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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元宇宙”概念并不具有自洽的时空范畴ꎬ而是产业界基于牟利目的提出的一种关于“虚实相间”
经营模式的语境ꎮ 所谓元宇宙法律关系应锁定在一种现代互联网交互技术平台开发运用所引发的媒介型法律

关系架构内ꎮ 元宇宙语境下数字财产关系的客体包括普通数字资产、明确追求金融功能的同质化通证即数字代

币ꎬ以及隐含金融功能的非同质化代币(数字藏品)ꎮ 在我国ꎬ元宇宙平台中的“数字藏品”只能在不涉及一般等

价物功能、不侵害主权数字货币主渠道的前提下发挥其一般数字资产功能ꎮ 元宇宙财产关系中的“数字人”无

从获得独立财产权及责任主体地位ꎬ而只能是自然人借助平台媒介技术的行为支持与归责指引机制ꎮ 元宇宙中

的“去中心化组织”只有置身并符合法人(或非法人组织)的结社与治理监管体制ꎬ才有可能获得法律上组织化

地位ꎬ并由此防止其对所运营数字资产的隐匿金融化企图ꎮ
〔关键词〕元宇宙ꎻ法律关系ꎻ虚拟现实ꎻ虚拟财产ꎻ去中心化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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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元宇宙”自 ２０２１ 年作为“科技与产业事

件” 〔１〕被提出后正快速吸引学界政界关注ꎮ 产业

与学术ꎬ经济与法治的社会分工ꎬ决定了对元宇

宙的理性归纳与法治态度ꎬ不应是产业说辞在社

会规范与政策上的简单映射ꎬ而应是对科技与产

业现象遵循学术与治理独立社会责任的坚守与

价值判断规律的能动评价、规制与干预ꎮ 一如对

历史上层出不穷的新科技与产业现象的评价、规
制与干预那样ꎬ而不应有先验的优惠与例外ꎮ 对

于作为维护社会公平正义底线的规范化治理工

具的法律而言ꎬ所谓由“元宇宙”事件引起的法

律调整新应对(有必要的话)ꎬ〔２〕 绝不是法制表

达与法治理路对产业、科技及其他社会描述视角

的单向与被动“摹写”ꎬ而是一如既往地将前者

作为调整对象ꎬ以纳入自身既有调整架构为前提

的ꎬ人类法律调整工具的相对稳定性对调整对象

的固有发展性的法治能动性与适应性的展现过

程ꎬ才不会发生法律调整对象对法律与法治的背

反ꎮ 在法学与法律方法论中ꎬ作为法律所调整的

社会关系ꎬ“法律关系”发挥了将关于外部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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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人类社会关系的一般理解转化为可供法律阐

释理解、分析评价进而调整规制的“法律调整对

象”ꎬ并据此展开“法律调整”的中介作用ꎬ是沟

通法律价值判断与人类社会生活现象世界的桥

梁ꎮ 所谓“元宇宙”现象对人类法治模式形成的

“挑战”“冲击” “重构”之类的说辞ꎬ〔３〕 只有先接

受“主体” “客体” “内容”及“法律事实”等法律

关系固有架构的归入阐释以后ꎬ才可能明了其在

法治视野中的可能含义与意义ꎬ才可能衡量其所

谓“挑战” “冲击”之类的意义ꎬ与历史上层出不

穷的各类社会新现象对法律调整的挑战、冲击是

否存在不同ꎬ由此可以引发怎样的法律调整方法

与架构的变迁ꎮ 不难发现ꎬ流行的“元宇宙”论

说主要围绕由 ＶＲ 技术推广支持的现实世界的

“数字镜像———虚拟现实”转化、元宇宙中的数

字资产形成与流转ꎬ以及元宇宙中的组织模式这

三大场景展开ꎮ 三大场景均或明或暗地基于营

利性产业经济关系的重构ꎮ 要实现“元宇宙”在
法律上的可表达可调整ꎬ也应当从法律关系架构

对上述三大场景中经济关系限缩的归入阐释入

手ꎬ以此引发法律上相应财产关系的重述ꎮ

一、“元宇宙”语境中财产法律关系的时空范畴

法律价值观与方法论根植于一定的法治世

界观ꎬ即只有针对法律调整可以达至与奏效的社

会关系层面ꎬ法治才是可能的ꎮ “法律关系”是

法律对现实世界观察与重述的工具ꎬ并由此成为

法律世界观的塑造手段ꎮ 梅迪库斯认为法律关

系的实质是“对一部分现实生活的撷取”ꎮ〔４〕 法

律世界观是关于法律“可调整对象事实”时空范

畴的认识ꎮ 法律的调整对象不是全部客观世界

在法律规范中的全面投射ꎬ而是通过法律关系主

体、客体、内容要素ꎬ以及法律事实与法律后果的

衍生逻辑ꎬ将无限多样的人类社会生活及相关社

会与自然环境要素ꎬ转化为可供法律认知识别、
分析评价以及干预规制的“调整对象”ꎬ使法律

对人类行为与社会过程的调整成为可能ꎮ 时空

范畴是框定法律可调整对象的社会关系的事实

范畴ꎬ同时将那些似是而非的“非事实要素”ꎬ或
者无法、不必纳入法律调整对象社会关系范畴的

冗余要素辨别出来ꎬ排除出去ꎬ使法律调整能针

对明确的对象展开ꎬ成为可能ꎮ 因此ꎬ法律关系

的首要任务ꎬ就是将外部世界中的各类构成要素

进行筛选分类ꎬ选取其中可以构成法律规范调整

对象ꎬ或者说可以发挥法律调整效力的“事实”
部分ꎬ同时剔除那些对法律调整无用或可能构成

干扰与误导的部分ꎮ
“元宇宙”的构词本身代表了其跨界性“世

界观”ꎮ 元宇宙的英文词源“ｍｅｔａｖｅｒｓｅ”ꎬ“ｍｅｔａ”
意为事物之外的另一片疆域ꎬ“ｖｅｒｓｅ”意为版本ꎮ
“ｍｅｔａｖｅｒｓｅ”直译为真实世界外另一个版本的世

界(或“平行宇宙”)ꎮ 在其“世界观”中ꎬ人与数

字的聚合成为构造新世界和塑造新人格的基础

社会关系场景ꎮ〔５〕元宇宙的建构须基于其基础世

界部分、虚拟世界部分ꎬ以及连接二者的“交互

层”的三层架构来实现ꎮ〔６〕

基础设施层:包括区块链技术、交互技术、电
子游戏技术、人工智能技术、网络及运算技术

(Ｎｅｔｗｏｒｋ)、物联网技术( Ｉｎｔｅｒｎｅｔ ｏｆ Ｔｈｉｎｇｓ)的基

础设施及其运用ꎮ〔７〕 显然ꎬ基础设施层位于现有

一般法律关系架构涵摄范畴内ꎮ
理想世界层:作为目标与“彼岸”ꎮ 理想的

元宇宙应当是“独立的空间”与自足的“生态系

统”ꎬ是“现实世界的平行系统”ꎮ 在这个独立生

态系统里ꎬ用户的化身(以“数字人”的方式存

在) 自主创设其生活、学习、工作和娱乐环境

(“社区”)ꎬ与其他数字人一起建设虚拟数字世

界的大生态(“社会”)ꎮ〔８〕

虚实转换层:元宇宙理想的实现ꎬ须借助物

理世界对虚拟数字世界的持久支持与活动的“交
互层”建设ꎮ 通过用户的“沉浸式体验”的赋能ꎬ
推动现实世界和虚拟世界发生联系与互动ꎬ这正

是今日科技与产业界的主要着力点ꎮ “数字技术

和媒介让我们的听觉、视觉以及其他感觉官能得

以延伸ꎬ在很大限度上突破了时间和空间的限

制ꎮ” 〔９〕罗布乐思公司(Ｒｏｂｌｏｘ)认为ꎬ在元宇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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诸多技术赋能特征ꎬ 如身份 ( Ｉｄｅｎｔｉｔｙ )、 朋友

