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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金融科技给中小证券投资者权益带来挑战,其保护制度的相应调整成为当务
之急。 证券投资者权益保护的信任系统正在发生前所未有的变化,法律机制与技术机制
的区隔、过度行政干预下的司法救济使中小证券投资者权益面临理论和实践的考验。 中
小证券投资者权益保护制度的重建,应从理论层面厘清制度构建与金融科技规则的融合。
在理论上,鼓励创新使代理理论成为制度重建的理论基点,而信息公开使监管竞争理论具
备成为理论基点的正当性。 为此,证券投资者权益保护法律机制需从两个维度秉持不同
原则:宏观维度采取去中心式监管竞争理念,微观维度实施促进创新的公司治理和采取与
金融科技相融合的示范诉讼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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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 12 月 28 日,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五次会议通过了《 中华人民共

和国〈 证券法〉 》 ( 以下简称《 证券法》 ) 。 新修订的《 证券法》 新增了投资者保护专章,大幅度提升了
投资者保护的法律地位。 时下,金融科技发展如火如荼,改变了证券市场的格局,本文从金融科技
时代背景的角度,分析中小证券投资者权益保护法律机制完善。
金融科技( Fintech) 是指改变金融服务业的创新商业模式和新兴技术:创新商业模式是通过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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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网以自动化的方式提供的金融产品或服务,而新兴技术包括机器学习、人工智能和分布式账本技
术( Distributed Ledger Technology, DLT) 等 ① 。 金融科技有利于提高金融资源的配置效率,这使人们
赋予其在证券市场上更多的决策控制权。 然而,金融科技犹如一把“ 双刃剑” ,一方面使证券市场格
局发生前所未有的变革,另一方面给证券投资者权益保护带来挑战。 中小证券投资者权益是指以
其所投资企业价值增值为基础,从证券市场得到的公平投资回报或利益下,主要包括交易安全权、
知情权和公平交易权。
一、问题聚焦:金融科技视野下中小证券投资者权益保护面临的挑战
汤姆·C. W. 林( Tom C. W. Lin) 教授认为金融科技正在给证券市场的格局①带来挑战:投资者

的交易安全问题、投资者的知情权受到威胁、证券欺诈的普遍程度增加和投资者在证券交易中面临
数据分析上的歧视。
( 一) 金融科技的“ 去中心化” 给中小证券投资者带来了交易安全问题
传统的证券交易采取中心化、强中介模式,这种交易模式验证程序繁杂、验证成本高昂,结算和
清算效率低②。 金融科技的引入打破了原有证券市场体系的平衡,使得证券交易从“ 强中介交易” 模
式变为“ 分散的网络交易” 模式③。 区块链是证券交易环境的“ 净化器” ,为身份认证、代理投票机
制、实时清算结算和风险管控提供了安全的、不可篡改的分布式账本,实现了数据共享,并且提高了
交易平台的透明度④。 区块链、智能合约建立了非中心化、去中介系统并实现一对一的证券交易⑤。

然而,随着越来越多的公司存储更多的个人信息和财务信息,可能会导致投资者交易不安全问

题的加剧。 其一,证券中介机构的信息治理涉及数据安全保障、记录保存标准和安全信息泄露的问
题。 由于公钥和私钥易于隐藏身份和交易记录的特征,若没有足够的监管,分布式账本可能会面临
洗钱和非法融资的风险⑥。 其二,区块链的应用改变了证券服务基础设施,这可能会导致“ 羊群行

①

金融科技改变证券市场的格局,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金融和科技初步结合。 科技是金融的工具,在数据计算、存储与传输

效率方面代替人工,例如信贷系统和清算系统;第二阶段,科技服务金融创新,第三方支付、网络借贷、一站式综合金融服务、众筹等,该时
期金融科技存在的问题是:数据资源难以共享,影响金融科技的基础设施建设,导致技术无法深度应用;第三阶段,对大数据深度挖掘、整
理分析,金融科技服务从概念落到实处,科技应用大幅度提升金融服务效率,例如利用大数据完善征信,智能投顾等。 参见 Tom C. W.
Lin, Compliance, Technology, and Modern Finance, 11Brooklyn Journal of Corporate, Financial & Commercial Law, 159, p161-168, (2016) .
②
③
④

在传统证券交易中,证券交易需要经过证券经纪人、资产托管人、中央银行和中央登记机构四个环节。
杨东:《 区块链+监管 = 法链》 ,人民出版社 2018 年版,第 92 页。

2017 年 11 月 22 日,纳斯达克( Nasdaq:NDAQ) 和南非 CSD Strate( Pty) Ltd 宣布达成一项协议,同意纳斯达克提供新的区块链解

决方案这将为南非资本市场带来电子投 票, 提高投票效 率和增加股东参与度。 参见 Nasdaq to Deliver Blockchain e - Voting Solution to
Strate. (2017-11-22) [2019-10-23] , http: / / ir. nasdaq. com / static-files / 7e13d0b3-a6e5-46ef-a270-7023afef5920.
⑤

例如,纳斯达克宣布首个启用区块链的平台“ Nasdaq Linq” ,实现了私人证券发行并记录下私人证券交易,使发行人能够以数字

方式代表所有权记录,同时提高了审计和发行治理能力。 参见 Nasdaq Announces Inaugural Clients for Initial Blockchain-Enabled Platform
‘ Nasdaq Linq’ . (2015-10-27) [2019-10-30] . http: / / ir. nasdaq. com / static-files / 3e343b60-6529-458e-bb56-f1247afa1dd6.
⑥

