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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蒂芬森笔下 Cyberpunk 的世界在东方世界将结出什么样的果

实?去中心化的元宇宙的运行规则和商业逻辑, 如何面对我国

中心化的监管体系? 

 

本文将初步探索元宇宙的本质和我国对元宇宙的监管框架。2022

年 7 月, 上海市发布《上海市数字经济发展“十四五”规划》1、推

出《上海市培育“元宇宙”新赛道行动方案(2022—2025 年)》2提出

发展 Web 3.0 关键技术, 发展 NFT 等区块链商业模式。类似地, 

北京市发布《北京城市副中心元宇宙创新发展行动计划(2022-

2024 年)》3鼓励区块链、元宇宙、互联网 3.0 的发展。在鼓励元

宇宙发展的同时, 2022 年 4 月 13 日中国互联网金融协会、中国

银行业协会和中国证券业协会发布《关于防范 NFT 相关金融风险

的倡议》, 以期遏制 NFT 金融化证券化倾向。那么, 我国到底鼓

励发展哪些元宇宙业务, 又限制哪些? 

 

从市场表现上看, 一方面数字藏品市场规模迅速扩大4 , “万物皆

可元宇宙”如火如荼; 另一方面, 却传来腾讯关闭幻核5(腾讯旗下

的 NFT 平台)、QQ 音乐叫停 TME 数字藏品业务的消息6。去中心

化的元宇宙的运行规则和商业逻辑, 如何应对我国中心化的监

管体系; 斯蒂芬森笔下 Cyberpunk 的世界在东方世界将结出什么

样的果实? 

 

本文将初步探索元宇宙的本质和我国对元宇宙的监管框架。 

 
1 上海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上海市数字经济发展“十四五”规划》的通知 (shanghai.gov.cn) 
2 一图读懂《上海市培育“元宇宙”新赛道行动方案(2022—2025 年)》 (shanghai.gov.cn) 
3 北京城市副中心元宇宙创新发展行动计划(2022-2024 年) (ncsti.gov.cn) 
4 中国数字藏品市场规模 2021 年达到 2.8 亿人民币。2022 年中国数字藏品行业研究报告 (qq.com) 
5 腾讯将关闭“幻核”: 上线未满一年, 为国内最大的数字藏品平台之一 (baidu.com) 
6 【独家】腾讯音乐叫停“TME 数字藏品”业务, 原部分团队成员已内部活水|界面新闻 (jiemian.com) 

当 Web 3.0 遇上中国法律监管 

作者: 杨迅 | 胡慧雯 

 

https://www.shanghai.gov.cn/hfbf2022/20220712/d3f5206dec5f4010a6065b4aa2c1ccce.html
https://www.shanghai.gov.cn/nw12344/20220708/cd11a2ba30a64fe0a2bc345e3f09e684.html
https://www.ncsti.gov.cn/zcfg/zcwj/202208/t20220824_94894.html
https://mp.weixin.qq.com/s/7j3-ksPN-KC9C32W0_gGqA
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738920021529484317&wfr=spider&for=pc
https://www.jiemian.com/article/8391694.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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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什么是 Web 3.0? 

 

Web 3.0 尚未有一个规范的、普遍接受的定义。一般认为 Web 3.0 是一个去中心化的网络“生态”, 区

块链技术是实现“去中心化”的关键底层技术。 

 

(一) 从 Web 1.0 到 Web 3.0 

 

Web 3.0 是相对于 Web 1.0 和 Web 2.0 而言的一个互联网发展阶段7: 体现了互联网生态经历了

一个从门户网站主导, 到平台主导, 再到去中心化的用户主导的发展历程。 

 

发展阶段 特点 描述 

Web 1.0 只读 
门户网站(如雅虎、新浪)主导创作并向消费者提供服务, 用

户只能被动地浏览(读取)文字和图片以及简单的视频内容。 

Web 2.0 可读、可写 
用户可以在平台(如电商中介平台、内容社交平台)上读取、

写入信息以交易劳动力、内容或者进行线上社交活动。 

Web 3.0 
可读、可写、“可

拥有” 

