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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言
亲爱的朋友们，

我们为您奉上
金融管理大学孔子
学 院 的 秋 季 院 刊。 
在 本 学 年，大 学 终
于能够至少为一些
学生提供现场教学，

而其他未被允许前往布拉格的
学生仍在网上继续学习。

在这个艰难的时刻，我们孔
子学院并没有闲着。 在过去的
几周和几个月里，我们组织了许
多成功的活动，例如儿童夏令营
及其旅行、书法工作坊、中医和
其他有吸引力的主题，还包括中
文课。 从学年开始，我们先后举
办汉语角、“如何学习汉语”的讲
座，开放书法工作坊，举办口译
者研讨会。 我们的“金融市场之
窗”有多达 200 名来自银行、保
险公司、金融经纪人和学生等感
兴趣的参与者在线参加，非常受
欢迎。 最激烈的讨论包括我国和
世界各地的经济形势，或者公司
债券和流行的虚拟货币比特币
所涉及的风险。

就像冠状病毒肺炎发展统
计一样，比特币汇率的波动是不

可预测的。您可以关注以下作者
的三篇文章，他们都从不同的角
度关注比特币现象。
VŠFS 的助理教授、本刊主编 Petr 
Mach 从货币理论的角度介绍了

比特币，表明比特币是一种既不
基于强制流通，也不基于内在价
值的私人货币。 得益于其渐进式
增长算法，有朝一日比特币适合
成为一种稳定的支付方式。 然而，
如果人们对它的未来失去信心，
它的价值也很容易消失。
Dominik Stroukal 曾是 VŠFS 
的讲师，现在是 Platební insti-
tuce Roger 的首席经济学家，他
描述了比特币提供的三个经济现
象。 首先，去中心化系统的稳健
性与中心化系统相反。 其次，就
像国家货币一样，货币不一定需
要基于部分准备金和商业银行信
用创造。 第三，关于比特币的术
语“投资”和“投机”的混合。

VŠFS 的助理教授兼信息和数学
系主任 Jan Lánský 描述了中国
对比特币的作用。 中国是第一个
向世界介绍比特币挖矿硬件设
备的国家。 与此同时，中国在该
领域处于领先地位，由于各地区
对电价的补贴及其他因素，中国
的电力相对便宜。他还解释了中
国政府目前采取限制比特币措
施的原因。

亲爱的读者，我们相信您和
我们的学生一样，都是睿智的个
体，能够独立决策、批判性思维
和发现论据中的谬误，无论是与
新冠病毒和政府反病毒措施有
关，还是在各种投资方面。无论
您是比特币爱好者还是反对者，
无论您喜欢采用哪种方式来处
理新冠病毒或任何其他社会或
经济话题，布拉格金融管理大学
都代表着一个独立的学术环境，
对所有意见和争论都持开放态
度。

祝学习愉快！

Bohuslava Šenkýřová 
是布拉格金融管理大学校长，及
布拉格金融管理大学孔子学院
理事会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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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特币作为“虚
拟 货 币 ”不 再 只 是
互 联 网 技 术 爱 好 者
社区感兴趣的现象。 
由于其市值的增长，
它已成为大众的热
门投资机会。 比特

币真的是经济意义上的货币吗？ 
当前比特币价值的上涨是破灭
的泡沫，还是从长远来看比特币
可以保护投资者免受通货膨胀
的影响？ 比特币是否不仅会成
为一种投资资产，还会成为一种
以牺牲国家货币为代价的普遍
接受的交换媒介？ 在本文中，我
们正在寻找这些问题的答案。

作为准货币的比特币
根据标准经济理论，货币是

一种商品，可以用作交换媒介、财
富储存和价值衡量标准。 比特币
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这些要求。

许多电子商店接受比特币，
因此比特币是一种交换媒介。 毕
竟，它是由其创建者设计的，因
此比特币可以从一个用户转移
到另一个用户。 但比特币远非
通用的交换媒介，在世界上每个
国家，绝大多数人更愿意使用本
国货币进行支付。

