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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近⽇日因纽约⾦金金融服务部推出了了两枚稳定币⽽而备受全球关

注，这⼀一举措表明了了美国在区块链⾏行行业的态度，也让世界其

他国家有所警惕。

美国在区块链⾏行行业的投资额⾼高速增⻓长，这⼀一点和全球保持同

步，但其科技巨头和投资机构却保持了了相当的理理智，在区块

链布局上都尤为谨慎。

美国区块链⼈人才供需都较为旺盛，区块链专利利申请量量全球排

名第⼆二。

从稳定币的发布及⼈人才储备来看，未来在区块链领域，美国

仍有可能继续担当领头⽺羊⻆角⾊色。

前⾔
PREFA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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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政策及监管

美国各州分别出台了了区块链相关政策，这为美国区块链发展奠定了了良好的

基础。这些政策⼤大多从监管⻆角度出发。

各州 区块链政策

纽约州
2014年年7⽉月，纽约州⾦金金融服务管理理局（NYDFS）提出了了“数字货币许可证制度”的
全⾯面监管框架。纽约州成为美国50个州中率先对加密货币实施全⾯面监管的⾏行行政
单位。

康涅狄格州
2015年年6⽉月19⽇日，康涅狄格州通过《众议院替代法案》，所有从事虚拟货币转移
的商业⾏行行为都需遵守营业许可。所有的申请者必须向当局说明是否打算以加密
货币的形式输送货币价值；输送者要遵守债券规定。

新罕布什什维尔州
2016年年1⽉月，新罕布什什维尔州对《货币转移许可法》进⾏行行了了修改，虚拟货币交易易
也被纳⼊入该法案的监管范围之内。转移虚拟货币要申请牌照。很多⼈人反对。随
后，该州⼜又出台新版法案，虚拟货币活动受到的管制被⼤大⼤大削弱。

北北卡罗来纳州

2016年年7⽉月，北北卡罗来纳州修改《货币转移法》，认为“虚拟货币是价值的数字
代表，可以⽤用来交易易和存储价值，也可以充当交换媒介或记账⽅方式，但在美国
并不不具备法律律地位，不不能充当法币”。 
该法案同样将代别⼈人掌管虚拟货币的⾏行行为视作“货币转移”。

华盛顿州
2017年年7⽉月23⽇日，《货币转移法》法案正式⽣生效，所有的虚拟货币运营商都要在
该法案的框架下⾏行行事，还规定了了⼀一些额外要求，⽐比如第三⽅方审计、商品名规则
和限制以及强制性的客户信息披露露等。

夏威夷州
夏威夷州尚未针对虚拟货币发布政策，不不过⾦金金融监管部⻔门和⼀一些企业达成共
识，要想在本州提供虚拟货币服务，就要遵守本州的《货币转移法》，获得监
管部⻔门的营业许可。

威斯康星州
威斯康星州也没有针对虚拟货币发布任何正式的监管指引，该州官⽹网上写道“当
局⽬目前没有向从事虚拟货币转移业务的企业颁发许可牌照的意愿”。

弗罗⾥里里达州

2016年年7⽉月，佛罗⾥里里达州的⼀一位主审法官Teresa Pooler在对Michell Espinoza⼀一
案裁决时说道，⽐比特币并不不属于法定意义上的货币，因此佛州的《货币转移
法》并不不适⽤用于本次案件，被告⾯面临的“未经许可从事货币转移”以及洗钱等罪名
也就并不不成⽴立。

堪萨斯州、得克
萨斯州、⽥田纳⻄西
州和伊利利诺斯州

这⼏几个州都表示各州的《货币转移法》并不不适⽤用于虚拟货币交易易。不不过通过第
三⽅方交易易所将法币兑换成加密货币的⾏行行为可能是个例例外，仍然需要遵守这⼏几个
州的《货币转移法》。

1.1 各州政策一览

美国各州区块链政策

链塔智库研究绘制 www.blockdata.clu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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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各州对区块链技术的参与程度可分为⼏几类。

认识到创新潜⼒力力(Recognizing innovation potential)
积极参与(Active Engagement)

组织(Organized)
反动(Reactionary)

反动(Reactionary)
不不知情(Unaware)

各州态度如图所示。

1.2 各州对区块链投资的态度

美国各州对区块链的态度

数据来源：⼈⼈链 www.blockdata.clu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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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年9⽉月10⽇日，纽约⾦金金融服务部（NYDFS）批准推出两种稳定币，两者