Blake Cassels & Graydon LLP. Blockchain: Things to Consider Before the Securities Industry Leaves the Sandbox. (2017-1-26) [2019-

10-25] . https: / / www. lexology. com / library / detail. aspx? g = 75e988eb-0d3f-4a3c-a20b-4bde072586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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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 ( 或称“ 从众心理” ) 出现并增加市场波动性①。

( 二) 金融科技的“ 透明性” 侵害了中小证券投资者的知情权
从某种意义而言,保护中小证券投资者的实质是保护知情权②。 中小证券投资者主要通过“ 描

述性披露方式” 实现与投资有关信息的权利,即通过“ 观察—分析—描述” 的方式了解与投资有关的
信息③。 信息披露是为了确保证券投资者通过掌握的信息实现投资预测,并且,公司治理机制也取
决于信息预测。 然而,金融科技正在影响证券公司的运营模式④、为证券发行和交易创造去中心交
易场所,以提供更加多样化选择。 显然,目前证券金融监管体制下的公开披露制度不足以应对金融
创新带来的挑战。 其一,上市公司披露的是已经提炼并组织了的客观现实,但研究密集型行业很难
准确描述出资产化证券的风险和其他特征,因为这些信息具有异常的外部性。 其二,智能投顾中很
多服务条款晦涩难懂,选取投资标的的过程不透明,若投资公司为了自己的私利,未尽告知说明义
务且向投资者推荐提成比较高的产品,而非让中小投资者充分了解相关金融产品、投资活动的性质
及风险并在此基础上形成自主投资决策,这将会损害中小投资者利益⑤。 其三,金融衍生品资产无
法进行足够充分的描述,并且这些描述很大程度上决定于发行人的利益衡量,从而限制了证券中小
投资者对各种产品的真实性判断能力。
( 三) 金融科技的“ 匿名性” 为机会主义行为创造了便利
证券市场的机会主义行为主要表现为,管理层以中小投资者权益为代价实施的证券欺诈行为
和数据分析歧视行为。 证券欺诈行为是传统证券市场中波及中小投资者权益的特殊行为,数据分
析歧视行为是涉及金融科技可能给中小投资者权益带来减损的特殊行为⑥。

随着金融科技与证券市场的融合,中小证券投资者在许多方面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拥有更好的

金融工具来获取与他们决策相关的信息。 人工智能和分布式账本应用于证券市场,会使公司治理
更加透明,更有利于中小投资者的保护。 智能投顾能够在预先设定的编程和指令的基础上执行高
度复杂的统计分析,从而决定购买和销售何种证券,增加了中小证券投资者进入资本市场参与风险
投资的机会。 在买卖证券时,智能投顾的程序有助于识别有遗漏或错误的陈述。 在交易场所发生
变化时,有利于证券欺诈行为的认定,从而重新定义反欺诈概念和补救措施。
运用金融科技的公司,其组织结构可能为管理层机会主义行为提供机会。 在战略决策上,周期
短的创新项目,与管理层流动性息息相关,容易因管理不善而波及投资者权益。 通过区块链发行和

①

Angelos Delivorias. Distributed Ledger Technology and Financial Markets. PE 593. 565 EN, European Parliamentary Research Service,

②

朱锦清:《 证券法学( 第三版) 》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1 年版,第 82 页。

2016(12) , p5 http: / / www. europarl. europa. eu / RegData / etudes / BRIE / 2016 / 593565 / EPRS_BRI(2016)593565_EN. pdf.
③

Henry T. C. Hu, Financial Innovation and Governance Mechanisms: The Evolution of Decoupling and Transparency, 70 Bus. Law. 347,

p382-383, (2015) .
④

金融科技时代下证券公司的运营模式可分为两类:第一类既直接提供金融服务也为其他金融机构提供征信信息服务,如第三方

⑤

周伟、张健等:《 金融科技》 ,中信出版社 2017 年版,第 204 页。

支付、P2P 网贷平台、众筹;第二类直接提供金融服务,如基础 IT 供应商、数据类服务商、互联网金融门户、前沿科技整合供应商。
⑥

William Magnuson, Financial Regulation in the Bitcoin Era, 23 Stan. J. L. Bus. & Fin. 159, p183-184, (201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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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踪的分布式分类账份额使中央结算清算机构成为赘余,提高了记录保存的准确性①。 但是,区块
链交易过程中的加密技术导致客户身份匿名验证且无须披露实质信息,对确保披露信息的充分、完
整性提出挑战。 实际上,区块链会面临机会主义行为的危机。 例如,链上标记财产和链下丢失或者
被盗财产不一致的问题;加密私钥丢失或者被盗,被用于记录虚拟交易造成的内幕交易等证券欺诈
交易②。