(Ｆｒｉｅｎｄｓ)、沉浸感( Ｉｍｍｅｒｓｉｖｅｎｅｓｓ)、低延迟(Ｌｏｗ
Ｆｒｉｃｔｉｏｎ)、多元(Ｖａｒｉｅｔｙ)、随地(Ａｎｙｗｈｅｒｅ)、经济

(Ｅｃｏｎｏｍｙ)和文明(Ｃｉｖｉｌｉｔｙ)之中ꎬ“沉浸感”是最

富吸引力的概念ꎮ “沉浸在另一个传奇世界之

中ꎬ毫无隔阂ꎬ感同身受ꎬ既夸张又现实ꎮ” 〔１０〕 基

于此ꎬ“现实世界的人物、建筑、生产资料都可在

元宇宙空间中形成数字孪生体并在虚拟与现实

之间产生相应联系ꎬ深刻改变人类社会的交往与

生存规则ꎮ 元宇宙形成了与现行物理空间

完全平行的拟制数字空间ꎬ人类将借助技术设备

进入由代码构成的虚拟文明ꎬ并在此空间进行与

物理世界相同的各类活动ꎮ” 〔１１〕

在元宇宙世界观看来ꎬ其“基础设施层”构

建于现有法律关系架构范畴内ꎬ但其“理想世界

层”与“虚实转换层”的所指则已超越现实“时空

范畴”描述ꎬ大于从现实世界删减筛选而成的法

律调整对象暨法律关系的时空外延ꎬ不能当然纳

入法律关系的解释架构ꎬ而应引起相应法律方法

的改变ꎮ
在当代ꎬ尤其不能被科技炫酷构词扰乱了法

律思维的基本逻辑ꎮ 科技必须能够转化为法律

关系的构成要素ꎬ才可能获得法律调整ꎮ “增强

现实”与“虚拟现实”无论在媒体界、游戏界等看

来或宣传为多么“真实” “现实”ꎬ但在法律世界

观中都不是“现实”ꎬ而是主观精神世界ꎬ不允许

人为地将其混淆为现实ꎮ 应清楚无误地将其区

隔于法律调整对象的客观社会现象与社会关系

以外ꎮ 即“体验感”就是体验感ꎬ它并不能在现

实世界以外创造出法律调整的对象增量———它

既没有带来动产与不动产的增加ꎬ也没有引起人

口的增长ꎬ所“增长”的ꎬ仅仅是拓展了人类的主

观感受与想象“世界”ꎬ这符合人类精神自由的

天性ꎮ 主观感受与想象不能作为法律调整对象

乃是文明时代的常识ꎮ 超脱现实世界构筑所谓

元宇宙的平行虚拟世界ꎬ以及沟通虚拟世界与现

实世界的交互层ꎬ其实是现代宗教与奇幻科幻文

学的任务ꎮ 而这些对于法律调整对象的时空范

围厘定来说要么是无效项ꎬ要么是干扰项ꎬ须为

法律世界观所剔除ꎮ
从法律思维上看ꎬ就需要戒除直接表达或映

射那种可外在于客观世界的新法律调整对象的

臆造ꎮ 例如ꎬ所谓人类“可能走出现实、迈向元宇

宙进行数字大迁徙”ꎬ实现“数字化生存”之类描

述ꎬ〔１２〕仅仅是指当事人借助辅助工具进入“想象

世界”的现实世界的行为方式与内容ꎬ而不是指

代行为人进入一种“外在于”或“平行于”现实世

界的任何“新法律关系”时空范畴的法律行为ꎬ
故并不形成任何有意义的法律调整对象的拓展ꎮ
进而ꎬ基于前述“数字迁徙”而形成的“虚拟世

界”中的所谓人类的“数字化身”“虚拟人”“数字

人”的“全息生存”ꎬ也不代表任何意义上法律主

体的行为能力在现实世界以外的展现ꎬ而只不过

是现实世界既有主体借助网络技术媒介的表意

行为、事实行为或其他行为的展现过程ꎮ 总之ꎬ
无论在个人眼中、心中“存在” “几元宇宙”ꎬ〔１３〕

能够作为法律调整对象的都只能是不依赖于想

象而改变的唯一客观世界ꎮ 也只有这样ꎬ才可能

让法律能够公平普世地对待芸芸众生、作用于调

整对象ꎬ才可能取得类案类判的司法公正效果ꎬ
才不会因为每个人“感受”的差异而消解了法律

的准绳意义ꎮ 为此ꎬ元宇宙法律关系必须屏蔽、
阻隔所谓“多元宇宙”的现象学上“干扰项”ꎬ专
注于发现、筛选与转述其中可以被法律调整的对

象性要素ꎮ 否则ꎬ就会被无政府主义与法律虚无

主义所利用ꎬ并为其张目ꎮ
当排除了无效项与干扰项以后ꎬ元宇宙法律

关系的建构将清晰地锁定在一种现代互联网交

互技术平台开发运用所引发的媒介型法律关系

架构内ꎮ 只有对元宇宙的媒介性基础设施法律

关系ꎬ以及所谓“虚拟世界”与“虚实交互层”要

素转述归入到媒介性基础设施法律关系的构成

要素以后ꎬ才能形成元宇宙的法律调整对象ꎮ 正

如感受、体现、想象、幻想本无法作为法律关系的

延展范围ꎬ但当感受作为一种服务标准时ꎬ可用

以衡量服务的质量ꎬ从而客观化ꎮ 元宇宙世界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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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的“平行宇宙”ꎬ在其中的世界元素可作为支

持主观体验的“情境”与“装备”ꎬ而成为数字财

产(或网络虚拟财产)的表现形式ꎬ其内容可接

受游戏运营商的产品与服务质量瑕疵担保ꎮ 媒

介技术在通讯信息、游戏娱乐、组织治理、产业经

济等各个方面的“创新”ꎬ只有能纳入媒介型法

律关系的主体、客体、内容以及法律事实要素ꎬ才
可能进入法律调整对象范畴ꎮ

二、“元宇宙”语境中财产关系的客体构成

法律关系的“客体”即“权利义务之所附”ꎮ
只有以确定的客体吸附权利人诉求与义务人负

担ꎬ才能引导利益在权利人与义务人之间有序流

动ꎬ定分止争ꎬ实现法律对不同社会关系的分类

调整ꎮ〔１４〕 “元宇宙” 基础设施中的有形实体部

分———互联网、“可穿戴设备”与人工智能设备

等———作为物之归属与利用的公法及私法上法

律关系客体ꎬ以及相关设备所依赖智力成果的知

识产权法律关系中的客体地位是清楚的ꎮ 以下

讨论重点ꎬ是容易作为元宇宙“虚实世界”交互

沟通媒介ꎬ从而需要筛选或重述的各类“无形”
财产客体范畴ꎮ

(一)“元宇宙”语境中的普通数字财产

“元宇宙”一词起源于科幻小说ꎬ作为产业

现象兴起于 Ｓｅｃｏｎｄ Ｌｉｆｅ、Ｒｏｂｌｏｘ 为代表的所谓

“沉浸式”网络游戏所创造的“虚拟世界”ꎮ〔１５〕 在

各类产业乃至法律论说中不难发现ꎬ创造虚拟世

界“组成部分”的各类“虚拟游戏装备”ꎬ正借助

“元宇宙”之名ꎬ日益比附土地、房屋等现实世界

的财产权客体ꎬ发生所谓的全面“客体化”ꎬ以便

于在其上承载“财产权利”ꎮ ２０２１ 年ꎬ元宇宙平

台“ Ｓａｎｄｂｏｘ” 上一块 “虚拟土地” 以约人民币

３２００ 万元的高价成功“交易”ꎬ２０２２ 年ꎬ巴巴多斯

大使馆在 Ｄｅｃｅｎｔｒａｌａｎｄ 中“购买土地或设计虚拟

大使馆和领事馆”等事件ꎬ便是例证ꎮ 当前ꎬ网络

游戏装备交易“客体”已由过去的“武器、工具”
“法宝、法器”等“动产”ꎬ迅速发展为“土地” “房
屋”等“不动产”ꎮ 相应地ꎬ在法学上引起了所谓

“元宇宙”空间中的房地产买卖是否应适用民法

上“公示登记效力”原则、应如何形成元宇宙房

地产登记制度之类的“配套研究”ꎮ 进一步地ꎬ
有学者提出不同于现有“网络虚拟财产”架构

的ꎬ适用于“元宇宙”中的“镜像物”与“臆想物”
的所谓“虚拟物”ꎬ〔１６〕 从而试图确立对应于现实

世界的ꎬ虚拟世界中的物权客体与物权体系ꎮ
对传媒、文学与游戏产业宣传中关于“虚拟

物”及“虚拟世界”的“客体化”与“客观化”描述ꎬ
法学界应保持清醒的辨别力ꎮ 对于法律调整过

程而言ꎬ这种混淆与抹杀“虚实”与现实世界边

界的认识理路ꎬ不仅不能揭示法律调整所必须的

事实依据与前提ꎬ反而会成为掩盖与扭曲关键事

实ꎬ进而误导法律调整方向与方法ꎬ人为增加法

律调整难度并降低调整效率的“障眼法”ꎮ 以所

谓元宇宙“虚拟物”为例ꎬ无论是其所谓虚拟“动
产”还是“不动产”都完全不具有物权客体所应

具有的物之有用性、特定性与稀缺性特征ꎮ 物之

有用性根源于物之物理属性ꎬ纵然经过人类加工

亦是对物理属性的提升与改造ꎬ不同动产与不动

产因物理属性不同具有各种用途ꎬ满足人类衣食

住行与生产生活需要的方方面面ꎮ 然而“虚拟

物”仅仅具有二进制数字代码的唯一物理属性ꎬ
无论它们通过电子媒介具象为多少种表象ꎬ甚至

可能远远超出现实世界的资源与财富的种类与

规模ꎬ它们的用途归根到底都只有一种———电子

游戏“世界”带来的所谓“沉浸式”感官体验与获

得ꎬ即一种精神满足感ꎮ 同质性的精神满足感

(用途)完全无法将所谓虚拟动产与虚拟不动

产ꎬ或者将所谓虚拟“土地”与虚拟“房屋”进行

“特定化”ꎬ并由此进行有法律意义的物与非物、
此物与彼物的辨别区分ꎬ从而实现财产客体化ꎮ
在法律上ꎬ它们都不过是提供某种精神满足的数

字化服务产品ꎬ从而无法引入绝对权构造ꎮ 同

时ꎬ物之基础材料的物理属性从根本上决定了物

之稀缺性ꎬ然而虚拟物的人为二进制数字代码生

成的“物理来源”也决定了其不具有稀缺性ꎬ仅
需人为控制编码进程即可无限复制、贩卖所谓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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拟物ꎮ 所谓虚拟物开发所投入的“劳力”“智力”
以及“算力”有限性ꎬ完全不能弥补虚拟物的“稀
缺性”ꎮ 因为ꎬ虚拟物的无限性是由其人为数字

