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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单特别代表人诉讼落地 投资者保护再添利器

证券时报记者 程丹

A股首例证券纠纷特别代表

人诉讼案落地。 中小投资者服务

中心近日接受逾 50 名投资者委

托，对康美药业启动特别代表人诉

讼，按照“默示加入、明示退出” 原

则， 符合条件的适格投资者将均

被纳入原告范围参与作为诉讼代

表人， 这是资本市场的标志性事

件， 投资者合法权益保护再添一

重要利器。

资本市场在探索特别代表人诉

讼方面经过了多年的努力，从《证

券法》发布关于特别代表人诉讼的

规定， 到最高法司法解释及证监会

系统的配套规则， 广州中院受理本

案普通代表人诉讼， 发布权利登记

公告， 投资者保护机构在公告期间

受 50 名以上投资者的特别授权，可

作为代表人参加特别代表人诉讼，

各方面做了一系列的制度设计和实

操准备。 与其他国家的证券集团诉

讼相比，我国证券纠纷特别代表人

诉讼除为开展特别代表人诉讼的

必要支出外， 不收取其他费用，诉

讼费用比较低，也不会产生代表人

挤占投资者赔偿金的问题，不会产

生滥诉问题，充分保障投资者的表

决权、知情权、异议权、复议权、退

出权和上诉权。

建立特别代表人诉讼制度是

加强资本市场基础制度建设的重

要成果， 也是民事诉讼的重要创

新。 一方面，对典型重大、社会影

响恶劣的财务造假案件， 投保机

构启动代表人诉讼， 强化民事责

任追究， 不仅要让那些严重损害

投资者权益的违法者被 “罚得倾

家荡产” ，更要让其“赔得倾家荡

产” ， 只有通过显著提高违法成

本，让违法者得不偿失，望而生畏，

才能有效地遏制和减少资本市场

违法犯罪行为的发生。 另一方面，

也解决了中小投资者由于非常分

散、自身索赔金额较小等原因而导

致的不想诉、不愿诉、不能诉等问

题，让投资者足不出户就可以通过

信息技术平台高效、 便利地完成

诉讼维权流程，真正实现“让数据

多跑路，投资者少跑腿” 。此外，对

于上市公司而言， 通过法律途径

一揽子解决民事赔偿纠纷， 能够

大幅缩短诉讼周期， 避免陷入频

繁被诉的漩涡， 投资者保护机构

将尽可能让幕后实际操纵上市公

司的主要股东和实际控制人付出沉

重代价，以有效督促上市公司和高管

守法经营、依法披露，提高上市公司

透明度和质量，培育良好的公司治理

文化，提升资本市场诚信文化。

证券纠纷的特别代表人诉讼已经

拉开序幕， 监管层持续向资本市场释

放保护投资者合法权益、 对违法违规

行为“零容忍” 、加大民事责任追究力

度的强烈信号。 可以预期，推进特别代

表人诉讼工作将常态化开展， 证监会

和最高法将不断完善相应的制度机

制，以持续助力建设规范、透明、开放、

有活力、有韧性的资本市场。

比特币再现崩盘式暴跌 华强北矿机卖家习以为常

证券时报记者 吴家明

比特币等虚拟货币再次出现崩

盘式行情，而且再次登上热搜。

“我已经习以为常，比特币暴涨

暴跌是常态。”在华强北经营矿机生

意的蜜蜂（化名）说，“我很少炒币。”

4

月

18

日，全球虚拟货币市场

全线暴跌， 以

24

小时涨跌幅计算，

比特币一度暴跌超过

16%

、以太坊

一度暴跌近

20%

、币安币一度暴跌

17%

、瑞波币一度暴跌

26%

。为何出

现暴跌行情？梳理市场各种原因，刚

刚在美上市的虚拟货币交易平台

Coinbase

首席执行官布莱恩·阿姆

斯特朗出售公司股票套现

2.9

亿美

元， 内部人士累计套现超

46

亿美

元。此外，

Coinbase

的首席财务官阿

莱西亚·哈斯以

388.73

美元的价格

套现约

9932

万美元。

另外， 有市场消息称美国财政

部将指控数家金融机构使用加密货

币洗钱。 全球首只反向比特币

ETF

也已在多伦多交易所上市， 这将为

投资者提供一种无需使用保证金账

户或做空期货就能做空比特币的方

式。另据美银证券的最新估计，全球

比特币网络现在每年向大气排放

6000

万吨二氧化碳，大致相当于希

腊等国家的排放量。也就是说，随着

比特币价格的上涨和交易量的增

加，对环境的破坏也与日俱增。

尽管主流市场对比特币等虚拟

货币的接受程度在不断提高， 但全

球主要金融机构、 央行最近也频繁

对加密货币发表评论。 美联储主席

鲍威尔近日公开表示：“虚拟货币实

际上是投机的工具， 它们并没有真

正积极用于支付。 ”