综上所述,金融科技导致的证券市场“ 去中心化” 并不是完全脱离原有证券市场的“ 中心化” 重

构,而是使证券中介机构职能发生转变:从技术服务机构到秩序维护机构,改变了信任框架的结构。
在此场景下,证券投资者的权益保护不可避免地面临着理论与实践考验。
二、现状分析:中小证券投资者权益保护机制之检视
分析当前的证券市场,中小投资者的交易安全权、知情权、公平交易权等权益受到一定损害。
中小证券投资者保护制度体系不完善是重要原因。
( 一) 金融机构破坏中小证券投资者保护的信任保护机制
从某种意义上讲,法治是一种制度化的信任机制。 在传统的证券市场中,各个主体的职责就是
将信任机制付诸实施:证券中介机构提供制度化信任服务、司法机关执行信任机制、监管机构监督
实施信任机制③。 金融科技打破了中小证券投资者权益保护的原有平衡,形成了新的信任系统。 第
一,在判断证券中介结构的侵权行为与投资者的损失之间因果关系时,传统的近因原则逐渐失去效
用④。 人民法院将难以提取相关的程序作为直接原因。 第二,传统的证券交易监管部门在处理投资
者权益保护的过程中占据了中心位置,而证券中介机构越来越受到排挤⑤。 智能合约将法律权利和

义务转化为代码,与特定节点连接,一旦识别代码将会自动执行,从而取代了证券中介机构的职能。
第三,中小证券投资者对其权益保护的技术依赖性加强,同时技术问题导致的风险也在增加。 金融
科技视野下的证券交易并不能彻底消除来自外部和内部的技术威胁。 随着金融技术的日益普及和
成熟,金融公司面临的技术威胁也将在未来几年变得更加普遍和复杂。 例如,一旦人们发现私钥可
能会被黑客窃取或丢失,便会出现一个蓬勃发展的钱包服务市场⑥,其中包括基于云的密钥存储,手
机存储、备份服务和个人硬件安全模块。 在更高级的区块链中,硬件密钥管理也已成为热门话题⑦。
①

Jeff Mordock, Del. Online. ( 2017 - 4 - 7 ) [ 2019 - 10 - 31 ] . http: / / www. delawareonline. com / story / money / 2017 / 04 / 07 / delaware -

②

Blake Cassels & Graydon LLP. Blockchain: Things to Consider Before the Securities Industry Leaves the Sandbox. (2017-1-26) [2019-

③

郑戈:《 区块链与未来法治》 ,载《 东方法学》2018 年第 3 期,第 78 页。

⑤

[ 英] 凯伦·杨:《 区块链监管:“ 法律” 与“ 自律” 之争》 ,林少伟译,载《 东方法学》2019 年第 3 期,第 124 页。

betting-big-blockchain / 100162782 / .

10-25] . https: / / www. lexology. com / library / detail. aspx? g = 75e988eb-0d3f-4a3c-a20b-4bde07258601.
④
⑥

Curtis E. A. Karnow, Liability for Distributed Artificial Intelligences, 11 Berkely Tech. L. J. 147, p204, (1996) .
钱包服务是指有意在区块链网络开展交易但尚缺乏专业操作能力和执行能力的主体提供的便捷服务。 参见[ 英] 凯伦·杨,《 区

块链监管:“ 法律” 与“ 自律” 之争》 ,林少伟译,载《 东方法学》2019 年第 3 期,第 124 页。
⑦

Steve Olshansky & Steve Wilson. Do Blockchains Have Anything to Offer Identity? . ( 2018 - 2 - 22) [ 2019 - 10 - 29] . https: / / www.

internetsociety. org / resources / doc / 2018 / blockchain-identity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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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立法现状:法律规制与技术规制存在区隔
目前,我国出台了《 公司法》 《 证券法》 《 证券投资者保护基金管理办法》 等法律,建立了中小证

券投资者权益保护法律体系,但投资者资金安全、交易数据安全的相关规定只有《 数据安全管理办
法》 中有所涉及。 《 证券法》 以及证监会发布的《 证券公司治理准则》 《 证券公司内部控制指引》 《 证
券投资顾问业务暂行规定》 等规定了证券公司有义务保护中小证券投资者交易安全,但是没有涉及
具体的证券投资者交易安全管理标准①。 中小证券投资者权益司法保护渠道相关规定有民事侵权
纠纷案件有关问题的通知《 关于受理证券市场因虚假陈述引发的民事赔偿案件的若凡规定》 《 关于
全面推进证券期货纠纷多元化解机制建设的意见》 等。 为妥善处理群体性证券纠纷,各地人民法院
积极探索符合国情的司法新机制。 例如,2019 年 1 月上海金融法院出台了《 关于证券纠纷示范判决
机制的规定( 试行) 》 ,2020 年 3 月出台《 上海金融法院关于证券纠纷代表人诉讼机制的规定( 试
行) 》 。

虽然我国已经初步建立了中小证券投资者权益保护法律体系,但是法律规制与技术规制存在

某些脱节现象。 换言之,具体的法律规制缺少与金融科技时代的契合,甚至出现互相抵触、冲突的
现象②。 例如,市场生态系统和竞争动态的变化正在改变监管激励机制,而这些方式并不总能促进
社会稳定或对中小投资者保护。