编码的无限多样性底层技术决定的ꎬ而不是由开

发与实施这些技术的人力物力成本决定的ꎮ 不

具有稀缺性ꎬ从根本上否定了将其客体化以承载

绝对权ꎬ发挥定分止争之法律调整功能的意义ꎮ
将不具有稀缺性的虚拟物模拟物权而财产权化ꎬ
将彻底颠覆劳动创造财富、必要劳动凝结程度决

定财产价值多寡的财富的基本分配正义ꎬ将极大

地方便数字生产者以其无限之“物”交换现实世

界的有限与稀缺之物ꎮ 这犹如历史上任由教会

向信众贩卖“赎罪符”的无本买卖ꎬ形成游戏服

务提供者与数字技术控制者对社会公众的单向

财富掠夺ꎬ颠覆人类交换正义ꎬ摧毁人类财产制

度基础ꎮ
因而ꎬ基于数字编码创造的“元宇宙”“虚拟

物”不可能比照现实世界中“物”的客体位格ꎬ不
可能套用物权原始取得逻辑ꎬ令开发者形成所谓

对“虚拟物”的排他性绝对权(所谓“虚拟物权”)
取得ꎬ而只能回到其数字编码的技术本源ꎬ根据

其基本用途———创造沉浸式游戏体验的服务能

力———而确定其服务价格ꎮ 事实上ꎬ无论是游戏

者对拥有“金山银山” “江山美人”的沉浸体验ꎬ
还是对“另一个人”的人生置换ꎬ都与人们从电

影、小说、音乐等任何文艺作品中所获得的体验

感没有本质区别ꎮ 元宇宙“游戏装备”虚拟物的

客体性质范畴ꎬ将不可能超出电影、小说、音乐等

精神产品的数字化形式的大体范畴ꎬ而只能作为

一种智力成果的数字化派生形式ꎬ通过服务商的

服务许可协议而获得非数字化占有与使用地位ꎮ
本来ꎬ这种数字化占有与使用地位本身只是以获

得游戏服务为客体的债权ꎬ不具有对世性与排他

性ꎬ那么它们又是如何交易标的化并成为数字财

产(或“网络虚拟财产”)的重要类型的呢?
“数字虚拟财产是互联网环境下广泛存在着

的ꎬ以数字信息形式产生、存储和运行于计算机

软件中的对象ꎬ并可以作为特定软件运行的结果

被用户操作ꎮ” 〔１７〕“游戏装备”在玩家之间的交易

是“前元宇宙”时代相关网络虚拟财产交易的主

要表现形式之一ꎮ 在现代网络游戏中ꎬ “游戏

币”与“游戏装备”均被设计为可以与玩家的游

戏程序母体分离ꎬ具有借助网络方便实现在不同

玩家程序母体之间转移“占有”的可交易性以及

媒介性ꎮ “游戏装备”与“游戏币”所对应的游戏

功能(使用价值)ꎬ被玩家群体在游戏体验以及

基于游戏平台的社交体验中分类分级评价ꎬ成为

其量化财产价值的基本依据ꎬ从而建构了网络游

戏装备(包括游戏币)的网络虚拟财产属性ꎮ 在

元宇宙产业现象出现以后ꎬ“沉浸式”游戏供给

还迅速吸引了奢侈品供应商的跨界介入ꎮ 即与

游戏厂商合作推出适用于网络游戏环境的品牌

“数字运动鞋”“潮流服装”“ＮＦＴ 玩偶”等数字产

品ꎬ不仅“在品牌与玩家、客户之间ꎬ建立一种新

的共享创意语言”ꎬ更在原有游戏装备基础上增

加了奢侈品品牌、设计与商誉价值ꎬ丰富与提升

了游戏装备的商业价值ꎬ推动了传统网络游戏、
奢侈品、艺术设计等围绕沉浸式体验的产业融

合ꎮ〔１８〕推而广之ꎬ创造沉浸式体验的游戏技术还

日益与教育培训、工业设计、广告展会、图书情报

等行业发生融合ꎬ形成创造各类沉浸式学习条件

和工作条件的数字化“装备”ꎬ从而丰富与提升

了相关行业技术软件的用途与商业价值ꎮ
但上述基于软件功能与使用价值提升的网

络数字财产的价值提升逻辑ꎬ却无法用于解释类

似 Ｓａｎｄｂｏｘ 上“虚拟土地”交易“天价”的形成原

理ꎮ 虽然游戏装备价格可因炒作、受奢侈品品牌

附加值影响等因素而形成不同程度的溢价现象ꎬ
但这种溢价始终能围绕相关数字装备服务游戏

体验和基于装备运用的社交体验ꎬ以及类似的

“沉浸式”学习工作环境体验效果的共识性评

价ꎬ即锚定于相关软件的功能与使用价值之上ꎬ
最终回归公允估值范围ꎮ 诸如 Ｓａｎｄｂｏｘ 上的“虚
拟土地”的高溢价ꎬ却是在脱离关于其用途与使

用价值的社会公允评价的前提下ꎬ由元宇宙相关

产业界单方推动的预“估值”ꎮ 即它无法获得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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绕所谓“虚拟土地开发”而形成的数字化装备运

用体验以及基于游戏的社交体验的玩家共识与

评价而被量化证成ꎮ 这一问题同样存在于借助

区块链技术发行的“数字藏品” (ＮＦＴ)的超高估

值的正当性证成上ꎮ 一张照片、一幅素描、一段

朗诵ꎬ不问其艺术性与在艺术品市场上的公允估

值ꎬ往往也与奢侈品牌无关ꎬ仅仅因所谓生成区

块链上的不可重复数字表达方式本身ꎬ即被估以

天价ꎮ 数字藏品的特有数字化表达方式对于增

加作品的艺术成色没有意义ꎬ无法替代作品原件

在著作权保护及艺术欣赏方面的意义ꎬ但又是如

何获得了远超众多艺术“真品”与“原件”的市场

估值? 在此需要洞察与揭示的ꎬ是部分 “元宇

宙”产业界借传统网络虚拟财产确权与估值逻辑

掩盖的对网络财产赋能赋值的真正追求ꎮ
(二)“元宇宙”语境中的“同质化通证”
今天ꎬ所谓元宇宙“空间”中的“土地”等“不

动产”交易的背后ꎬ都是盘活基于区块链技术的

“数字代币”的支付能力的泛金融化意图ꎬ规避

主权货币金融法律政策规制以获得实现的追求ꎮ
以“元宇宙大使馆”事件为例:根据巴巴多斯有

关部门与 Ｄｅｃｅｎｔｒａｌａｎｄ 公司签署的协议ꎬ巴巴多

斯可以在 Ｄｅｃｅｎｔｒａｌａｎｄ 中“购买土地或设计虚拟

大使馆和领事馆”ꎮ 重点在于其在“元宇宙”中

所“购买土地”———Ｄｅｃｅｎｔｒａｌａｎｄ 的“土地”的实

质ꎬ正是基于区块链技术的数字代币“以太坊”
的数字资产ꎮ 在技术上ꎬＤｅｃｅｎｔｒａｌａｎｄ 是一个以

“元宇宙”概念为伪装的ꎬ以交易以太坊为主的

平台ꎮ 用户注册并在 Ｄｅｃｅｎｔｒａｌａｎｄ 平台活动ꎬ看
重的是可以投资该平台 “土地 (以太坊)” 获

利ꎮ〔１９〕最重要的是ꎬ这种“牟利”不是某些“元宇

宙”推崇者所号称的ꎬ寓于在元宇宙虚拟世界中

的“沉浸式体验”的脱实向虚与精神自由追求ꎬ
而是通过最终“由虚反实”兑换为现实世界货币

等真金白银ꎬ买取与体验现实世界荣华富贵的、
彻头彻尾的网络营销与“财务自由”追求ꎮ 这一

虚实掩映的牟利套路同样体现在“Ｓａｎｄｂｏｘ”等各

色元宇宙“房地产”(及各类数字资产)的炒作平

台的运营模式中ꎮ
在此ꎬ以元宇宙“房地产”伪装的数字代币

与传统游戏装备(或其他学习工作数字化装备)
的性质差异是明确的ꎮ 各类普通数字化装备只

会运行于特定功能(游戏、社交、学习与工作)的
计算机软件应用中ꎬ即便产生与现实社会中货币

等资产的交易交换ꎬ参与主体范围和交换目都十

分确定与有限ꎮ 而在区块链架构数字代币参与

的“元宇宙”数字资产估值与支付的交易关系

中ꎬ数字代币的“同质化通证”的技术属性发挥

了“一般等价物”效用ꎮ 即使其应用在表面上仍

依附于特定网络虚拟财产的名目ꎬ“但参与其中

的交易主体范围、交换的目的都近乎于无限”ꎬ早
已脱离了普通网络虚拟财产交易的普通商品属

性ꎮ 元宇宙名义下进行的所谓“房地产”开发交

易ꎬ在“很大程度上已经和一般意义上的金融投

资或者炒作相互绑定”ꎬ〔２０〕由此也招致对其适用

关于金融业的评价、监管与规制ꎮ 不仅如此ꎬ各
类数字代币对元宇宙中数字资产交易渠道的普

遍渗透还会不断蚕食国家“铸币权”ꎬ“挑战主权

货币”ꎮ 例如ꎬ获得 Ｆａｃｅｂｏｏｋ 等科技公司以及一

些非营利国际组织的所谓信用背书的 Ｄｉｅｍ(“稳
定币”)的协会化ꎬ正逐步形成事实上的私人“中
央银行”效应ꎬ不断侵蚀中央银行的“铸币税”征
收权ꎬ形成私人数字代币对主权货币政策的挤出

效应ꎮ〔２１〕

元宇宙中的“房地产”具有明确的启动引导

同时掩盖修饰数字代币的一般等价物支付功能

形成的事实金融工具化追求ꎬ不能与元宇宙中的

普通网络虚拟财产相混淆ꎮ 当然更不能将被元

宇宙业界自定义为理想支付工具的数字代币ꎬ与
世界主要经济体正大力推动的主权数字货币混

为一谈ꎮ 不乏论者比较数字代币与主权数字货

币在技术层面的“相似性”甚至是“优势”ꎬ认为

二者都使用了数字技术发行与流通ꎬ且被比特币

等数字代币所采用的区块链去中心化技术架构ꎬ
被赋予了数字代币强大的“防伪防盗”技术优

势ꎮ 在数字代币支持者看来ꎬ由于区块链节点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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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定算法中的容量上限决定了相应数字代币的

