡慕。

2008

年，为了将自己的事业推升

到一个新的高度， 张伟向高晶提出，

希望高晶从原来的国企辞职，全身心

地帮助自己打理公司的生意。 几经考

虑之后， 高晶从原来任职的国企辞

职。 凭借着高晶突出的个人能力和此

前在国企工作多年积累的人脉，高晶

成为张伟公司的重要助力。

“自从我加入公司之后，公司的业

务规模已经翻了几倍， 而且已经成功

进入部分南方经济发达省市的市场。”

高晶说，“这几年主要是我在负责公司

的具体经营，因为公司的效益比较好，

张伟的精力更多是放在维护各种关

系，各种各样的迎来送往方面。 ”

2017

年上半年，高晶发现张伟有

些异常。 “总是在很晚的时候有信息

发送到张伟的微信上，而且他在接电

话时也总是背着我。 ”高晶回忆说。

在高晶的几番逼问下， 张伟承认

“外面有人”。 “我是有感情洁癖的人，

对于张伟的出轨肯定难以接受，于是

提出分手并分割财产。 ”高晶说。

开始张伟坚决不同意分手， 还一

直试图挽回两人的关系。 眼见两人的

关系已经不能再回到从前， 张伟同意

分手，但是不同意分割财产。 “张伟认

为我们两人只是同居关系， 并不是法

律认可的夫妻关系， 所以不存在财产

分割的问题。”高晶说，“虽然我们没有

办理结婚登记， 但是我们已经同居了

将近

11

年，已经属于事实婚姻。 而且

公司能发展到今天， 我的贡献有目共

睹，我理当拿走属于我的那一份。 ”

由于两人存在明显的分歧，高晶

近期已经准备请律师起诉张伟。

律师：补办婚姻登记

是关键

那么张伟的说法究竟能否站得

住脚？ 高晶聘请律师之后，能否胜诉

呢？ 广东奔犇律师事务所主任刘国华

律师在接受证券时报记者采访时表

示，同居多年显然不能等同于事实婚

姻。 张伟和高晶的婚姻效力待定，具

体要看他们是否补办婚姻登记。

所谓事实婚姻，是指没有配偶的

男女，未进行结婚登记，以夫妻关系

同居生活，群众也认为是夫妻关系的

两性结合。 根据《婚姻法》第八条的规

定：要求结婚的男女双方必须亲自到

婚姻登记机关进行结婚登记。符合本法

规定的，予以登记，发给结婚证。取得结

婚证，即确立夫妻关系。 未办理结婚登

记的，应当补办登记。

根据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

<

中

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

>

若干问题的解释

(

一

)

》 第五条的规定

:

“未按婚姻法第八

条规定办理结婚登记而以夫妻名义共

同生活的男女，起诉到人民法院要求离

婚的，应当区别对待：（一）

1994

年

2

月

1

日民政部《婚姻登记管理条例》公布实

施以前，男女双方已经符合结婚实质要

件的，按事实婚姻处理。 （二）

1994

年

2

月

1

日民政部 《婚姻登记管理条例》公

布实施以后，男女双方符合结婚实质要

件的，人民法院应当告知其在案件受理

前补办结婚登记； 未补办结婚登记的，

按解除同居关系处理。 ”

“张伟和高晶

2006

年

7

月开始以夫

妻名义同居生活，时间是在

1994

年

2

月

1

日之后

,

双方符合结婚的实质条件，属

于《婚姻法司法解释

(

一

)

》第五条所列的

第（二）种情况。 ”刘国华律师说，如果他

们二人补办结婚登记，根据《婚姻法司法

解释

(

一

)

》第四条规定，男女双方根据婚

姻法第八条规定补办结婚登记的， 婚姻

关系的效力从双方均符合婚姻法所规定

的结婚的实质要件时起算。 如果张伟和

高晶不补办婚姻登记，则属于同居关系。

如果张伟和高晶补办结婚登记，起

诉到法院要求离婚，夫妻的共同财产由

双方协议处理；协议不成时，由人民法

院根据财产的具体情况，照顾子女和女

方权益的原则判决。 如果双方书面约定

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财产归各自

所有，一方因抚育子女、照料老人、协助

另一方工作等付出较多义务的，离婚时

有权向另一方请求补偿，另一方应当予

以补偿。 离婚时，原为夫妻共同生活所

负的债务，应当共同偿还。 共同财产不

足清偿的，或财产归各自所有的，由双

方协议清偿；协议不成时，由人民法院

判决。离婚时，如一方生活困难，另一方

应从其住房等个人财产中给予适当帮

助。具体办法由双方协议；协议不成时，

由人民法院判决。

如果张伟和高晶不补办结婚登记，

起诉到法院仅仅请求解除同居关系呢？

对此，刘国华律师说，根据《最高人民法

院关于适用

<

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

>

若干问题的解释

(

二

)

》第一条规定：“当

事人起诉请求解除同居关系的，人民法

院不予受理。 但当事人请求解除的同居

关系，属于婚姻法第三条、第三十二条、

第四十六条规定的有配偶与他人同居

的， 人民法院应当受理并依法予以解

除。 张伟和高晶并不属于有配偶与他人

同居，所以如果只是单纯要求解除同居

关系，法院并不会受理。

结婚证:既是契约

更是法律保护

如果张伟和高晶要求解除同居关

系， 并就同居期间财产分割起诉到法

院， 将会怎样呢？ “根据司法解释的规

定，人民法院应当受理。 法院会判决予

以解除同居关系并对同居期间财产做

出分割。 ”刘国华律师说。

根据《婚姻法》及其司法解释等相

关法律法规，同居生活期间的财产归属

一般为：首先，一方同居之前的个人财

产及其同居期间产生的孳息，一般仍作

为该方的个人财产对待；其次，当事人

同居期间所得的财产， 按共同共有处

理。 但有证据证明为当事人一方所有的

除外；第三，双方共同所得的收入和购

置的财产，按共有财产处理。 在共同共

有关系终止时， 对共有财产的分割，有

协议的，按协议处理；没有协议的，应当

根据等分原则处理，并且考虑共有人对

共有财产的贡献大小，适当照顾共有人

生产生活的实际需要，适当照顾在共同

生活期间患有严重疾病未治愈的一方，

照顾无过错方等情况来分配； 第四，因

人身关系取得的财产归该当事人所有；

第五，继受取得的财产归继受取得人所

有；第六，取得的共有权属不明的财产

推定为共有财产；第七，同居期间为共

同生产、生活而形成的债权、债务，可按

共同债权、债务处理。

登记结婚后取得的财产，一般视为

夫妻共有财产

(

夫妻另有约定的除外

)

，

离婚时可要求分割， 一方因故去世后，

另一方享有财产继承权；而同居期间取

得的财产，一方因故去世后，另一方一

般不得继承其财产。

“结婚证不仅仅是一本证书，它既

是神圣的契约，更是法律的保护。 ”刘国

华律师提醒说。

8月来新增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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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2

家公司或相

关当事人受到交易所处分。其中，

8

月暂

新增

7

家上市公司，全部为深市公司。

截至目前，沪市新增

26

家公司或

相关当事人受处分，

8

月暂无新增公司

或相关当事人受罚；深市新增

36

家公

司或相关当事人受处分，

8

月暂新增

7

家公司或相关当事人受处分。

从处分类型看， 今年以来新增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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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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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年第二家公司同时遭遇三大处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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