( 三) 司法现状:过度行政干预的保护体制
金融科技应用于证券市场并没有消除中小证券投资者权益保护的原生性问题,只是用分布式
记账代替中心记账方式③。 比如金融科技正在为证券发行和交易创造前所未有的多样化选择,但证
券欺诈问题依然存在。 我国中小证券投资者权益保护司法救济体制采取过度行政干预的保护路
径。 我国中小证券投资者在寻求权利救济方面存在很多障碍。 在民事诉讼方面,目前我国中小证
券投资者权益保护救济范围仅限于证券欺诈行为,并且缺乏行之有效的集体诉讼机制。 加之,中国
证券监督委员会的行政处罚,作为证券投资者寻求司法救济的前置条件,从而弱化了中小投资者权
益的司法保护。 但是,从另一面,这种做法也是对中小投资者的一种保护路径。 原因是中小投资者
作为弱势群体,很难准确判断证券欺诈行为与市场波动的因果关系,不能准确判断受害人的损失
数额。
综上,金融科技使得资本市场更加复杂,现有法律需要应对、处理金融科技迅速发展所带来的
各种冲突。 据此,金融科技的应用掣肘证券投资者权益保护的状况亟需纾解。 中小证券投资者权
益保护制度的重构关键是从理论层面厘清制度重构与金融科技规则的融合。

①
②

矛盾。

③

王晓国:《 互联网证券规制评估》 ,载《 证券法律评论》2018 年卷,第 323 页。

《 证券法》 第 171 条规定的禁止证券投资咨询机构全权委托与《 证券投资顾问业务暂行规定》 第 12 条有关智能投顾的规定相互
Joanna Diane Caytas:Blockchain in the U. S. Regulatory Setting: Evidentiary Use in Vermont, Delaware, and Elsewhere. (2017-5-30)

[2019- 10 - 29] . http: / / stlr. org / 2017 / 05 / 30 / blockchain - in - the - u - s - regulatory - setting - evidentiary - use - in - vermont - delaware - and elsewhere / .

121

西南政法大学学报

2020 年第 3 期

三、理论证成:金融科技视野下中小证券投资者保护的基点
证券市场安全和市场效率是衡量中小证券投资者保护制度的标准。 证券市场的运营更便捷高
效和市场更安全往往不可兼得。 现存类似智能投顾等创新证券市场服务业态实现金融服务和产品
的发展创新和效率提升。 然而,证券监管主要是为了证券市场效率和中小投资者权益保护。 威廉
·霍金( William E. Hocking) 认为,发挥创造性才能是具有正当性的①。 盘点三次科技革命,无论是
蒸汽时代、电气时代还是电子信息时代反映了人类追求更便捷、高质量生活的心理。 金融科技使得
证券市场呈现信息数字化、交易去中心化,服务网络化,投资者的需求是驱动力②,这是中小投资者
追求便捷有效生活的选择。 证券市场生态系统的信任框架正在迅速改变③。 金融科技改变了证券
市场中小投资者的行为方式,并培养了一个以便利性水平为标准来判断市场进步程度的预期。 各
家公司也都意识到了共享经济中点对点( Peer to Peer,P2P) 的重要性。 当社会趋势强有力并且占据
了支配地位,我们自然而然心悦诚服地接受它成为判断正义的辅助尺度。 当然,社会取向不能等同
于公平正义。 的确,对于正义的诠释不能墨守成规。 然而,在对公平正当性的基本观念同社会趋势
进行权衡时,应当承认某些社会趋势在一特定时间可能是引人注目的和极为显著的,但它们实际上
却可能只是缺乏理论基础的昙花一现④。 从理论层面探寻金融科技和中小证券投资者权益保护之
间的关系是制度重构的理论基点。

( 一) 代理理论的正当性:鼓励创新
山姆·雷伯恩( Sam Rayburn) 主张,公司所有权与管理权的分离是注重证券投资者权益保护的

原因⑤。 传统证券市场的盈利模式是利用信息不对称。 在传统证券市场中,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主要
发生在公司内部治理和证券中介机构两种场景。 上市公司的股东逐步丧失其对财产流动性的控制
权,无法对其财产的运行方式施加控制权,甚至是不能对其财产承担责任。 相反,管理者可以越来
越多地从不利于股东利益的行为中获利。 随之,股东与管理者之间的利益分歧从主体到内容逐步
升级,对股东的问责制也逐步转移到管理者的问责制。 阿道夫·伯利( Adolf A. Berle) 和加德纳·米
恩斯( Gardiner C. Means) 主张,管理者的受信义务不能仅仅停留在对股东个人负责,而是扩大到对
公司和股东负责⑥。 这些管理者的职责之一就是向公司和股东提供可靠的信息。 以往因股权过于
集中或者过于分散引发的公司治理结构问题会产生中小投资者权益保护不力的问题。 一方面,在
①

William E. Hocking. Present Status of the Philosophy of Law and of Rights. New Haven, Conn. Yale Univ. Press, 1926, p71-72.

③

Elizabeth Sara Ross, Nobody Puts Blockchain in a Corner: The Disruptive Role of Blockchain Technology in the Financial Services

②

朱太辉:《 我国 Fintech 发展演进的综合分析框架》 ,载《 金融监管研究》2018 年第 1 期,第 64 页。

Industry and Current Regulatory Issues, 25 Cath. U. J. L. & Tech 353, p358, (2017) .
④
⑤

(1999) .
⑥

[ 美] E·博登海默:《 法理学 法律哲学与法律方法( 第三版) 》 ,邓正来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16 年版,第 492 页。

Cynthia A. Williams, The Securities and Exchange Commission and Corporate Social Transparency, 112 Harv. L. Rev. 1197 , p1230,
Adolf A. Berle & Gardiner C. Means,The Modern Corporation and Pirvate Property ( Harcourt, Brace & World 1967) (1932) , p33. 转