供给上限ꎬ这就克服了主权货币超发滥发引发通

胀与经济危机的风险ꎬ从而形成了由“私人数字

货币”取代“主权货币”的正当性与可能性ꎮ〔２２〕此

种比较观实在是本末倒置ꎮ
其一ꎬ它颠倒了文明时代信用货币的“一般

等价物”性质获得机制ꎮ 正如ꎬ促使没有价值的

纸币取代自带价值的贵金属货币成为信用经济

时代“一般等价物”的动因ꎬ不是纸币的印制技

术与防伪技术高超ꎬ而是因为纸币是由央行代表

国家(实质是全体人民)发行的ꎬ是一国金融主

权统一的表现ꎬ也是该国落实其货币政策的抓

手ꎮ 在主权国家尚未退出历史舞台的数字时代ꎬ
促使同样没有价值的“数字货币”获得“一般等

价物”地位的ꎬ同样不可能是所谓区块链防伪防

盗技术的“先进”ꎬ而只能是源于数字货币基于

央行发行的金融主权宣示ꎮ 其二ꎬ它掩盖了“私
人数字货币” (数字代币)发行流通可能导致的

“铸币税”私有化恶果ꎮ 铸币税是指货币铸造或

印制发行成本低于其面值产生的差额ꎮ 在信用

经济时代ꎬ纸币印制、发行成本与纸币面额之间

的差额所形成的巨额铸币税ꎬ只有置于国家主权

治下才能通过政府在人民之间有序分配ꎬ防止被

部分主体攫取侵吞而破坏基本分配正义ꎮ 数字

代币的私人发行属性使代币的原始取得者以及

早期“投资者”对因代币广泛流通而引发的巨额

增值私人享有ꎬ其实就是对在主权货币场合本由

主权者(全民)享有的铸币税的私有化ꎮ 在此条

件下任由数字代币成为流通货币ꎬ必然形成代币

原始持有者、早期持有者等少数人ꎬ对后来使用

者与不使用者等绝大多数社会公众财富与福利

的掠夺ꎮ〔２３〕其三ꎬ它掩盖了数字代币本身引发更

严重通胀的风险ꎮ 当前ꎬ由比特币所衍生出众多

代币类型的事实可知ꎬ虽然同一算法下数字代币

的数量是有限的ꎬ但算法迭代是无限的ꎮ 通过算

法“微调”即可开发出的“新”数字代币类型数也

是无限的ꎮ〔２４〕同时ꎬ虽然同一类型数字代币的总

数是确定的ꎬ但当前各交易平台上的数字代币却

是份额交易ꎬ份额细分可以是无限的ꎬ故可炒作

的统一类型数字代币的份额也是无限的ꎬ在人类

自私天性的推动下ꎬ私人发行的数字代币制造通

货膨胀的“技术潜力”ꎬ比至少受到国家预算及

财政货币政策约束的主权货币发行要大得多ꎮ
再考虑到数字代币借助全球网络跨国跨境流通ꎬ
以及区块链技术的隐匿性技术特征造成对一国

的“输入性通胀”风险ꎬ言数字代币的抗通胀能

力实在是颠倒黑白ꎮ〔２５〕 总之ꎬ“基于区块链数字

货币的去中心化元宇宙本质上就是披着网络游

戏或者社交媒体外衣的炒币网络ꎬ具有明显的金

融投资或者炒作价值ꎬ这是不容否认和忽视的客

观事实ꎬ也是判断相关风险的重要前提ꎮ” 〔２６〕

当前ꎬ在我国大力发展主权数字人民币的背

景下ꎬ“数字货币”对国家主权数字货币的冲击

挤兑、对人民币购买力的稀释、对广大社会公众

的掠夺效应日益显现ꎮ 去中心技术的反追溯特

征还赋予其逃避金融监管ꎬ全球暗网流通的洗钱

功能ꎬ成为金融犯罪的技术推手ꎮ ２０１７ 年以来

我国有关部门颁布了一系列政策规定ꎬ明确了对

比特币、以太坊等各类数字代币的法律定性与政

策态度:“数字代币”的“挖矿”是缺乏社会贡献

的高耗能产业ꎻ私人“数字代币” “虚拟货币”只

是虚拟商品或数字资产ꎬ不由货币当局发行ꎬ无
国家主权背书ꎬ不具有法偿性与强制性ꎬ不具有

货币属性ꎬ“不应且不能作为货币在市场上流通

使用”ꎮ 围绕“虚拟货币”进行准金融业务属于

“非法金融活动”ꎬ破坏金融秩序ꎬ诱发金融诈

骗ꎬ削弱主权货币发行流通体系与货币政策有效

性ꎬ损害国家金融主权安全与统一ꎬ为此禁止我

国金融机构为数字代币提供任何支付服务ꎬ禁止

数字代币由一般数字资产向数字货币的属性逾

越ꎮ Ｄｅｃｅｎｔｒａｌａｎｄ、Ｓａｎｄｂｏｘ 之类的“元宇宙”平台

在我国将被认定为在未获取牌照情况下染指货

币、有价证券及金融衍生品发行交易等金融领

域ꎬ而被法律禁止ꎮ 在此前提下ꎬ所谓数字代币

私人发行的“总量限定防通胀”“分布记账”的技

术安全性等金融创新属性ꎬ在我国金融主权所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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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围内将没有合法空间ꎮ 如果这些平台意图通

过遁入“元宇宙”幌子规避我国金融监管ꎬ则更

会强化其在政策评价中的有害、违法推定ꎬ导致

这类平台无论是设立在我国境内ꎬ还是设立在境

外而将其业务辐射到我国境内ꎬ都不可能获得我

国的合法性认可ꎮ〔２７〕 未来在我国“元宇宙”平台

上的合法交易标的ꎬ仅限于不具有“一般等价

物”功能的普通网络虚拟财产ꎬ而不包括具有一

般等价物属性的数字代币ꎮ
(三)“元宇宙”语境中的“非同质化通证”
面对日益严格的主权金融监管ꎬ私人“数字

代币”正由以比特币为代表的“同质化通证”发

行ꎬ转向以 “数字藏品” 为名义的 ＮＦＴ (Ｎｏｎ －
Ｆｕｎｇｉｂｌｅ Ｔｏｋｅｎ)“非同质化通证”发行ꎮ 是否可

以通过剥离数字代币的“同质化通证”属性及其

一般等价物属性ꎬ弱化 ＮＦＴ 的“货币”属性而强

化其“特定物”属性ꎬ使相关“元宇宙”运营平台

免受严格的金融审查与监管呢?
当前ꎬＮＦＴ 发行主要集中于所谓“数字艺术

品及奢侈品”领域ꎮ 相较比特币等传统数字代币

的同质性特征ꎬ“每一枚非同质化代币均是独特

的并无法进行互换ꎬ这使得非同质化代币具备了

艺术品的定价特质”ꎮ〔２８〕 支持者认为ꎬＮＦＴ 作为

确权技术能够解决数字时代的“知识产权保护的

困境”:ＮＦＴ 是在以太坊等已成功的加密货币网

络上生成的唯一性编码ꎬ“一件作品与 ＮＦＴ 结合

后ꎬ该作品便被赋予了一个不可篡改的唯一编

码ꎬ无论该作品被交易了多少次ꎬ其相关权利与

历史交易数据始终可查”ꎬ“可以抵抗黑客和盗

窃行为”ꎬ“ＮＦＴ 具有为数字资产确权的天然优

势”ꎬ“为数字藏品的创造、交易提供有利条件ꎬ
有利于激发艺术家创造热情、促进数字文化产业

的发展”ꎬ等等ꎮ 同时ꎬ越来越多的网络游戏赋予

玩家将在游戏中“设计”的房屋、庭院等数字劳

动或虚拟商品转化为 ＮＦＴ(通证化)的能力ꎬ使之

“可以从元宇宙平台流向现实世界ꎬ人们通过虚

拟劳动赚得了现实世界中的通货”ꎮ〔２９〕 各大奢侈

品经销商也日益向网络游戏环境中嵌入其品牌

化的 ＮＦＴ 游戏服饰、装备等ꎮ〔３０〕 那么ꎬ当这些

ＮＦＴ 数字藏品与现实世界中流通货币或其他资

产发生交易时ꎬ是否因其非同质性自定义ꎬ而可

将其视为一种数字化“特定物”或一般网络虚拟

财产ꎬ而不作为一般等价物对待?
所谓艺术品(或作品)在数字环境下的交易

与维权困境ꎬ以及 ＮＦＴ 技术突破上述困境的积

极意义被有意夸大了ꎮ 并非所有作品都需要并

适合数字转化与数字化传播ꎮ 例如对于必须欣

赏原件才能实现欣赏目的的真品ꎬ其数字化复制

品网络传播意义有限ꎬ相应网络化侵权可能性也

不大ꎮ 当然ꎬ其形成与传播主要依赖网络数字环

境ꎬ数字化复制传播容易且频繁ꎬ从而容易招致

非法网络复制传播侵权的作品形式(主要包括网

络视听作品、游戏等数字环境下人机协同创作作

品等)ꎬＮＦＴ 转化可为既有的数字化作品打上唯

一性的区块链编码标识ꎬ作为其在网络空间中第

Ｎ 号“分身”的公示、识别与追踪标识ꎬ可引导当

事人对可能的未经许可的复制传播进行识别与

维权ꎮ 但这并不能替代作品的基础性数字化创

作与转化过程ꎬ不能增强其艺术内涵与水准ꎬ从
而也就不能为数字藏品带来“价值”ꎮ 然而当下

的事实却是ꎬ数字藏品引起的需求关注与炒作焦

点恰恰是关于数字藏品举世唯一性 (“稀缺

性”)、排他占有的区块链公示技术手段ꎬ至于藏

品本身的艺术性反倒不重要ꎮ 这造成所谓的“万
物代币化”ꎬ〔３１〕 数字藏品供给准入无限ꎬ藏品良

莠不齐ꎮ 不仅玩家在游戏环境中的简单“人机协

同生成物”可以作为藏品标价交易ꎬ甚至一些低

俗的数字化记载也能转化为“唯一”的数字作品

而交易炒作ꎮ 不少所谓数字藏品标价明显违背

艺术品藏品估值定价规律ꎬ标的的所谓“稀缺

性”反噬支撑价值的“有用性”ꎬ〔３２〕形成价值支撑

空洞ꎬ定价本末倒置、严重虚高ꎬ资产炒作泛滥ꎬ
实为“郁金香泡沫” 的当代数字化版本ꎮ 加之

“元宇宙”交易平台上的“数字藏品”多存在与同

平台的同质化通证数字代币之间的折算与交易

渠道ꎬ〔３３〕最终是ꎬ所谓“数字化藏品”的作品本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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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是掩盖依附于其上的非同质化通证桥接同