只是，近段时间以来，多位名人

“助威”， 还有不断出圈且单价不高

的狗狗币，营造出巨大的财富效应，

也让不少投资者心动。“比特币的世

界，创造建设的人少，使用的人少，

投机者多，必然产生候鸟效应，但是

候鸟来得快去得也快。 ”蜜蜂说。

在留意了比特币等虚拟货币大

跌的新闻之后， 他还是继续在自己

的朋友圈发布矿机的求购和放卖消

息。 “现在正值三四月丰水期挖币，

所以会有人来咨询， 疯涨的比特币

让币圈人情绪高涨， 越来越多人想

方设法四处搜罗矿机， 寄希望于赶

上这波牛市。”蜜蜂说，“暴涨暴跌很

常见， 有些投资者选择了一种新的

托管服务———买云算力。 ”

据悉，云算力是将矿机总算力拆分

成独立单位，矿场提供矿机算力租赁服

务，投资者只需购买算力合约，进行“云

挖矿”而获得相应的虚拟货币。 记者在

多个云算力平台发现，各个平台宣称的

收益率不低，有的年化收益率甚至超过

100%

。 不过， 云算力同样面临巨大风

险， 在缺乏第三方保障与监管的背景

下，各类风险时有发生。

“暴涨暴跌在比特币市场中只不

过是普遍现象， 我认识的一些比特币

忠实支持者将其视为价值储蓄和通胀

的对冲工具， 不过更多的人还是想着

投机。 ”蜜蜂如是说。

（上接A1版）

据博鳌亚洲论坛秘书处介绍， 尽管依然受

到疫情影响，今年的参会嘉宾阵容仍然强大，共

有

40

位政要和前政要、

74

位部长级官员和前

官员、几十位国际组织领导人和负责人，以及几

十位驻华使节和驻华代表通过线上和线下方式

参会。此外，近百位世界知名企业高管以及知名

专家学者与会并参与讨论。证券时报记者发现，

因为隔离措施要求严格，不少跨国企业、国际组

织、投资机构派了中国区代表前来参会。

注册参与论坛活动的各国代表和媒体也十

分踊跃。 据统计，共有来自

60

多个国家和地区

的

2600

多名代表和来自

18

个国家和地区的

160

家媒体机构约

1200

多名记者参加年会，今

年注册人数超过

4000

人，规模空前。

因为防疫策略需要， 年会上有部分论坛采

用“线下为主、线上

+

线下”相结合的方式，不少重

量级嘉宾都是连线参会，部分采访也在线上。

一位从

2012

年开始就每年出席博鳌亚洲

论坛的嘉宾告诉证券时报记者， 博鳌亚洲论坛

虽然立足亚洲，但是国际交流非常多。往年会场

上，有一半参会人员是中国面孔，还有一半是外

国面孔，但今年较少看到外国人。线上参会的安

排，让观点交流和思维碰撞克服了物理距离，使

更多人可以便捷地参与。

嘉宾来源广泛

发布两大旗舰报告

18

日拉开帷幕的博鳌亚洲论坛

2021

年年

会，将在

20

日上午举行正式的开幕大会。

每年的博鳌亚洲论坛来了哪些高官要员、

有哪些全球著名的企业家参会， 均是当年年会

的一大看点。今年公布的部分参会嘉宾名单中，

涵盖了来自各国的政、商、学、媒领域，还有文艺

界人士。

证券时报记者发现，在一场名为“乘风破浪

的网红经济”分论坛上，知名电商主播薇娅、李

佳琪也受邀参与分享， 他们将在博鳌亚洲论坛

上接受媒体采访。

4

月

18

日， 在博鳌亚洲论坛新闻发布会

上，《亚洲经济前景与一体化进程》和《可持续

发展的亚洲与世界》两份旗舰报告重磅发布。

《亚洲经济前景与一体化进程》报告认为，

在新冠肺炎疫情冲击下， 亚洲经济去年出现了

60

年来首次负增长，但经济表现好于世界其他

地区。 按购买力平价计算，

2020

年亚洲经济总

量占世界的份额比

2019

年提高

0.9

个百分点

至

47.3%

。作为亚洲最大的经济体，中国领跑亚

洲，

2020

年中国经济实现

2.3%

的增长，

2021

年

第一季度同比增长达

18.3%

。

报告撰写团成员、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