比特币当然是一种价值储
存手段。 人们可以用比特币以
及本国货币、黄金或房地产来保
存和积累他或她的财富。 由于比
特币是由其创造者设计的，因此
其数量始终是有限的，因此存储
在比特币中的财富价值不会系
统性地减少。 与许多国家货币不

同，比特币不会系统性地通货膨
胀。 由于采用了具体算法，没有
政府有权“印刷”比特币，从而通
过通货膨胀为其支出提供资金。 
由于其受欢迎程度的增长以及
对它的需求，到目前为止，以本
国货币表示的比特币的市场价
格已经上涨（见图1），并且对比
特币的投资已经为许多人带来

了利润。
对于大多数人来说，比特币

不是价值的衡量标准。 人们在
表达事物的价值时，更多地以克
朗、美元或人民币而不是比特币
来思考。 当人们考虑他们的投资
价值时，他们往往会理解以本国
货币计价的比特币投资价值，而
不是以比特币计价的本国货币
投资价值。 每个人都以本国货
币而不是比特币来考虑他的储
蓄、房屋或午餐的价值。 虽然比
特币，正如我们所展示的，并不
能完美地满足货币定义的要求，
但它确实在很大程度上满足了
这些要求。 毕竟，许多作为货币
的国家货币无疑也完全不符合
货币定义的要求。 因此，比特币

可以被认为是货币。

没有国家印章的货币
在考虑比特币是否符合货

币的定义时，它是私人（非政府）
货币这一事实是没有问题的。 过
去有很多私人资金存在并在人
与人之间流通的例子。
让我们以捷克托拉尔为例，这是
一种由 Šlik 家族在 1520-1528 
年铸造的银币。 硬币保持其价值，
因为与过去通过在硬币中添加
较不贵的金属来贬低硬币的许
多君主不同，Šliks 在硬币中保
持稳定的银含量。 这使得 Joa-
chimsthaler groschen（tolars）
如此受欢迎，以至于它们成为货
币稳定的象征，世界上许多后来
的货币，包括美元，都由此得名。

然而，与银币不同，比特币
没有“内在价值”。 虽然托拉尔
中的白银具有工业价值，甚至可
以使用熔化的硬币，但比特币与
纸币和本国货币硬币一样，没有
内在价值。 当您熔化捷克克朗时，
您会得到一种金属，其价值仅占
硬币面值的一小部分。 过去，当

比特币——没有内
在价值的私人货币

彼得.马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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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以捷克克朗为单位的比特币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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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子和国王通过添加较少的贵
金属来贬低硬币时，他们不得不
通过法律惩罚不接受他们的硬
币。 同样，当政府后来垄断了没
有黄金支持的纸币的发行时，他
们的货币必须建立在强制流通
的基础上。 因此，没有内在价值
的货币通常被称为法定货币。

比特币没有内在价值，但同
时，与国家法定货币不同，它不
依赖强制流通。 人们完全自愿
地购买和接受它们。 但即便如
此，比特币也不是一个新现象。

历史为我们提供了一些没
有内在价值的货币但在没有强
制流通法律的情况下却被普遍
接受的案例。 美国经济学家米
尔顿·弗里德曼 (Milton Fried-
man) 在其著作《金钱恶作剧》
(Money Mischief ) 中关于货
币历史的一章中，描述了一百年
前在密克罗尼西亚雅浦岛上使
用的石钱。 像比特币一样，必须