质化通证而变相货币化ꎬ或者掩盖非同质化通证

以拆分交易等方式的有价证券化的幌子ꎮ
正是注意到 ＮＦＴ 数字藏品在世界范围内愈

演愈烈的金融化、炒作化倾向ꎬ我国互联网金融

协会、银行业协会与证券业协会于 ２０２２ 年 ４ 月

１３ 日联合发布了«关于防范 ＮＦＴ 相关金融风险

的倡议»ꎮ “倡议”直指 ＮＦＴ 涉及的“炒作、洗钱、
非法金融活动等风险隐患”ꎬ要求相关从业机构

与从业者“确保 ＮＦＴ 产品的价值有充分支撑ꎬ引
导消费者理性消费ꎬ防止价格虚高背离基本的价

值规律”ꎮ 同时ꎬ明确规定了行业负面清单:其
一ꎬ不在 ＮＦＴ 底层商品中包含证券、保险、信贷、
贵金属等金融资产ꎬ变相发行交易金融产品ꎻ其
二ꎬ不通过分割所有权或者批量创设等方式削弱

ＮＦＴ 非同质化特征ꎬ变相开展代币发行融资

(ＩＣＯ)ꎻ其三ꎬ不为 ＮＦＴ 交易提供集中交易(集中

竞价、电子撮合、匿名交易、做市商等)、持续挂牌

交易、标准化合约交易等服务ꎬ变相违规设立交

易场所ꎻ其四ꎬ不以比特币、以太币、泰达币等虚

拟货币作为 ＮＦＴ 发行交易的计价和结算工具ꎻ
其五ꎬ对发行、售卖、购买主体进行实名认证ꎬ妥
善保存客户身份资料和发行交易记录ꎬ积极配合

反洗钱工作ꎻ其六ꎬ不直接或间接投资 ＮＦＴꎬ不为

投资 ＮＦＴ 提供融资支持ꎮ
我国正式上线的 ＮＦＴ 数字藏品发行平台已

超过 ５０ 个ꎮ 随着“冰墩墩” “中国航天”等主题

数字藏品的官方发行ꎬＮＦＴ 技术在丰富我国数字

经济模式、促进文创产业发展等方面的潜力正逐

步显现ꎮ 未来ꎬＮＦＴ 数字藏品发行业在我国的发

展方向是仅仅作为数字藏品的唯一性标识与公

示手段赋予机制ꎬ还是向前一步迎合强烈的数字

藏品二手市场交易需求ꎬ直至在某种程度上证券

化ꎬ取决于作为软法的«关于防范 ＮＦＴ 相关金融

风险的倡议»在多大范围与程度上能够落实为

“硬法”ꎮ 不难预测的是ꎬ为了与对“同质化通

证”的严格“去金融化”监管政策保持一致ꎬ“去
金融化”也将是我国未来针对 ＮＦＴ 数字藏品之

类的基本监管立场ꎮ〔３４〕其中ꎬ在 ＮＦＴ 发行交易中

不得与比特币、以太币、泰达币等同质化通证(虚
拟货币或数字代币)进行计价和结算桥接ꎬ不通

过分割所有权或者批量创设等方式使 ＮＦＴ 实质

退化为同质化通证ꎬ应当是相关法律规制的关键

点ꎮ
但是ꎬ在确保 ＮＦＴ 数字藏品的“非同质化”

特征的前提下ꎬ在多大程度上容许或限制其以法

定货币、合法的可支付资产计价与结算的二级市

场交易ꎬ却是可以且需要弹性拿捏的ꎮ 一方面ꎬ
数字藏品的二级市场交易需求显然更多来源于

藏品“唯一性”激发的价值炒作与超额牟利欲

求ꎬ而唯一的数字编码确权性与公示性显然容易

与证权证券的确权机制混淆ꎮ 即数字藏品的二

级市场交易的发展显然会推动数字藏品定价与

流转机制的事实证券化与金融化ꎬ故既不能在我

国放开数字藏品二级交易市场建构ꎬ也不能放松

对事实存在的数字藏品二级交易行为适用金融

监管ꎮ 但另一方面也要看到 ＮＦＴ 数字藏品难以

祛除的事实证券化的社会与历史缘由ꎮ 在数字

时代ꎬ基于区块链技术的数字烙印使某些易于数

字化展示的“特定物”的数字化部分ꎬ结合了“易
货交易”与“信用货币支付”的双重优势:它既保

留了实物资产的价值证成的事实基础ꎬ即特定物

的非同质性用途与使用价值ꎬ又获得了类似主权

信用货币(纸币)的便捷支付能力ꎬ即无须受实

物物理空间占用之羁绊ꎮ 或者说ꎬ基于 ＮＦＴ 数

字藏品的网络化“易货贸易”的便利性ꎬ使长期

依赖信用货币(纸币)支付(包括在线支付)的相

对特定物之间易物交易的便捷性优势被大大削

弱ꎮ 在现代金融主权治下ꎬ人民虽无权选择外币

或伪钞完成支付ꎬ却有权选择是通过主权信用货

币完成交易支付ꎬ还是通过以物易物实现交易ꎮ
易言之ꎬ在国家数字货币的便捷支付体系构筑完

成之前ꎬ人民应有权自由选择对其便利的交易支

付方式ꎮ ＮＦＴ 数字藏品毕竟不能归入“数字伪

钞”之列ꎬ且与一切有形藏品一样ꎬ数字藏品也有

一定的“通货”属性ꎮ 故容许人民在一定范围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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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数字藏品二级市场ꎬ实现与其他合法商品

(数字代币除外)的“易货”贸易ꎬ应属人民财产

自由与交易自由的应有之义ꎮ 只是ꎬ此类易货贸

易的规模化客观上必然会不断激发与量化非同

质化通证的潜在有价证券属性ꎬ从而形成非同质

化通证的数字易货(支付)ꎬ与国家主权信用货

币支付体系及未来国家主权数字货币支付体系

间的事实竞争关系ꎮ 当下各主要数字藏品发行

平台不遗余力地渲染基础网络游戏装备、工作与

社交环境的沉浸体验感或者数字奢侈品的升值

空间ꎬ也是希望将网络游戏、社交平台及奢侈品

消费的目标群体(尤其是青少年)ꎬ尽快发展为

其推出的相关 ＮＦＴ 非同质化通证及其数字化易

货(支付)功能的信服者、使用者与依赖者ꎮ〔３５〕

“非同质化代币交易市场已经积累了广泛的用户

群ꎮ 由于网络外部性的影响ꎬ即产品为消费者带

来的边际效用是现有消费者数量的增函数ꎬ导致

非同质化代币的发展已经开始侵蚀传统主权货

币的生存空间ꎮ” 〔３６〕这使得 ＮＦＴ 在与未来国家数

字信用货币的使用群体争夺竞争中先拔头筹ꎬ同
时也为当面临未来国家主权数字货币的取代时ꎬ
积累谈判筹码ꎬ意图博得更多的退出补偿ꎬ可谓

进可攻退可守ꎮ
在私人数字化代币与 ＮＦＴ 数字化藏品都已

经或明或暗“抢跑”国家数字货币支付体系的今

天ꎬ为了发展我国的主权数字货币并维护金融安

全ꎬ必须对明显抢跑的私人数字代币的支付功能

明确说不ꎬ有效区隔境外私人数字代币支付功能

对我国的渗透ꎮ 而对于 ＮＦＴ 数字化藏品ꎬ则应

明确防止其发生金融功能转化的规制底线ꎮ 有

限承认数字化藏品的二级市场数字易货(支付)
功能ꎬ但必须配套以强制性数字藏品交易实名制

及交易前价格评估机制ꎬ形成严格完善的数字藏

品估价标准与流程ꎬ围绕数字藏品的艺术或其他

共识性使用价值内核形成其价值发现量化标准

机制ꎮ 同时开征累进税率高昂的数字藏品交易

增值税以及相关炒作平台的暴利税ꎬ实质性削弱

数字藏品的过度溢价能力与证券化动因ꎮ

三、“元宇宙”语境中的财产关系主体构成

(一)“虚拟人”或“数字人” (用户)的法律

定位

虚拟世界中“数字人”的“人格独立”与“自
由”向来是“元宇宙”推动者最为标榜的“理想境

界”ꎮ “元宇宙的基本主体由数字人构成ꎬ是现

实世界人的数字版本即将现实世界的‘自然

人’的意思表达同步上传给元宇宙数字世界的

‘比特人’让人的感知触觉在两个世界间无

碍穿梭ꎬ而且ꎬ‘数字孪生’(Ｄｉｇｉｔａｌ Ｔｗｉｎｓ)技术可

以让元宇宙上‘意识上传的真人’拥有其生物特

征数据ꎬ逼真的数字形象ꎮ” 〔３７〕元宇宙平台上“数
字人”语境容易让人望文生义地与法律关系主体

地位联系起来ꎬ甚至被一些法律界人士直接表述

为客观世界中自然人人格在“元宇宙世界”中的

平等主体分身:“自然人穿梭于现实与元宇宙之

间ꎬ两个截然不同的社会场景又催生出民事主体

的双重法律人格ꎬ即自然人民事权利能力与虚拟

人民事权利能力ꎮ 根据双重法律人格ꎬ虚拟人享

有独立的民事权利能力ꎬ即虚拟人在元宇宙中可

以独立参加民事活动ꎬ享有民事权利和义务ꎬ承
担民事责任ꎮ” 〔３８〕———这是对所谓元宇宙财产关

系及其他相关法律关系中主体构成的严重误解、
误导!