引自 Cynthia A. Williams, The Securities and Exchange Commission and Corporate Social Transparency, 112 Harv. L. Rev. 1197 , p1216-1217,
(199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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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的情境下,中小证券投资者与内部人( 主要是指管理层和控股股东) 形成
委托代理关系,同时存在潜在的利益冲突。 在公司股权相对分散的情况下,缺乏对管理层监督,会
导致管理层机会主义行为,例如为了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管理层经营决策偏离经营目标,使投
资者利益受损。 另一方面,在公司股权相对集中的情况下,大股东通过证券欺诈行为侵害中小投资
者权益①。

中小证券投资者保护的另外一个理论基础是“ 委托—代理” 理论,主要是防范证券中介机构的

高级管理人员或者控股股东对中小投资者利益的侵害。 证券中介机构的“ 去中介信任” 是由信任程
度和交易成本之间的关系决定的。 分布式账本和人工智能的应用将会颠覆证券中介机构,因为这
将彻底改变中介的角色。 交易成本的三个维度,即创新金融工具、监控成本和执行成本将发生变
化。 如金融银行中介的阶段,涉及承销和创新的金融工具、监测和筛查信贷和市场风险合同的价
值,以及金融合同的执行。 在一定意义上讲,证券市场一旦引入智能合约将会导致证券中介机构的
社会职能的消亡。 智能合约是一种自动执行的技术,它能够自主准确地确定合同要求的每一笔付
款。 区块链的分散和自主应用,将会破坏证券中介机构的传统角色。 证券中介机构为中小投资者
提供信息,以保证市场价格根据相关信息作出变动。 当中介结构能够充分、准确披露时才能帮助中
小投资者作出理性决策,但是,出于经营考虑,中介机构不会向投资者披露全部有效信息。
金融科技作为一种“ 创新” ,与其他生产性资产一样,是企业及其股东的价值源泉。 金融科技公

司可以在以下三个维度影响中小投资者权益:组织结构创新、战略决策创新和生产流程创新。 但是
促进金融创新的公司治理结构可能增加了管理层以机会主义为代价增加自己或者公司收益能力。
就此,在利益最大化下如何权衡绩效指标和抑制管理层的机会主义是中小证券投资者保护制度的
正确方向。 成功的创新通过提高股票价格改善中小投资者的收益。 但是,在研发过程中过度支出
会破坏价值,损害中小投资者的利益。 实现中小证券投资者的权益保护要以减少短视和防止管理
层的机会主义为基础。
金融科技实现了信息共享,促进了证券市场的透明度,从而帮助中小证券投资者作出正确的投
资判断。 大数据可以用来分析和控制风险,算法可以用来抓取新闻提要、分析市场数据和发现投资
机会。 更广泛的资产透明度将扰乱当前的定价模式,并可能削弱评级机构的相对实力。 实时监控
将减少监管“ 摩擦成本” ,而智能合约可能会减少合同执行的时间和精力。 区块链可以有效降低支
付、清算、结算步骤的出错率;同时,它不仅能够监控资金的流动,还可解决证券市场的诚信问题和
信息不对称问题②。

( 二) 监管竞争理论的正当性:信息公开
监管竞争理论发端于美国公司治理,之后用于证券监管。 监管竞争理论是指国家将证券中介

机构纳入监管体系中,发挥证券中介机构的监管职能,通过改进监管机构的监管职能,发行人选择

①
②

周宇:《 中国证券投资者保护机制研究》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4 年版,第 16 页。

[ 美] 威廉·穆贾雅:《 商业区块链:开启加密经济新时代》 ,林华等译,中信出版社集团 2016 年版,第 3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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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辖法律将使这些机构在其管辖范围内提高法律规则的质量和效率①。 我国证券市场治理需要充
分调动市场主体和监管主体的积极性,在监管竞争体制下实现制度创新。 为解决融资平衡问题,我
国的资本监管格局已经从一开始的中央统一进行证券市场治理到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地方分权的资
本市场治理,然后又发展到现在的多层次、多维度的证券市场体系;公司进入证券市场经过了从配
额制到保荐制的转变。 这些资本市场治理创新的制度构建,可以理解为以地方监管竞争理论为逻
辑基点。 监管竞争理论是将监管功能赋予横向的利益相关者,避免监管工作受到过度行政干预,取
得监管效益最大化,保护证券投资者利益。 具体到证券市场治理,就是要建立监管机构、上市公司、
证券投资者和证券中介机构相互独立,互相制衡的监管体制。
区块链的适用亦意味着分权,然而分权的成本却是高昂的。 区块链的目的是让“ 去中心化” 的
网络保持对账本的共识,以便无需任何集中监管即可进行可靠的交易②。 从某种意义上说,区块链
在证券市场的应用实现了信息公开化,区块链管理着一个分散的公共交易账簿,没有任何人或机构
能够独自拥有或控制它。
在信息不对称的环境下,证券市场保护中小投资者权益的重要手段是信息披露制度及其法律
责任承担③。 以点对点直接交易为基础进行资源配置是分布式账本的一个特点,资金与金融产品的
供需信息在互联网上发布并相互匹配,供需双方可以直接联系并达成协议,整个交易环境更加透
明、信息更加公开透明,信息披露制度将重新被解读。 而分布式账本技术的主要特点是不变性、透
明性和自主性。 区块链技术———金融技术和监管技术( Regtech) 的自主执行能力使对金融信息的分
区访问成为可能,这些信息提供了不可变更的实时更新,便于自动审查。 区块链技术有潜力改变金
融和工业市场,挑战企业边界,提高公共部门透明度,从而确保金融消费者的数字安全,有效解决信
息不对称的问题。
区块链和智能合约会造成证券中介机构贬值。 区块链技术经常被恰当地比作“ 互联网协议” 。