使用电动处理器“开采”，雅浦岛
上使用的石钱必须以成本进行
处理和运输，而且由于其稀有性，
即使没有强制流通，它也可能保
持价值。

由于其算法，比特币在数量

上受到了很好的限制，因此有可
能满足货币的所有基本功能。 如
图 2 所示，比特币的数量现在约
为 1900 万，而且这个数字现在
增长非常缓慢。

因此，比特币的价格取决于
市场供求的发展。 如果需求增加，
比特币的价格就会上涨。

 结论
从经济理论的角度来看，比

特币代表的是没有内在价值的
私人（非政府）货币。 像历史上
的其他一些货币一样，比特币是

一种虚构——一种基于信仰的资
产：它的价值源于人们相信它具
有价值这一事实。

由于其算法，比特币是一种
数量有限的商品，因此从长远来
看有可能满足货币的所有基本
功能。 如果有人不打破这个算
法并且不学习伪造比特币，比特
币将不会出现通货膨胀，并且可
以保持其受欢迎程度。 但是因
为比特币是虚构的，没有内在价
值，如果人们对它的未来失去信
心并突然开始出售它，它的价格
很容易蒸发。

Petr Mach  
在布拉格金融管理大学讲授经济
学，是院刊的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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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 
与银币不同， 
比特币

没有内在价值“

图 2：流通中的比特币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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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可能喜欢，也
可能不喜欢。你可能
有，也可能没有。无
论你与比特币的关
系如何，都不能否认
一件事。 它上了一堂
有趣的经济学课。

几十年来，经济学专业教师
一直在解释他们教科书中的各种
术语和整个章节，有些解释了数
百年，有时似乎是徒劳的。如果
实践辅以合理的理论解释，与现
实的严酷遭遇通常是理解理论
的最佳方式。而这正是比特币正
在做的事情。它仍然适用，即使
你可能喜欢也可能不喜欢。但是，
它很难被忽视，并提出了以前鲜
为人知的问题。现在必须解决这
些问题，无论是在学术界还是在
实体经济中。

让我们一起来看看比特币
提供的一些精选课程。可能有很
多，但也许最明显的是以下三个
课程。

第一课：货币的起源和商业
周期

也许每个人就比特币提出
的第一个问题是它的起源问题。 

一个不知名的作者怎么可能凭
空创造金钱？ 无中生有的东西
能有价值吗？ 可以说，最有价值
的一课就在眼前。只需出于好奇
打开一本经济学教科书或上网
查看，很快好奇的读者就会陷入
关于理想货币应该是什么样子
的辩论旋风中。

这是一场已有数百年历史
的争论，尚未得出结论。是否应
该存在几乎不变的货币供应量，

就像完全金本位制那样？ 还是
让它更灵活，甚至像今天一样灵
活？ 如果钱不是有限的，那么钱
从哪里来，就像比特币一样？

接触比特币就足够了，感兴
趣的读者很快就会知道，每当我
们贷款时，通常都会在商业银行

中创造资金。 金钱和债务是多么
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这提出了这
是否是一件好事的问题。答案当
然取决于每个人，今天的主流经
济学认为这就是货币应该如何
运作。它不会变得更好。如果你
同意这一点，它仍然会让你思考
其他系统的实际问题。

如 果 你 在 这 个 课 程 坚 持 一
段时间，经济学的许多其他有趣
的事情就会开始显现出来。经济
学教科书中讨论最多的章节：货

币创造与经济周期有关吗？ 所
有 这 些 新 资 金 流 向 哪 里，这 些
额外的需求对市场有什么影响？ 
即使在这里，你也可能得出结论，
中央银行正在尽其所能。但是你
已经知道他们为什么这样做以
及成本是多少。 换句话说，你上

了一堂极好的经济学课程。

第二课：去中心化
伴随着中央银行及其运营

问题，比特币冲击了大多数人原
来学习的东西。这是一个去中心
化的系统。不仅如此，有趣的是
如何在没有中心的情况下创造
数字化和稀缺的东西来确保稀
缺性。 尤其重要的是，从经济学
课程来看这是否正确。去中心化
系统的优缺点是什么？