依前述ꎬ不存在供自然人可以自由“穿梭”
的“现实空间”与“元宇宙空间”的社会关系时空

范畴的对应与分割ꎮ 所谓“进入”元宇宙空间ꎬ
既不是如科幻玄幻故事所描绘的进入与现实时

空“平行”的另一个“客观时空世界”ꎬ也不是进

入了为现实世界的法律调整力所不及的“崭新社

会关系”范畴ꎬ而只是对现实世界既有主体借助

现代网络信息技术与工具而实现的自由新形式

的“拟人化”修辞ꎬ它当然处于唯一现实世界中

唯一人类法律体系的时间效力与空间效力覆盖

之下ꎮ 例如ꎬ两个元宇宙参与者之间以其网络上

“数字人”的名义ꎬ借助智能合约对某种游戏装

备或数字藏品的交易活动ꎬ不应认为是不同于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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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自然人的两个“数字人”之间在“另一个”世界

的民事行为ꎬ而只能是两个真实自然人借助网络

平台与数字技术的“电子商务”活动ꎮ 更不用说

当事人在“网络空间”中因游戏任务、教育培训、
会议交流发生的社交往来ꎬ只不过是当事人通过

网络媒介实现的现实自由的表现形式ꎬ而绝非什

么独立的“数字人”人格独立于主体自由的表

现ꎮ
法律上的“自然人”主体地位并不是法律对

生物学意义上自然人的全部主观活动展现的“主
体性”的原样重述与消极承认ꎬ而是带有明确政

策目的的理性筛选与重述ꎮ 即只有对普遍确立

自然人法律上主体地位所必须的人身自由、人格

尊严及其具体化形式ꎬ且能够通过法律保护而实

现的部分ꎬ才能纳入自然人主体性(人格)的法

制意涵ꎮ 法律上的自然人“人格”必须对帮助自

然人自主引发一定法律关系的发生、变更、终止ꎬ
并自主受领相应后果ꎬ即参与民事法律关系具有

现实意义与法律意义ꎮ 那么ꎬ那些虽然“炫酷”
却对自然人参与民事法律关系无意义的“主体性

描述”就成为干扰项ꎬ应从自然人“人格”的法律

建构中剔除ꎮ 首先需要剔除的ꎬ正是人类天马行

空的想象力创造的“超现实主体性”幻境ꎮ 无论

在用户视角下游戏世界所创造的沉浸体验多么

“真实”ꎬ“元宇宙”办公会议“空间”多么自由方

便ꎬ或是传媒学视角下“工具服务型数字虚拟

人”“虚拟仿真型数字虚拟人”“情感陪护型数字

虚拟人” “场景氛围型数字虚拟人” 的角色分

工ꎬ〔３９〕此类“拟人”描述都因无法在现实主体行

为以外独立引发民事法律关系发生、变更及终

止ꎬ当然更不可能带来具有法律意义的“虚拟世

界”中的独立法律后果ꎬ而不可能成为自然人法

律人格的意涵构成ꎮ
法律人格不仅是法律对自然人人身自由与

人格尊严的资格概括ꎬ也是法律主体为其自由行

为承担全部后果(法律责任)的能力概括与正当

性依据ꎮ 法律人格的构成要素本应支持而非背

离主体人格定位与责任追溯ꎮ “数字人”虽不具

有自然人法律人格的实证法建构意义ꎬ但此起彼

伏的“数字人”法律人格建构意图也揭示了实证

法对现代数字条件下自然人的网络化行为模式

的一种调整聚焦———应对自然人“数字身份”对
其法律人格的真实性识别性追溯性的“背离”与
“伪装”而可能造成的风险ꎮ 按照元宇宙业界的

宣传ꎬ数字人不仅是自然人人格在元宇宙中的数

字镜像ꎬ更具有“身份再造”功能ꎬ“在 Ｆａｃｅｂｏｏｋ
这样的社交网站中ꎬ我们貌似以真实身份出现ꎬ
而实际上却常常在简介中把自己美化成为另外

的人———我们想成为的那个人”ꎮ〔４０〕 古往今来ꎬ
要实现身份再造ꎬ在改名易容等身份更新手段之

外ꎬ还需掩盖隔离其过往身份即隐姓埋名ꎬ这也正

是今日“数字人”身份再造的基本方法ꎮ
对于那些纯粹沉浸“虚拟世界”的数字身份

再造法律无需调整ꎬ正如法律不会也无法干预人

类梦境的内容与纯粹思想自由的尺度ꎮ 但只要

当数字身份再造的影响外溢牵涉到与他人之间

民事法律关系发生、变更与消灭等法律后果时ꎬ
法律就应果断介入ꎮ 例如游戏玩家只是沉浸于

游戏场景带来的主观体验ꎬ并不引起法律调整ꎮ
但如果在游戏中参与对游戏装备的人机系统创

作ꎬ则可能存在对所产生的数字化衍生品的著作

权确权享有ꎬ以及对有关权利与游戏平台运营者

的分配分享问题ꎬ从而应受到著作权法的调整ꎮ
若权利人将有关数字衍生品向特定或不特定对

象进行网络销售或拍卖ꎬ还涉及网络虚拟财产交

易法律(如合同法、电子商务法等)的调整ꎮ 如

将他人作品或非作品性客体 ＮＦＴ 转化ꎬ还涉及

对他人著作权、肖像权、名誉权、隐私权的保护问

题ꎮ 再如用户基于虚拟社交平台进行交流ꎬ企业

员工基于“虚拟会议室”平台开展工作沟通只是

生活与工作自由中的事实行为ꎬ本身并无法律后

果ꎬ但如果在虚拟平台上散布诋毁他人人格信息

或公开企业秘密ꎬ则可能违反隐私及商业秘密保

护之法律ꎬ继而进入法律调整范围ꎬ等等ꎮ 在法

律调整面前ꎬ当事人的数字身份不再拥有帮助当

事人“改名换姓”“隐姓埋名”的真实身份隐藏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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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造机能ꎬ而是必须协助完成对当事人真实身份

的识别定位与法律后果的归附ꎮ
故“数字身份”只是普通法律主体借助网络

数字环境的人格表现形式ꎮ 与其他社会关系中

的身份视角相比ꎬ数字身份并无法律上的特殊性

与可优待性ꎮ 数字身份既要满足主体对自身“人
设”的设定自由ꎬ又必须使围绕新人设的所有涉

法行为具有足够的主体辨别性、后果及责任可追

溯性ꎬ即通过数字身份要实现的自由只能是“负
责任的自由”ꎮ 这也提示了元宇宙中当事人合法

的数字身份再造的技术双向性:既有能在无涉法

律后果的纯粹私人与主观自由范围内任由当事

人实现“分身” “隐匿”的技术表层ꎬ但在设计法

律后果时又有能顺利实现法律后果(尤其是责

任)追溯的真实身份回溯的技术底层ꎮ 所有的带

有数字身份再造功能的网络技术平台ꎬ都必须在

程序运行后台带有对用户参与的实名认证机制ꎬ
对所有的数字身份再造都应当在可追溯辨别行

为人真实身份所必要的范围内的真实个人信息

进行后台锁定ꎮ 平台运营者所获得的身份再造

者的基础个人身份信息ꎬ仅以可能引起的法律后

果追溯归附主体为必要范围ꎮ 故随着算法技术

进步ꎬ可在可能引起法律后果之时再向身份再造

者索取ꎬ并以之作为数字身份再造利用得以继续

的阶段性条件ꎮ 平台所获取的信息仅为行为人

身份追溯而备用ꎬ并依法向执法部门或有权获知

的当事人出示ꎬ而不得做任何无关性利用ꎮ 平台

获取、保存与出示上述信息处于国家网信监管部

门的严格监督之下ꎬ并为此承担最大信用义务及

违反义务的惩戒后果ꎮ 由此ꎬ平台依法获取数字

身份再造者的部分真实身份信息ꎬ并不构成对其

隐私权及个人信息的侵权ꎮ 在数字技术平台上

留存真实身份底根ꎬ正是当事人通过数字技术在

“虚拟世界”中实现匿名自由或人设再造的安全

性与正当性来源ꎮ
(二)“去中心化组织”(平台)的法律定位

作为技术与产业现象的“元宇宙”并不是由

位于“另一个世界”中的“数字人”们创造的精神

世界ꎬ而是由诸如 Ｍｅｔａ、Ｄｅｃｅｎｔｒａｌａｎｄ、Ｓａｎｄｂｏｘ 等

现实世界中的平台产业组织体ꎬ通过网络技术开

发与营销推广而建立的商业架构ꎮ 有关组织体

根据公司法等现实企业组织法取得其法律上主

体地位与相应商行为能力、企业治理结构ꎬ是其

能顺利开展相关业务的前提与基础ꎮ 由于元宇

宙平台核心业务涉及普遍的个人信息采集与相

关信息网络交互传输ꎬ相关从业组织还须遵守相

关专门行业监管性法律法规ꎮ 例如在我国相关

组织的设立与运营必须遵循«中华人民共和国电

信条例»«电信业务经营许可管理办法»的相关

要求ꎬ依法申请办理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ꎮ 根据

«移动互联网应用程序信息服务管理规定»ꎬ通
过移动互联网应用程序提供信息服务的元宇宙

平台ꎬ应当依法取得相关资质ꎮ 根据«区块链信

息服务管理规定»第 １１ 条规定ꎬ区块链信息服务

提供者应当在提供服务之日起 １０ 个工作日内ꎬ
通过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区块链信息服务备

案管理系统填报服务提供者的名称、服务类别、
服务形式、应用领域、服务器地址等信息ꎬ履行备

案手续等ꎮ 元宇宙从业主体本应置于国家产业

法治的平等对待之下ꎬ有疑问的是ꎬ如何看待当

前所谓基于区块链去中心化技术的“元宇宙中的

组织”获得不同于现实世界组织体的特殊待遇的

理论与政策游说ꎮ
不乏论者提出“元宇宙中的组织至少包括两

种类型:一种作为现实世界组织的延伸而存在ꎬ
另一种完全存在于元宇宙中”ꎮ〔４１〕 所谓“完全存

在于元宇宙”的组织体类型判断ꎬ是基于在管理

学上区块链技术创造出的去中心化组织架构与

传统社会的科层制中心化组织架构的“本质区

别”判断而得来:“基于区块链智能合约的去中

心化自治组织”(Ｄｅｃｅｎｔｒａｌｉｚｅｄ Ａｕｔｏｎｏｍｏｕｓ Ｏｒｇａｎ￣
ｉｚａｔｉｏｎꎬ以下简称“ＤＡＯ”)并非法学上的主体或

法人治理概念ꎮ 作为其代表的 Ａｒａｇｏｎ ＤＡＯ、
ＤＡＯ ｓｔａｃｋ、Ｃｏｌｏｎｙ 等均是围绕以太坊、比特币等

“虚拟币”开发、交易的典型去中心化组织ꎮ 人

工智能技术对区块链技术的加持ꎬ更成为相关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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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化组织进一步独立发展的动力与方向ꎮ 在