每个协议的潜力都是在技术之上应用了一个新的服务层之后实现的。 智能合约具有自动执行性,
它能够自主准确地确定合同要求的每一笔付款。 换句话说,智能合约代表了自然语言合同中包含
的法律义务。 智能合约降低了风险,因为它们是自主的、自给自足的、分散的。 智能合约是“ 独立于
道德或法律实体的存在” 。 由于分散和分布式分类帐的不变性,智能合同对权利的分配不作任何假
设,也不能任意攫取、剥离或转让这些权利。 智能合同允许“ 无边界的” 可执行性,不再受政治边界
法律上的限制,使法律从对行为的规制转变为同时对代码的规制④。

①

Erica Fung, Regulatory Competition in International Capital Markets: Evidence from China in 2004-2005, 3N. Y. U. J. L. & Bus, p244,

②

Steve Olshansky & Steve Wilson. Do Blockchains Have Anything to Offer Identity? . ( 2018 - 2 - 22) [ 2019 - 10 - 29] . https: / / www.

③

吴宏:《 证券法教程( 第二版) 》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7 年版,第 401 页。

(2006) .

internetsociety. org / resources / doc / 2018 / blockchain-identity / .
④

Paul Ohm. Blake Reid. Regulating Software When Everything Has Software. George Washington Law Review, Vol. 84, Issue 6

( December 2016) , p1672, (2016) . 转引自汪庆华:《 人工智能的法律规制路径:一个框架性讨论》 ,载《 现代法学》 2019 年第 2 期,第 6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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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制度完善:金融科技视野下证券投资者权益保护制度调整
有学者研究表明,过于宽泛的法律法规和不够精准的行政指导,无法有效应对中小证券投资者
权益保护与金融技术创新的关系,金融科技创新可能会在某种意义和程度上削弱证券中小投资者
权益保护制度的效力①。 促进股票市场上市公司价值增值的制度安排是解决投资者权益保护新思
路:即对内进行公司加强治理促使公司高效经营保证证券投资者的权益,对外则是控制人利益侵占
行为的约束。 马克·芬威克( Mark Fenwick ) 主张,证券投资者权益保护制度的重构应该立足于宏
观多元化主体监管竞争和促进微观创新②。 约翰·麦金尼斯( John O. McGinnis) 主张人们对日益增
长的人工智能的双重担忧,这可能会推动证券投资者权益保护制度重构③。 保证证券投资者权益实
现主要通过公司治理、信息披露和防范证券欺诈来实现。 我国证券投资者权益保护不应通过面面
俱到、事无巨细的操作规则来实现,而应将其作为其他法律法规的立法和司法指引原则。 为此,我
国对中小投资者权益保护框架主要建立于两个维度:宏观维度采取“ 去中心式” 监管竞争理念,微观
的维度上,实施促进创新的公司治理和信息披露以及司法维度采取示范诉讼机制解决证券欺诈
纠纷④。

( 一) 事前防范:完善公司治理制度和信息披露制度
公司治理是中小证券投资者利益的重要保障,妥善的公司治理机制可以限制损害中小证券投

资者利益的自由裁量行为⑤。 应建立以权力下放和内部控制为导向的公司治理制度。 传统的证券
监管目的在于经济集中度的控制。 证券市场无限制的投机行为使得资本集中在少数人手中,损害
了中小投资者利益,从而扰乱了市场的流动性。 通过信息披露进行证券监管旨在重申对资本的社
会控制,保护股东利益。 然而,随着金融科技逐渐渗透进证券市场,证券监管的目的将会逐渐转变
为通过影响管理层的行为来保护中小证券投资者权益⑥。 公司应根据其内生性优化治理结构⑦,企
业选择治理结构是为了利益最大化,成功创新的公司所采取的治理机制会洞察治理创新。 正如享
利·曼恩( Henry G. Manne) 教授所言,当最优监管鼓励自由的信息流动,而不是限制交易时,它对

①

Carla L. Reyes, Moving beyond Bitcoin to an Endogenous Theory of Decentralized Ledger Technology Regulation: An Initial Proposal, 61

②

Mark Fenwick; Wulf A. Kaal; Erik P. M. Vermeulen, Regulation Tomorrow: What Happens When Technology Is Faster than the Law,

③

John O. McGinnis. “ Accelerating AI” [ J] . Northwestern University Law Review. 104 Nw. U. L. Rev. 1253, p1253, (2010) .

⑤

[ 美] 弗兰克·伊斯特布鲁克,[ 美] 丹尼尔·费希尔:《 公司法的经济结构( 中译本第二版) 》 , 罗培新、张建伟译,北京大学出版

Vill. L. Rev. 191, p213-216, (2016) .