同样，当然，这样一个课程
讨论的结果可能是意识到集中
化在经济上是合理的，而比特币
毫无意义。但是需要论证才能得
出这样的结论。 需要对备选方案
进行适当的比较。我们已经在学
习了。

这也是比特币与绝大多数

比特币是经济学的
重要课程

Dominik Strouk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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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想货币
是否应该有
固定或灵活的
货币存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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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加密货币的区别之一。为什
么去中心化对比特币如此重要。
为 什 么 它 赋 予 它 这 样 的 价 值？
它必须具有胜过中心化优势的
东西。当你只需要一台计算机而
不是数万台计算机时，集中化很
便宜，而且出于同样的原因，集
中化速度很快，可以更灵活地响
应变化。

并且，课程的结论开始形成。
对于某些系统，去中心化是一个
很好的选择，因为目标是创建一
种系统，除了绝对例外，不允许
更改。甚至以使其变得更加昂贵
和缓慢为代价。正如比特币和其
他去中心化系统支持者所认为
的这样。在本课结束时，如果你
不这么认为并且更喜欢用金钱
或其他方式的中心化，那没有错。
关键是你已经学习了该课程，并
且知道你的偏好。你有疑问。你
所要做的就是学习一下比特币。

一个简短而有价值的课程避免
花费更长的时间，否则你可能没
有想过参加这样的课程。

第三课：投资课程
本课程内容是比特币是否

可以归类为投资的问题。前段时
间 人 们 开 始 谈 论“比 特 币 投 资
者”时，许多专业投资者感到愤
怒。毕竟，比特币不是投资，而是
纯粹的投机。他们是部分正确的。
毕竟，投资股票、债券、房地产或
教育与“投资”比特币之间存在
巨大差异。

经济理论通过区分投机和
投资来解决股票红利和买卖比
特币的利润之间的差异。投机是
尝试以更便宜的价格买入并以
更贵的价格卖出（或者，通过贷
款，可以进行下行投机）。在股票
中你期望分红，在房地产中你期
望租金。 然而，比特币完美地表
明，如果我们将它用于黄金，“投

资”这 个 词 仍 然 可 以 应 用 于 它。
如果黄金可以投资，为什么比特
币不能投资？ 时至今日，对于股
票或房地产来说，事情就没有那
么简单了。有人在多大程度上购
买它们是为了分红和租金收入，
还是只是为了低买高卖？

那么，关于投资中的课程可
能就是比特币汇率投机者从他
们的每笔交易中吸取的所有教
训。市场对每个人的可及性可能
是一种风险，但它也是一个游乐
场，尤其是对年轻人而言，可以
在其中了解所有止损、烛台图表
和预测未来趋势的模型。这些都
是可以应用于任何传统市场的
富有价值的课程。 即使这些课
程有时非常昂贵。

结论
这可能会持续很长时间。当

然，这不仅是经济学课程，还有
计算机科学、密码学、金融学和
其他课程。甚至社会学、生态学
或心理学也不甘落后。简而言之，
它是一种现象。很难忽视它，也
许这样做甚至是我们的损失。作
为一种适当的现象，它提出的问
题可以教会我们宝贵的经验。

Dominik Stroukal经理，
工程师，博士，是 Roger 的首席
经济学家，也是第一本关于比特
币的捷克书和其他几本书的作
者。 2013年至2018年，他在金
融与管理大学任讲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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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 密 货 币 是 去
中心化的支付系统，
其所有权仅通过密
码 学 来 证 明。去 中
心 化 将 加 密 货 币 与
由中央银行发行和
管 理 的 传 统 货 币 区

分开来。 加密货币起源于完全独
立于国家权力的货币，但各种国
家决策可以鼓励或阻碍它们在一
个国家的人口中的采用。 就主要
国家或组织而言，中国显然是其
中之一，这些决定可能具有全球
影响。 在本文中，我们将研究中
国在加密货币领域留下重要足
迹的几个事件。