外部法律地位上ꎬ去中心化组织可以作为新的合

伙组织、公司法人的事实基础ꎬ在立法例上可见

２０１８ 年马耳他«创新技术安排与服务法»ꎬ将去

中心化组织认定为“创新技术安排”并赋予法人

资格ꎬ另美国佛蒙特州亦为区块链开发公司颁发

了法人执照等事例ꎮ〔４２〕 在内部治理上ꎬ这些组织

以基于区块链技术(主要是公链)的分布记账与

智能合约方式ꎬ将发端自中央管理者的科层制管

理结构变为扁平与自治运转ꎬ使每一个参与者都

能不被歪曲与强制地、平等地表达意志ꎬ此即所

谓“去中心”ꎮ〔４３〕 这由此促成了去中心化组织调

整规范供给与运行的强自助取向ꎬ以及元宇宙治

理在法治体系中的特殊地位之说———“代码即法

律”ꎮ〔４４〕在其看来ꎬ所谓法律是维持社会秩序和

可预期人际关系的依赖国家主导的各种中介机

构来运行的信任机制ꎬ作为“信任机器”的区块

链技术因此具有制度技术或者法律技术的属

性ꎮ〔４５〕 围绕区块链的去中心化自治规则形成体

系与区块链智能合约的自动执行机制ꎬ可以建构

治理元宇宙的“法律 ＋ 技术”二元规则体系ꎮ〔４６〕

在没有集中控制或第三方干预的情况下自主运

行ꎬ由代码构成的智能代码合约形成“自规则”ꎬ
实现社区自由自治ꎮ〔４７〕 “法律和技术的共治ꎬ就
是既要实现‘代码即法律’以确保技术的规范性

和正当性ꎬ也要尽可能实现‘法律即代码’以确

保规范的技术性和有效性ꎮ” 〔４８〕

上述以区块链去中心化组织的“代码自治”
替代中心化国家治理中的法律他治的误导性在

于:首先ꎬ它混淆了法律的规范调整与代码的技

术调控的性质ꎮ 法律作为以国家强制力为后盾

的规范共识的成立取决于其自足法律渊源的证

立ꎬ然而区块链智能合约(代码)的规制能力并

不来源于合约本身ꎬ而是来源于赋予合约“自动

化运行”约束力的关于组织体自治协议与合同规

制的法律规范授权ꎬ这不过是“私约如律令”之

法谚在区块链架构中的表现形式ꎮ 关于智能合

约自动运行的规律性还可以总结为“习惯”ꎬ以

补充性法源的方式产生间接法效ꎬ但这仍不过是

现代法源体系的应有之义ꎮ 故区块链智能合约

(代码)既是法律调整对象也是实现法律调整的

辅助技术手段ꎬ而本身并非法律ꎮ 其次ꎬ它高估

了区块链去中心化组织架构的自治效能ꎮ 投票

机制所寓意的“直接民主”和“全员参与”不排除

极低的投票率与非专业性ꎬ自助式、无国界的“全
球治理结构”带来原公民性的丧失ꎬ引起组织中

的公共事务治理的“快消化、游戏化与非权威

化”ꎮ〔４９〕故而当组织体围绕一个相对复杂稳定事

业ꎬ要形成有效率的共同意志并取得同行业竞争

的长远优势时ꎬ没有任何组织体可以真正实现长

久与广泛的无中心治理ꎮ Ａｒａｇｏｎ ＤＡＯ、 ＤＡＯ
ｓｔａｃｋ、Ｃｏｌｏｎｙ 之类去中心化组织在重大提案与交

易的关键意思上仍旧体现了以份额、资历、专业

关注能力等为刻度的资本与专业多数决ꎬ“中

心”回归ꎮ〔５０〕最后ꎬ其掩盖了区块链环境对相关

组织代币业务金融化提供的反追溯、反规制技术

支持ꎮ 放弃遁形与匿名ꎬ实现内部人行动轨迹留

痕与信息公开ꎬ正是现代组织体通过政策考量ꎬ
从组织事实上升为合法拟制主体的必要代价ꎮ
而这也恰恰是相关业界及技术人士抵触的———
创造匿名、遁形与难以追溯(追责)的信息、要素

传输条件与组织运行环境ꎬ正是其自诩的技术初

衷与特色以及对相关投资者的吸引力所在ꎬ且特

别是当代数字代币及 ＮＦＴ 组织者与参与者所推

崇的“治理环境”ꎮ ＤＡＯ 并不能创造出平行宇宙

中数字人组织体的遗世存在ꎬ而是折射出区块链

去中心化组织形式借元宇宙之说辞谋求从现实

世界法治中豁免的脱法企图试想ꎮ “去中心化元

宇宙应用的本质是一种区块链数字货币的发行、
交易网络ꎬ这种高度匿名化、去中心化的网络ꎬ会
成为非法组织从事非法活动的温床ꎬ也会成为资

本投机活动的载体ꎬ并通过自身的技术属性为相

关执法活动设置难以克服的障碍ꎮ” 〔５１〕 试想ꎬ连
成员构成与追责路径都难以查明的组织体ꎬ却要

通过法人化获得合法身份ꎬ令成员获得“有限责

任”庇护ꎬ取得法律与社会认可ꎬ实在匪夷所思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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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ꎬ在法律调整视野中ꎬ既不存在“元宇宙

中的组织”ꎬ也不存在可超脱所谓传统法人(或
非法人组织)相关法律规制的“不传统”的区块

链去中心化组织ꎮ 所谓“基于区块链智能合约的

去中心化组织”与其他所有社会组织一样ꎬ都是

现实世界中的“传统组织”ꎮ 现有关于法人或非

法人组织的制度规范适用于区块链与人工智能

新技术场景的联系点在于ꎬ“作为一种现代数字

信息技术的产业转化形式对现有法人理论与制

度在法人设立监管、法人治理结构完善及利害关

系人保护等具体环节的制度发展考虑”ꎮ〔５２〕

四、结　 语

“元宇宙”远未实现“概念化”ꎮ 科幻小说中

的元宇宙“幻想”不足为凭ꎮ 使用元宇宙说辞最

甚的部分科技与产业界ꎬ正面临关于“元宇宙”
不过是“互联网泡沫”的新瓶旧酒、是营销与广

告中的虚词炒作的责难ꎮ〔５３〕 “元宇宙”很难通过

“奥康的剃刀”(如无必要、勿增实体)的检验ꎬ即
使不使用“元宇宙”一词ꎬ相关技术运用、产业迭

代及社会治理模式更新ꎬ也完全可以在当代互联

网的区块链去中心化架构中ꎬ围绕“虚拟现实”
的游戏、规培、社交及办公软件与算法开发运用ꎬ
同质化或非同质化通证(ＮＦＴ)的发行与交易ꎬ去
中心化组织治理建构等具体环节、场景获得讨论

与推动ꎮ 由于不具有严格与明晰的概念内涵与

外延ꎬ“元宇宙”充其量构成一种“语境”ꎮ 正因

“语境”的非精准与任意性ꎬ方便了论者借助“元
宇宙”之名对上述互联网科技与产业发展环节隐

秘代入利己“私货”ꎬ却又假托莫须有的元宇宙

“概念”使之正当化或隐蔽化ꎮ
在关键环节与重要领域中防范各类虚实掩

映、名实相悖所可能造成的社会风险ꎬ正是人类

法治的重要职责与功能ꎮ 由此ꎬ在立法论与法律

解释论中均不应承认“元宇宙”的概念属性ꎬ以
防止被其理路裹挟而丧失独立于专业的法治立

场ꎬ而应将其作为一种业界主观推动的互联网科

技与经济的新现象新业态ꎬ以及容易造成相关行

业产业挂测评价虚实掩映、名实相悖问题的“语
境”对待ꎮ “元宇宙”语境下的法律调整态度ꎬ自
然是对产业行业发展的虚实掩映、名实相悖进行

“去伪存真”ꎮ 通过法律关系架构筛选、归集所

谓元宇宙科技与产业现象中的真实与有法律调

整必要的主、客体及权利义务要素ꎮ 在此ꎬ不仅

要廓清“想象”世界对法律调整对象范围的臆想

性扩大的干扰ꎬ揭示假托所谓“平行宇宙”而限

缩甚至贬低现实法律体系调整有效性及其应有

范围的脱法企图ꎬ更要集中针对元宇宙资本及从

业者实现其经济利益最大化的主要抓手———客

体(虚拟财产)的公开或隐蔽金融化、主体治理

结构的反追溯反监管化———形成清晰明了的法

治贯彻评价与调整应对方法ꎬ延续互联网法治鼓

励科技发展但更防止科技为恶的一贯立场ꎮ

注释:
〔１〕２０２１ 年被众多媒体称为“元宇宙元年”ꎮ 在这一年ꎬ扎

克伯格将脸书(Ｆａｃｅｂｏｏｋ)改名为“Ｍｅｔａ”ꎬ标志着“元宇宙”向人

类世界经济领域的深入渗透ꎬ并成为一些国家政府和企业投资

布局的重点领域ꎮ
〔２〕鲁照旺:«元宇宙的秩序和规则»ꎬ«学术界»２０２２ 年第 ２

期ꎮ
〔３〕元宇宙是信息技术驱动下的新的虚拟世界ꎬ其区别于传

统世界的社会结构特点构成了法律治理的逻辑起点ꎮ 李晓楠:
«网络社会结构变迁视域下元宇宙的法律治理»ꎬ«法治研究»
２０２２ 年第 ２ 期ꎮ

〔４〕〔德〕迪特尔梅迪库斯:«德国民法总论»ꎬ邵建东译ꎬ
北京:法律出版社ꎬ２００１ 年ꎬ第 ５２、５３ 页ꎮ

〔５〕根据维基百科的解释ꎬ元宇宙 Ｍｅｔａｖｅｒｓｅ 被定义为“一个

集体虚拟共享空间ꎬ由虚拟增强的物理现实和物理持久的虚拟

空间融合而创造ꎬ包括所有虚拟世界、增强现实和互联网的总

和”ꎬ等等ꎮ
〔６〕Ｈａｉｈａｎ ＤｕａｎꎬＺｈｏｎｇｈａｏ ＬｉｎꎬＪｉａｙｅ ＬｉꎬＸｉａｏ ＸｕꎬＳｉｚｈｅｎｇ Ｆａｎ

＆ Ｗｅｉ Ｃａｉꎬ“Ｍｅｔａｖｅｒｓｅ ｆｏｒ Ｓｏｃｉａｌ Ｇｏｏｄ:Ａ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Ｃａｍｐｕｓ Ｐｒｏ －
ｔｏｔｙｐｅ”ꎬ Ｐｒｏｃｅｅｄｉｎｇｓ ｏｆ ｔｈｅ ２９ｔｈ ＡＣＭ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 ｏｎ
Ｍｕｌｔｉｍｅｄｉａꎬ２０２１ꎬｐ. １５５ꎬＦｉｇｕｒｅ １.