在去中心化的前提下, 用户可以有更多的主导权限,从而达

到对数字资产某种程度的“拥有”。区块链平台多方共识、难

以篡改、留痕追溯的数据治理能力, 为实现 Web 3.0 去中心

化的理念提供基础设施。基于区块链平台, 可以开展通证

(token)的发行和流通、数字身份、数字钱包、分布式金融等

应用方向, 为各类实际需求/应用提供生态环境。 

 

(二) Web 3.0 生态下的应用场景 

 

正如尼葛洛庞帝在二十六年前断言“计算不再只和计算机有关,它决定我们的生存。”元宇宙也不

仅仅是现实物理世界在网络空间的映射, 还能创造超越现实世界的价值。 

 

一方面, Web 3.0 生态的理念及区块链技术可以应用于一些现存的场景(如司法存证、身份验证、

数字金融、交易确权等), 改善各方协作效率。另一方面, Web 3.0 生态也催生出全新的数字应用

模式, 体现在金融、社交、协作、游戏等领域, 例如基于非同质化通证(NFT)的数字藏品、元宇宙

(Metaverse)、分布式金融(Decentralized Finance, DeFi)等。 

 

以身份验证为例, 基于区块链的分布式身份验证8 (Decentralized ddentity, DdD), 可以提供分布式

生成、持有和验证身份标识符DdDs(Decentralized ddentifiers)和承载身份数据的凭证 VCs(Verifiable 

Credentials), 在“政务一网通办”、“教育背景调查”、“医疗数据互联互通”、“供应链金融”等场景

中实现一定程度的身份验证和数据安全互通。 

 

 
7 可信区块链推进计划: 《Web3.0 前瞻研究报告(2022 年)》 
8 分布式身份 TDdD_可信数字身份_可信数字凭证 - 腾讯云 (tencent.com)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B0%BC%E8%91%9B%E6%B4%9B%E5%BA%9E%E5%B8%9D/3748904?fromModule=lemma_inlink
https://cloud.tencent.com/product/td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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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是常见的基于 Web 3.0 或与此相关的应用:  

 

 NFT。NFT(Non-fungible Token, 非同质化通证)是基于区块链技术生成的唯一性证明、标签, 可

以与特定事物一一对应。NFT 对应的可以是现实世界的资产、可以是特定的数据、信息, 在

Web 3.0 环境中, 也可以代表身份、权益等各类属性。 

 

 数字藏品。Web 3.0 下的数字藏品是 NFT 的一项应用, 多指以 NFT 方式数字化的文创内容, 

如艺术品、游戏虚拟资产、音视频作品等。通常, 数字信息和数字化的文创内容是可以无限

复制的。NFT 技术将数据/信息/资产等权益、属性特定化、唯一化, 为数字信息提供收藏可

能和价值。 

 

 元宇宙。元宇宙一词出自于科幻小说《雪崩》9, 指的是拥有现实世界“数字化身”的虚拟世界。

其前端为沉浸式交互的虚拟体验, 后端是基于 Web 3.0 理念和区块链技术的网络架构和协议, 

以使得现实世界事物与虚拟世界一一对应, 而 NFT 可以是实现该等对应的一种方式。 

 

 分布式金融。分布式金融是基于以太坊的数字资产和金融智能合约, 协议以及分布式应用程

序, 将传统金融的功能投射到区块链网络里, 但相比传统金融, 它通过区块链实现了去中心

化, 与传统金融相比更开放, 也降低了交易成本。但是, 由于其缺少主动监管, 也没有国家信

用的背书, 易被用于投机, 存在威胁金融安全和社会稳定的潜在风险, 并成为洗钱等非法经

济活动的支付工具10。 

 

二．我国法律下对 Web3.0 的监管 

 

如前所述, Web 3.0 生态具有去中心化的特征, 用户拥有更多的主导权, 从而达到对数字资产某种程

度的“拥有”。也正是因为这样的特点, 我国政府顾及: 完全不被监管的 Web 3.0 生态可能威胁金融和

交易安全、个人基本权益(如个人信息相关权利), 甚至于影响社会稳定。 

 