2013 年，中国在最重要的
加密货币比特币的历史上留下

了 不 可 磨 灭 的 印 记。中 国 公 司 
Canaan Creative 推出了第一
款专门用于比特币挖矿的硬件
设备，称为 Avalon。 从技术上

讲，该 设 备 属 于 专 用 集 成 电 路 
(ASIC) 类别。 ASIC 设备是专
用计算机，只能执行有限的一组
操作，因此比传统计算机快许多
数量级。使用 ASIC 挖掘比特币
已经完全取代了使用个人计算
机显卡的挖掘。目前中国还有另
外两家主要的ASIC设备制造商，

即Bitmain和MicroBT，Bit-
main处于世界领先地位。

中国不仅在比特币采矿设
备的制造方面保持着世界领先
地位，而且在采矿本身方面也保
持着世界领先地位。 采矿消耗
大量电力。为了使采矿有利可图，
必须尽可能便宜地获得电力。廉
价电力通常可以通过两种方式
获得：来自可再生能源或通过补
贴。这两种廉价电力在中国都有
供应。

近年来，中国大力投资发展
水力、太阳能和风力发电厂。这
些类型的发电厂的电力供应并
不总是与消费者的需求相匹配，
而且经常存在难以销售的过剩
电力。 这种电力的市场价值很
低，绝对是比特币挖矿的理想选
择。在这方面，比特币挖矿对中

国有利，因为它有助于可再生能
源的发展。

在中国，欠发达地区有广泛

的电力补贴制度，这些地区主要
位于中国北方。这些补贴的目的
是增加这些地区的工业生产。然
而，一个意想不到的后果是大量
比特币矿工集中在这些地区。在
这些地区，大部分能源是由燃煤
电站生产的，因此对环境的负担
也很大。

中国的加密货币
Jan Lánský

„2013年，第一台
专门用于比特币
挖矿的硬件设
备Avalon

在中国诞生“

„中国廉价的
电力

绝对有利于
比特币开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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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 2021 年年中，全球超过 
65% 的比特币产量是在中国开
采的。这个比例如此之高，以至
于它甚至被认为对比特币加密
货币本身来说是危险的。为了安
全起见，加密货币必须是去中心
化的。 将一半以上的挖矿产出定
位在一个国家的地理位置与去
中心化的想法背道而驰。当中国
决定在年中限制其境内的加密
货币开采时，这种危险的局面出
人意料地得到了解决。矿工们正
在将他们的设施转移到世界其

他国家，这导致了挖矿的去中心
化，这对比特币来说是个好消息。

为什么中国决定在其领土
上打击加密货币挖矿？ 动机可
能不是通过使挖矿更加去中心
化 来 帮 助 加 密 货 币。其 动 机 可
能甚至不是为了阻止欠发达地
区 滥 用 电 力 补 贴 计 划。我 相 信
中国正试图将基于区块链技术
的本国数字货币的竞争对手赶
出本国。中国可能是世界上第一
个拥有自己的中央银行数字货币

（CBDC）的国家。自 2014 年以

来，有报道称中国正在建设自己
的 CBDC，远远领先于其他国家。

翻译校对注意事项：大写B
的比特币是整个货币的名称，小
写b的比特币是特定的支付单位。 
所以请保持文章中比特币/比特
币的大小

Jan Lánský 博士，是 VŠFS 计
算机科学和数学系的负责人，也
是“Krypotoměny [加密货币]”
一书的作者。

本刊前几期的捷克文、中文和英文版本均可在以下网址查阅
www.konfucius-vsfs.cz/sluzby/ekonomicky-think-ta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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Časy se 
postupně mění