6 Am. U. Bus. L. Rev. 561, p562, (2017) .
④

高明华、 蔡卫星等:《 中国上市公司中小投资者权益保护指数报告[2015] 》 ,经济科学出版社 2015 版,第 21-25 页。

社 2014 年版,第 96 页。
⑥

Felix Frankfurter,The federal Act Ⅱ, FORTURE, Aug. 1933, p53. See Cynthia A. Williams, The Securities and Exchange Commission

⑦

M. Babajide Wintokia,, James S. Linckb, and Jeffry M. Netterb, Endogeneity and the Dynamics of Internal Corporate Governance.

and Corporate Social Transparency, 112 Harv. L. Rev. 1197 , p1222, (1999) .

(2012-1-2) [2019-10-27] , http: / / media. terry. uga. edu / socrates / publications / 2012 / 03 / Board_Endogeneity_JFE_2012_Final. 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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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者权益的保护效果最好①。

实现中小投资者权益保护的措施包括两种:激励管理者的高效经营和约束管理者的机会主义

行为。 中小投资者依赖于与估价相关的信息以选择时机交易,最终实现投资利益。 上市公司监管
过程中需要衡量金融科技创新与中小投资者权益之间的关系。 通过对公司治理机制的调整来保护
中小投资者利益会对公司发挥创新潜能产生负面效应,这种将成本强加于社会的形式必然损害公
司的创新能力。 在评估公平与效率的过程中,成功的创新可以使投资者受益;但是促进创新的结构
也会给管理层的机会主义行为创造机会。 而降低信息不对称程度有助于上述两种措施的实现。 在
“ 信息中立” 的原则上实施综合性信息披露方式是有利于解决信息不对称问题。 采取描述性模式、
转化模式和不兼容披露方式有利于帮助投资者了解投资组合的客观状况②。 “ 信息中立” 原则可以
应对金融科技带来的投资组合多元化的信息披露危机。
( 二) 事中监督:建立监管竞争模式的保护机制
通过完善公司治理结构和证券披露制度的路径保护证券投资者权益,可以对现存问题及时作
出应对,但是无法避免公司治理内生的失灵问题。 改善监管模式是中小证券投资者保护制度完善
的题中应有之义。
对于证券监管框架,我国学者提出了不同见解③。 经过分析学者们的观点,不难看出现有监管

框架还是以证监会为主体的集中监管。 然而,证券市场中单一政府监管有不少的弊端,例如,证监
会监管力不从心、屡见不鲜的“ 监管俘获” 和“ 权力寻租” 现象、现有监管模式使市场流动性短缺等。
因此,充分发挥证券中介机构的监管功能,赋予弱势群体监管职能④,形成监管主体与市场主体的互
动、推广证券中介机构和政府部门的监管竞争是必然趋势⑤。

建立以公共信息为主体的竞争监管新形态。 应建立证监会、证券中介机构、自律组织相结合的

平行监管机制。 之所以主张建立平行监管机制,目的是为了促进监管机构的积极主动性,避免将资
源浪费在不太可能进入市场的技术上。 其一,传统监管范围的分类并不总是适合新的市场生态系
统。 准确定位监管关注的技术和问题,投资数据可以帮助开发一系列需要成为监管关注的技术和

①

Henry G. Manne,Insider Trading and the Stock Market,(1966) , 转引自 Yesha Yadav, Insider Trading in Derivatives Markets, 103 Geo.

②

Henry T. C. Hu, Financial Innovation and Governance Mechanisms: The Evolution of Decoupling and Transparency, 70 Bus. Law. 347,

③

孙国峰认为解决 Fintech 的监管问题应当采取微观功能监管和宏观审慎监管相结合模式的基础上,采用人工智能应对证券监管,

L. J. 381, p392, (2015) .
p395-399, (2015) .

以 Regtech 应对 Fintech。 见孙国锋:《 从 Fintech 到 Regtech》 ,载《 互联网金融》2017 年第 5 期,第 96 页。 胡国生等主张以证监会为基础的
联合监管模式,并长期引入公安部和中纪委,完善社会监督监督平台和信用评级体系。 见胡国生、黄英君、柏振忠:《 法制视角下的我国证
券市场监管思考》 ,载《 金融监管》2016 年第 6 期,第 57 页。 李文红等主张我国现在法律体系中按照业务功能构建证券监管框架。 见李文
红、江则沈:《 金融科技发展与监管:一个监管者的视角》 ,载《 金融监管研究》2017 年第 3 期,第 8-9 页。 宋佳儒主张移植英国金融监管的
“ 沙盒模式” ,引导金融科技新业态。 见宋佳儒:《 金融监管在 Fintech 兴起背景下的制度———以“ 沙盒模式” 的移植与本土化为进路》 ,载
《 福建金融》2017 年第 7 期,第 22 页。 张永亮主张实验性监管模式。 参见张永亮:《 金融监管科技之法制化路径》 ,载《 法商研究》 2019 年
第 3 期,第 138 页。
④
⑤

参见李安安:《 逻辑进路:金融法如何实现收入分配正义》 ,载《 法商研究》2019 年第 4 期,第 27 页。

Barbara Gabor, Regulatory Competition in the Internal Market, Comparing Models for Corporate Law, Securities Law and Competition Law