在这样的监管环境下, 我国 Web 3.0 生态呈现出如下特点:  

 

1) 有限的去中心化生态, 仍存在中心化机构;  

2) 用户匿名, 但不取消后台实名;  

3) 平台和服务提供商的合规义务不因采用区块链技术而减轻。 

 

(一) 有限的去中心化 

 

Web 3.0 生态基于区块链技术构建, 以“去中心化”为特征。当前, 我国主流的区块链形态是联盟

链, 而联盟链是去中心化程度有限的区块链: 与公有链相比, 联盟链由小规模可信主体节点构

 
9 《雪崩》尼尔·斯蒂芬森对元宇宙(Metaverse)的描述: “戴上耳机和目镜, 找到连接终端, 就能够以虚拟分身的方式

进入由计算机模拟、与真实世界平行的虚拟空间。” 
10 《中国数字人民币的研发进展》中国数字人民币的研发进展白皮书_部门政务_中国政府网 (www.gov.cn) 

http://www.gov.cn/xinwen/2021-07/16/content_5625569.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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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 通常有明确的运营主体, 可管可控11。运营主体作为显见的中心化机构, 在决定用户使用规

则上有较强的话语权。此外, 由于节点数量有限, 链上信息也并非无法修改。 

 

在有限去中心化的情况下, 用户对 Web 3.0 生态下数字资产的“拥有”, 也是有限的。例如, 当遭

遇某一区块链平台关闭的, 相应的用户数据资产也可能面临不复存在或实现困难等困境。 

 

(二) 对用户的实名监管 

 

区块链技术可以为用户提供更强的加密措施。但是, “加密”不等于完全匿名或非实名制。在传统

的需要用户实名的领域中, 平台和服务提供商仍被要求履行相应的实名认证的合规义务, 用户

无法通过区块链的方式规避实名监管。例如:  

 

 信息服务业务中的实名认证要求。根据《区块链信息服务管理规定》第八条, 区块链信息服

务提供者应当按照《网络安全法》的规定, 对区块链信息服务使用者进行基于组织机构代码、

身份证件号码或者移动电话号码等方式的真实身份信息认证; 用户不进行真实身份信息认

证的, 区块链信息服务提供者不得为其提供相关服务。 

 

 防范金融风险的实名认证要求。2022 年 4 月 13 日中国互联网金融协会、中国银行业协会和

中国证券业协会发布《关于防范 NFT 相关金融风险的倡议》为“坚决遏制 NFT 金融化证券化

倾向”提出了六条行为规范, 包括实名认证。 

 

 金融服务中的 KYC 要求。KYC(Know Your Client), 即“了解您的客户”, 是金融机构用来收集和

验证其用户身份的必要程序。以数字人民币为例, 在满足个人匿名交易需求的基础上, 运营

机构仍需要全面履行客户尽职调查、大额交易和可疑交易报告等反洗钱和反恐怖融资的核心

义务12。 

 

(三) Web 3.0 生态下的平台合规义务 

 

Web 3.0 平台和服务提供商的责任与合规义务不因采用区块链技术而减轻, 因而仍需根据其为

用户提供的服务确定其相应的合规义务。这些合规义务通常包括: (1)获得相应的行业准入许可

或备案; (2) 遵守网络安全与个人信息保护合规要求; (3)对用户内容审核并对其进行行为管控等。

具体如下: 

 

行业准入备案与许可 

 

在当前逐步成长的 Web 3.0 生态下, 平台和服务提供商需要获得的行业准入备案和许可能包括: 

 

 
11 可信区块链推进计划: 《Web3.0 前瞻研究报告(2022 年)》 
12 穆长春: 隐私与安全的平衡之道——数字人民币可控匿名的理论研究与实践探索 (qq.com) 

https://mp.weixin.qq.com/s/O_SnfPluK47b2LBty-0ldQ


    
 

5 
 

 