济与政治研究所所长张宇燕表示，

2021

年亚洲

经济将出现恢复性增长，经济增速有望达

6.5%

以上。

《可持续发展的亚洲与世界》是今年新推出

的旗舰报告。 中亚区域合作学院副院长梁子谦

介绍，经分析中国、印度、印度尼西亚、日本、哈

萨克斯坦、韩国、马来西亚、巴基斯坦等若干有

区域代表性的亚洲国家发展表现，报告认为，卫

生健康赤字、基础设施赤字、绿色赤字和数字化

赤字四大发展赤字， 是制约当前亚洲经济可持

续复苏的重要瓶颈。 在各国财力和资源都十分

有限的情况下，政府需要有重点地行动，解决好

卫生健康、基础设施、绿色和数字化四大发展赤

字并有效联动，有力释放发展潜力，推动实现多

个可持续发展目标。

博鳌亚洲论坛年会秘书处表示， 针对报告

提出的亚洲可持续发展、四大赤字等问题，博鳌

亚洲论坛研究院和两家机构试图提出有关的行

动计划， 希望这个行动计划能形成更加广泛的

动议。

央行前行长周小川（左二）参加博鳌亚洲论坛“数字支付与数字货币”分论坛 潘玉蓉/摄

央行：数字人民币目前发展重点是推进国内使用

证券时报记者 孙璐璐 潘玉蓉

4

月

18

日，博鳌亚洲论坛

2021

年会举行“数字支付与数字货币”分

论坛， 博鳌亚洲论坛副理事长、人

民银行前行长周小川，人民银行新

任副行长李波出席并就数字人民

币使用、多国央行数字货币互操作

以及加密资产监管等热点问题作

出回应。

会上，周小川、李波均强调数字

人民币推出的初衷是服务国内，将

以国内市场为主。周小川称，中国做

数字货币并不是为了跨境， 而是为

了借助科技发展， 特别是移动互联

网普及后， 可以更方便地为大众提

供支付。

“中国有一个

14

亿人的非常大

的零售市场，大家希望有更方便、更

有效，成本更低的支付体系。央行在

最开始的时候， 没想过是不是需要

做批发系统，或者是人民币国际化，

而是从零售系统开始。 ”周小川称。

李波也表示， 数字人民币目前

的发展重点是推进在国内的使用。

人民币国际化是一个自然而然的

进程，我们的目标不是取代美元或

其它货币， 而是让市场做出选择，

以实现国际贸易和投资的进一步

便利化。

谈及数字人民币的特点， 李波

表示， 数字人民币采用的是双层体

系的设计， 能够兼容现在货币和银

行体系， 确保金融脱敏化的风险最

小化。同时，数字人民币能够实现可

控匿名性， 对小额交易可以实现匿

名化， 对大额交易央行可以进行追

踪， 这种设计也是数字人民币的理

想特点。此外，数字人民币在尝试一

套混合系统， 使得数字人民币与银

行账户系统、准银行账户系统挂钩，

这将是一个相当开放的系统。

在数字人民币试点进展方面，

李波透露，数字人民币试点很成功，

但数字人民币的正式推出尚无时间

表。 在数字人民币在全国范围内正

式推广之前， 央行将做好以下三方

面事情：一是做好试点，扩大试点项

目范围； 二是进一步完善数字人民

币基础设施，包括生态系统，进一步

提升系统的安全性和可靠性； 三是

建立相关的法律和监管框架来监管

数字人民币的使用。

此外， 谈及比特币和稳定币的

监管，李波表示，比特币是加密资产，

是一种投资选项， 它本身不是货币。

既然是作为一种投资工具，包括中国

在内的很多国家都在研究对于这种

投资方式应该适用何种监管环境，并

要确保这类资产不会造成严重的金

融风险。 同时，如果稳定币等加密资

产能够成为广泛使用的支付解决方

案的话，就需要一个更加强有力的监

管规则，也就是说，要比比特币现在

所接受的监管规则更加严格。

“对于由私营企业发行的稳定

币， 如果其将来成为一种支付工具

的话，就必须要接受像银行或者准银行

金融机构一样的严格监管。 ”李波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