Bohuslava Šenkýřová

Koronavirová krize 
nepochybně odezní. 
Ať už se přizpůsobí 
kapacity zdravotnic-
tví, zafungují vakcíny 
nebo se lidé naučí žít 
s koronavirem jako 

s chřipkou, je jasné, že nelze žít trva-
le v „lockdownu“ ani nelze mít každý 
rok deficit rozpočtu 500 miliard korun.
A tak i náš bulletin postupně bude hle-
dat jiná témata. V letošním prvním 
vydání se ještě podíváme, jaký vliv 
měla covidová doba na automobilo-
vé odvětví. Vychází v době, kdy např. 
česká automobilka Škoda zvažuje, že 
se stáhne z čínského trhu a bude se sou-

středit na jiné trhy. Vývoj automobilo-
vého trhu tak určitě stojí za pozornost. 
Článek ekonoma Petra Macha ukazu-
je hlavní makroekonomické dopady 
koronavirové krize na růst ekonomiky 
a saldo veřejných financí. 
Článek českého ekonoma Viktora 
Muchina působícího na univerzitě 
v čínském Wu-chanu, popisuje, jak 
i automobilové odvětví začalo vlivem 
koronaviru hledat on-linové distri-
buční kanály. 
Již bez ohledu na koronavirus popisu-
je Le Wei, děkan Fakulty ekonomie 
a managementu z China Jiliang Uni-
versity, proces rozvoje elektromobility 
z pohledu standardizace. 
Nové mezinárodní, epidemiologické 
a ekonomické situaci se přizpůsobu-
je i Vysoká škola finanční a správní. 
Chceme zužitkovat úspěšné zvládnutí 

nouzové on-line výuky a ve znejistě-
ném světě budeme nabízet distanční 
formu jako „standardní“ zejména pro 
studenty z ciziny. Naše univerzita 
vedle bakalářských, magisterských, 
doktorských a postgraduálních studij-
ních programů poskytuje na základě 
licence České národní banky mimo 
jiné akreditované odborné zkoušky 
pro zprostředkovatele na finančním, 
pojišťovacím a realitním trhu. A tyto 
zkoušky nabízíme vedle prezenční 
varianty i v distanční formě. Umíme 
nejenom vyučovat, ale i zkoušet on-li-
ne takovým způsobem, jenž je z hle-
diska zajištění integrity ekvivalentní 
zkoušce osobní. 
Bohuslava Šenkýřová je rektorkou Vy-
soké školy finanční a správní a před-
sedkyní správní rady 
Konfuciova institutu při VŠF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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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VID-19是
一种传染性的新型
冠状病毒，其致病
原因是导致免疫力
较弱的人患上严重
肺炎。新冠疫情对

中国、捷克共和国、捷中关系以
及金融管理大学都产生了影响。
我们学校有来自长春财经学院
的上百名中国学生，来自捷克共
和国的几千名捷克学生以及来
自其他国家的几十名学生。幸运
的是，我们的员工和学生中没有
COVID-19的受害者。尽管如此，
疫情还是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
我们学校的运作。

该疾病在武汉爆发时，我们
的一部分中国学生在考试期间
回家庆祝中国新年(2020年1月
25日)。1月23日，武汉采取封城

措施，随后中国其他地区也逐渐
采取严格的疫情管制。尽管2月9
日捷克政府为防止病毒蔓延，取

消了所有来自中国的直飞航班，
但我校的一些中国学生还是回

到了布拉格。因此，抵达的学生
不得不接受为期两周的隔离检
疫，无法到校上课。布拉格金融
管理大学设法在校园中分配了
一些适合用于隔离的房间，这些
房间配备厨房、卫生间和淋浴间。
我们非常感谢其他中国学生的
合作，包括他们的老师，他们非
常自律，并愿意互相帮助。我们
学校确保做好清洁、消毒、测量
体温等工作。在夏季学期开始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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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10日，
捷克政府决定关闭学
校。布拉格金融管理大
学必须做出应对。“

冠状病毒对金融管
理大学的影响

波沪斯拉娃·申基洛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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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波沪斯拉娃·申基洛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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