通力法律评述 | 公司合规 

上海 | 北京 | 深圳 | 香港 | 伦敦 

业务 许可证/资质 相关法规/说明 

网络信息服务 

《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许可

证》 

《中华人民共和国电信条例》 

《互联网信息服务管理办法》 

区块链信息服务备案 《区块链信息服务管理规定》  

数字化藏品(文

化/艺术品)经

营 

《网络文化经营许可证》 

《互联网文化管理暂行规定》《关于电商

类、教育类、医疗类、培训类、金融类、

旅游类、美食类、体育类、聊天类不需要

申请办理<网络文化经营许可证>的特别

提示》 

《网络出版服务许可证》 《网络出版服务管理规定》 

《拍卖经营批准证书》 《拍卖管理办法》 

艺术品经营单位备案 《艺术品经营管理办法》 

元宇宙游戏 
游戏本身需取得批准文号及

出版物号 

《关于印发国家新闻出版总署(国家版权

局)主要职责内设机构和人员编制规定的

通知》(《“三定”规定》)、《关于印发〈中

央编办对文化部、广电总局、新闻出版总

署《“三定”规定》中有关动漫、网络游戏

和文化市场综合执法的部分条文的解

释〉的通知》、《关于贯彻落实国务院<“三

定”规定>和中央编办有关解释, 进一步

加强网络游戏前置审批和进口网络游戏

审批管理的通知》 

电子身份认证 《电子认证许可证》等 《电子签名法》 

 

网络安全与个人信息保护 

 

Web 3.0 生态下的平台和服务提供商需要依据《网络安全法》遵守相应的网络安全合规义务。如

涉及收集个人信息的(如进行实名认证、元宇宙场景下收集个人生物特征的), 还需要遵守《个人

信息保护法》及相关法规的要求, 保护个人信息。 

 

值得注意的是, 目前国内区块链业务考虑到合规性, 基本是部署在私链和联盟链, 如果未来开

放公链业务, 还可能涉及数据出境活动, 届时如何遵守数据出境的相关合规要求, 也将成为一

个合规问题。 

 

内容审核与行为管控义务 

 

Web 3.0 对互联网内容审核提出了新的挑战。元宇宙项目的运营者, 对于元宇宙用户的言论和发

布的内容到底应当承担什么样的责任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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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b 1.0 时代, 作为单向的信息传输模式, 网站运营者需要对其发布的信息负责; Web 2.0 时代, 

在双向互动的信息传输模式下, 网站或平台运营者肩负实行主动审查, 或事后依照“通知-删除”

程序制止散布不法信息的责任; 在 Web 3.0 生态中, 对于内容为用户所“拥有”, 并且(至少在理论

上)非经全链半数节点认可无法更改的技术架构, 平台或服务提供商又如何负担对内容的监控之

责呢? 

 

当前国内监管框架仍然要求平台和服务提供商承担对用户上传内容的审核义务和对用户平台

内的行为的管控义务。例如,《区块链信息服务管理规定》第七条要求区块链信息服务提供者应

当与区块链信息服务使用者签订服务协议, 明确双方权利义务, 要求其承诺遵守法律规定和平

台公约; 第十六条要求, 区块链信息服务提供者应当对违反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和服务协议的区

块链信息服务使用者, 依法依约采取警示、限制功能、关闭账号等处置措施, 对违法信息内容及

时采取相应的处理措施, 防止信息扩散, 保存有关记录, 并向有关主管部门报告。如平台和服务

提供商未能及时对违法、侵权行为采取相应的处理措施的, 平台可能需要承担侵权/违法责任。

例如杭州互联网法院在近期审理的 NFT 作品相关的侵害作品信息网络传播权纠纷案件13中, 认

定 NFT 数字作品交易服务平台的运营方, 未尽到审查注意义务, 存在主观过错, 构成帮助侵权。 

  

 
13 用户发布侵权 NFT 作品, “元宇宙”平台要担责吗?法院判了 (qq.com) 

https://mp.weixin.qq.com/s/IQwjcF_a5EoYdc5CFkaQp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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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您希望就相关问题进一步交流, 请联系: 

 

杨 迅 

+86 21 3135 87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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