〔７〕〔４６〕程金华:«元宇宙治理的法治原则»ꎬ«东方法学»
２０２２ 年第 ２ 期ꎮ

〔８〕陈吉栋:«超越元宇宙的法律想象:数字身份、ＮＦＴ 与多

元规制»ꎬ«法治研究»２０２２ 年第 ３ 期ꎮ
〔９〕〔４０〕门泽宽:«未来媒介图景“元宇宙”:从人的再延伸

到价值反哺»ꎬ«青年记者»２０２２ 年第 １４ 期ꎮ

—０６—

　 ２０２２. １２学术前沿



〔１０〕南帆:«虚拟、文学虚构与元宇宙»ꎬ«中国当代文学研

究»２０２２ 年第 ５ 期ꎮ
〔１１〕〔２８〕〔３６〕袁增:«元宇宙空间铸币权论»ꎬ«东方法学»

２０２２ 年第 ２ 期ꎮ
〔１２〕〔１３〕〔３１〕季卫东:«元宇宙的互动关系与法律»ꎬ«东

方法学»２０２２ 年第 ４ 期ꎮ
〔１４〕客体性质决定了依附其上的权利性质、类型体系与权

能效力ꎮ 尤其是以支配权为核心权能的权利多以支配客体为权

利概念的基本语素ꎬ物权与人格权即如此ꎮ 谭启平主编:«中国

民法学»第四版ꎬ北京:法律出版社ꎬ２０２２ 年ꎬ第 ５４、５５ 页ꎮ
〔１５〕在游戏产业界ꎬ以 Ｓｅｃｏｎｄ Ｌｉｆｅ 和 Ｒｏｂｌｏｘ 为代表的新一

代网络虚拟游戏也比照元宇宙的概念ꎬ为游戏玩家提供了进行

游戏和创作的数字空间平台ꎬ创设了与上几代电子游戏完全不

一样的沉浸式体验ꎮ
〔１６〕〔３８〕杨延超:«网络时代论元宇宙中的民事权利»ꎬ«东

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２０２２ 年第 ４ 期ꎮ
〔１７〕〔１９〕〔２０〕〔２３〕〔２６〕〔５１〕王德夫:«论“去中心化元宇

宙”的风险识别与法律治理————以“元宇宙使馆” 事件为观

察»ꎬ«荆楚法学»２０２２ 年第 ３ 期ꎮ
〔１８〕〔３０〕杜蔚、丁舟洋:«奢侈品拥抱元宇宙 推 ＮＦＴ 是噱

头还是创新?»ꎬ«每日经济新闻»２０２２ 年 ９ 月 １９ 日ꎮ
〔２１〕〔２９〕郑世林、陈志辉、王祥树:«从互联网到元宇宙:产

业发展机遇、挑战与政策建议»ꎬ«产业经济评论»ꎬｈｔｔｐｓ: / / ｄｏｉ.
ｏｒｇ / １０. １９３１３ / ｊ. ｃｎｋｉ. ｃｎ１０ － １２２３ / ｆ. ２０２２０８２９. ００１ꎮ

〔２２〕袁增:«“元宇宙”空间货币治理的中国方案»ꎬ«上海大

学学报(社会科学版)»２０２２ 年第 ２ 期ꎮ
〔２４〕在各类代币炒作平台上交易的代币种类极为庞大ꎬ除

了位于头部的比特币、以太坊、稳定币等ꎬ各类昙花一现的垃圾

币更是层出不穷ꎮ 赵磊:«数字货币的类型化及其法律意义»ꎬ
«学海»２０２２ 年第 ５ 期ꎮ

〔２５〕把数字人民币与所谓代币进行比较完全不合适ꎬ二者

没有可比性ꎮ 数字人民币的语素核心不是“数字”ꎬ而是“人民

币”ꎬ它只是人民币的数字化形式而已ꎬ其主权货币基础与前提ꎬ
才是其概念正当性的来源ꎮ 而代币所欠缺的正是其正当性前

提———国家金融主权ꎮ 此种云泥之别根本不可能因数字人民币

与数字代币所采用“数字技术”的相似性而磨灭ꎮ
〔２７〕〔５０〕〔５２〕张力:«区块链与人工智能组织体法人化理

路探正»ꎬ«东方法学»２０２２ 年第 ５ 期ꎮ
〔３２〕资产的价值不在于“稀缺性”而在于有用性ꎬ当然有用

性也未必能促使标的财产化ꎮ 故 ＮＦＴ 只能通过其合法的有用性

证明其“资产”属性ꎮ 但其表面上的用途———数字艺术品ꎬ显然

只是个幌子ꎬ是为了掩盖其后比特币的“数字代币”金融功能ꎬ而

这在我国显然是违法的ꎮ 但如果取消了金融功能ꎬ谁又会在意

这种毫无艺术表现力的“艺术品”呢?
〔３３〕参见“汉全科技”交易平台ꎬｈｔｔｐｓ: / / ｉｓｉｔｅ. ｂａｉｄｕ. ｃｏｍ /

ｓｉｔｅ / ｗｊｚ３ｃｄ７ｙ / ０ｅ５ｅ４９９７ － ｄ３ｂｃ － ４ｄ４３ － ｂｆ９６ － ｃｅｅ９０ｂｂａｂｆ９５? ｆｉｄ
＝ ｎＨ０４ｒＨｍｚＰＨ０３ＰＷｃｓｒＨＤｋＰＨ０ｖｎ１ＰｘｎＷｃｄｇ１Ｄ＆ｃｈ ＝ ４＆ｂｄꎮ

〔３４〕丁道勤:«元宇宙的法律规制»ꎬ«财经法学»２０２２ 年第

５ 期ꎮ
〔３５〕以游戏、所谓虚拟人生为诱饵ꎬ诱导人们特别是青年人

对游戏与虚拟世界产生依赖ꎬ再形成对 ＮＦＴ 支付方式的依赖ꎬ进
而扩大 ＮＦＴ 的受众面ꎬ压迫国家金融主权接受代币广泛流通的

事实ꎬ从而迫使其让渡铸币权ꎮ 蚕食国家铸币权的区块链去中

心“铸币”权ꎬ才是资本热炒热捧元宇宙的动机ꎬ数字藏品只不过

是代币货币化努力渗透的新尝试ꎮ
〔３７〕〔４７〕李慧敏:«自由与秩序:元宇宙准入的价值选择与

身份认证的元规则»ꎬ«法治研究»２０２２ 年第 ２ 期ꎮ
〔３９〕杨名宜、喻国明:«赋能与“赋魂”:数字虚拟人的个性

化建构»ꎬ«编辑之友»２０２２ 年第 ９ 期ꎮ
〔４１〕黄小明:«元宇宙须厘清的法律要素»ꎬ«检察风云»

２０２２ 年第 １１ 期ꎮ
〔４２〕参见郭少飞:«再论区块链去中心化自治组织的法律

性质———兼论作为法人的制度设计»ꎬ«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

会科学版)»２０２１ 年第 ５ 期ꎻ郭少飞:«“去中心化自治组织”的法

律性质探析»ꎬ«社会科学»２０２０ 年第 ３ 期等ꎮ
〔４３〕陈加友:«基于区块链技术的去中心化自治组织:核心

属性、理论解析与应用前景»ꎬ«改革»２０２１ 年第 ３ 期ꎮ
〔４４〕 Ｌａｗｒｅｎｃｅ Ｌｅｓｓｉｇꎬ Ｃｏｄｅꎬ ａｎｄ Ｏｔｈｅｒ Ｌａｗｓ ｏｆ Ｃｙｂｅｒｓｐａｃｅꎬ

Ｎｅｗ Ｙｏｒｋ:Ｂａｓｉｃ Ｂｏｏｋｓꎬ１９９９.
〔４５〕郑戈:«区块链与未来法治»ꎬ«东方法学»２０１８ 年第 ３

期ꎮ
〔４８〕程金华:«元宇宙治理的法治原则»ꎬ«东方法学»２０２２

年第 ２ 期ꎮ
〔４９〕于京东:«元宇宙:变化世界中的政治秩序重构与挑

战»ꎬ«探索与争鸣»２０２１ 年第 １２ 期ꎮ
〔５３〕马斯克认为:“元宇宙ꎬ现在更像是一个营销流行语ꎬ

而不是现实”ꎮ 我国也不乏学者指出“元宇宙是个伪概念”ꎬ“脸

书再次领衔投资的表象背后”ꎬ“是操弄金融市场和投资导向的

又一次概念炒作”ꎮ “对于‘元宇宙’概念的提出ꎬ中国市场明显

反应过激”ꎬ等等ꎮ 唐林垚:«“元宇宙”的规制理论构建及中国

方案»ꎬ«上海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２０２２ 年第 ５ 期ꎮ

〔责任编辑:邹秋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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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宇宙”语境中的数字财产关系探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