[ C] , Edward Elgar Publishing, 2013, p2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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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 从这些数据中,我们可以得到更好的、更早的、意识到哪些技术正在发展,哪些技术需要监管
的关注。 其二,扩充监管对象,建立以公共信息为主体的监管对象。 最后,克服执行监管的瑕疵。
这可能会促使监管机构更准确地界定一项技术的范围,并将重点放在吸引注意力的公司类型上。
迄今为止,金融科技公司在开发构成区块链证券业核心内容的过程中,所面临的最大挑战是:
平衡保护中小证券投资者身份信息与证券市场的透明度之间的关系。 在试图实现这一平衡时,应
该考虑到未经许可的分布式公共分类帐和许可的分布式私有分类帐———给投资者权益带来的不同
影响。 分布式私有分类帐只允许已知的、可信的实体参与交易,并且可以使敏感信息免于公布于
众。 更多的金融机构将选择许可的分布式账簿,这将限制共享信息的范围,同时改善证券投资者、
企业或监管关系的质量。 随着证券中介机构机构采用分布式账本技术,在不牺牲市场稳定的前提
下,应平衡最大化效率和最小化交易成本之间的关系。
( 三) 事后救济:建立金融科技技术与诉讼程序相融合的诉讼机制
宏观监管竞争机制可以克服市场失灵给投资者带来损失的问题,但是无法回避监管失灵带来
的损失。
人工智能技术将使认知模型具备可操作性:选择性搜集相关的经验证据,在信息不充分的基础
上作出常识性的判断和决策,根据具体情况调整认知并修正执行措施。 但是计算机程序也会因忠
实于数据源,而无法进行正常的判断。 因为程序员在输入的事实和经验教训等信息时,总是会出现
顾此失彼的情况。 实际上,人工智能对真实世界是缺乏常识性的敏感度的,赋予人工智能决定权与
执行权会带来创新和适应性风险。 因此在对人工智能失误做相关法律评价的时候,使用以往相同
的近因分析是行不通的。
示范诉讼机制引入“ 图灵测试” ,解决技术引发的立法滞后性。 我国司法机关在解决证券欺诈

纠纷方面应采取自下而上的实践先行的示范诉讼机制。 2019 年起,上海金融法院针对群众性证券
纠纷试用示范诉讼机制。 金融科技可以提高示范诉讼的证据有效性概率。 其一,人工智能的“ 图灵
测试” 方法( the Turing Test) ①有助于判断证券欺诈行为与市场波动的因果关系。 对于人工智能的法
律评价,柯蒂斯·卡诺( Curtis E. A. Karnow) 主张提供一种图灵测试方法来补救不可预见性行为带
来的风险,而不是一种法律模式来解决问题。 “ 图灵测试” 的建议并不依赖于它在损伤与智能代理
之间建立一种近似的因果关系上的有效性。 这一解决方案回避了一个问题,即一个特定的智能程
序是否对损失负有“ 责任” ②。 其二,区块链可以提高示范诉讼证据有效性概率。 将区块链技术适用
于证券市场的优点包括:通过自动学习模式来检测非法活动,从而监视交易活动的合规性软件;衍
生品交易记录;监控证券市场面临的风险;编写移动应用程序,向监管中心实时通知和报告可疑账
户活动。 因此,传统诉讼的遗留问题将在其组织边界上经历根本性的变化,目前许多事务通过层次
结构、关系契约或市场事务进行管理,这些事务将转移到区块链,以实现经济效率高于交易成本的

①

“ 图灵测试” 是一种研究人工智能的外在性方法,是检验人工智能“ 类人性” 一种方法。 参见王治东:《 人工智能研究路径的四重

②

Curtis E. A. Karnow. Liability For Distributed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J] . 11 Berkeley Tech. L. J. 147, p202, 1996.

哲学维度》 ,载《 南京社会科学》2019 年第 9 期,第 4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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输出。
诉讼的权利救济途径可以克服市场失灵或监管失灵的缺陷,但不是万能的。 底层技术创新导
致现有立法功能性缺失,立足于分析技术内在结构,迭代式、合作性的监管竞争模式应当是解决金
融科技时代证券投资者权益保护的理性路径。
结语
完善证券投资权益保护机制,就是解决金融科技带来的立法滞后性。 立法应当遵循规范客体
的独特性及其发展规律。 证券市场对金融科技日益依赖,金融科技逐渐改变传统证券市场的信任
框架,证券投资者权益保护机制的完善,在关注金融科技的系统风险的同时,需要考量技术创新自
身的发展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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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the Legal Mechanism of the Minority Investor Protec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Fin Tech
WANG Shi-hu, CHEN Su-hu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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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Fintech has brought challenges to minority investor rights. What kinds of regulatory

strategies should be adopted have become a top priority. The trust system for the protection of the minority

investor rights is undergoing unprecedented changes. The segmenting between legal mechanism and
technical mechanism,and the dominant position of administrative power in the judicial relief make the legal

system of the minority investor protection face the test of theory and practice. The reconstruction of the
legal system of the minority investor protection should be based on the clarification of the integration of the

system construction and the rules of FinTech from the theoretical level. At the theoretical level,
encouraging innovation makes agency theory the theoretical basis of institutional reconstruction, and
information democratization entails legal legitimacy for the theory of regulatory competition. As such, The
legal mechanism for the minority investor protection needs to adhere to different principles from two
dimension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macro dimension, the decentralized regulatory competition should be
adopted;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micro dimension, it should promote the innovation of corporate governance
and it should implemented the Model litigation mechanism integrated with Fintech.

Key Words: Fintech; the minority investor protection; corporate governance; regulatory

competition; information disclos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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