均与美元挂钩，且受美国法律律监管。

⼀一是Gemini 信托公司的GUSD，⼆二是Paxos 信托公司的PAX。两种稳定币

都锚定美元，与美元可以1:1⾃自由双向兑换。
该消息虽然不不是政策发布，但其政策指向却极为明显。

两种稳定币⽆无国界，全球皆可购买，由于有美元做背书，未来很可能代替

实际债务，并使美国货币在全球的再⼀一次称霸。

各国⽆无论如何都会对此有所警惕。

因此，此次两种稳定币的推出，不不仅仅被认为是美国区块链政策的指向，

也是美国⾦金金融政策的指向。

1.3稳定币发行表明政策指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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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税收
每笔加密货币交易都需要报税

根据美国国税局（IRS）2014年年发布的《投资者指南和规则》（IRS Notice 
2014-21），美国政府将⽐比特币等加密货币当作财产⽽而不不是货币。当消费者

使⽤用加密货币购物时，⾸首先要出售⾃自⼰己的加密货币换取现⾦金金。因此，每笔

使⽤用加密货币的交易易都需要报税。

税率最⾼20%，交易成本最⾼达60%

如果消费者持有这些⽐比特币的时间不不到⼀一年年，并把它们出售，那么所得现

⾦金金将会被征收所得税。如果消费者持有⽐比特币超过⼀一年年时间，那么就会被

征收资本利利得税，可能达到20%。再加上交易易费和会计费⽤用，成本可能会
增加到60%。

美国公⺠与外国公⺠所享受的政策不同

美国公⺠民可通过捐赠加密货币的⽅方式来避税；⾮非居⺠民外国⼈人，如果唯⼀一的

美国来源收⼊入低于个⼈人免税额，则⽆无需报税。

全球区块链50国之美国

数据来源：⾦金金⾊色财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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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区块链融资

全球区块链50国之美国

美国2017年年ICO融资额呈现爆发性增⻓长。
毕⻢马威2018年年8⽉月研究报告显示，美国上半年年在区块链领域的投资，已经

超过了了2017年年的投资总额。

美国2017年ICO融资情况

数据来源：美国《2018年联合经济报告》 www.blockdata.clu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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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美国科技巨头和区块链

2015年年11⽉月，微软启动“Azure 区块链即服务（BaaS）”计划，将区块链引

⼊入云计算领域。现在微软正试图把区块链技术和旗下所有产品联系起来。

微软⼀一直在将区块链服务与⼴广泛使⽤用的基础产品及平台建⽴立桥梁梁，允许其

客户将他们的数据从以上产品/平台转移到到云端，然后再从云端转移到区
块链上。

2017 年年 1 ⽉月，微软发布区块链合作伙伴战略略。从构建在各种区块链技术之
上的关键合作伙伴驱动 POC 构建和学习；与合作伙伴和客户⼀一起发展区块

链市场⽣生态系统和⼯工件；开发关键的 Azure 区块链中间件服务以确保基础
架构已准备就绪。

2017 年年 2 ⽉月，加⼊入企业以太坊联盟。
2017 年年 5 ⽉月，发布区块链概念验证框架。

4.1 微软

全球区块链50国之美国

2018年年7⽉月，⾕谷歌联合创始⼈人谢尔盖.布林林表示，⾕谷歌错过了了在区块链技术
领域领先的机会。

当⽉月，⾕谷歌与两家区块链技术公司合作，将其解决⽅方案集成到GoogleCloud
中。此举是将区块链技术引⼊入主流的重要⼀一步，将⼤大⼤大加快区块链技术的

应⽤用。

9⽉月，⾕谷歌发布可分析ETH区块链的⼯工具。

⾕谷歌低调布局，成为区块链技术的第⼆二⼤大投资者。⾕谷歌参与区块链被认为

有助于推动技术的发展。

4.2 谷歌

美国科技巨头在区块链上的表现很不不⼀一致，微软⼏几年年前便便开始布局区块链，

苹果公司却迟迟不不⻅见动作，其他⼏几家也是2018年年才开始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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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亚马逊

全球区块链50国之美国

2016年年起，亚⻢马逊AWS平台开始与⾦金金融机构和区块链供应商合作，推出
⼀一系列列促进区块链技术的应⽤用。

2018年年，AWS云服务推出了了“AWS区块链模板”业务，模板提供了了⼀一种使
⽤用开源框架快速轻松地创建和部署安全区块链⽹网络的⽅方法。该模板还可以

帮助亚⻢马逊打假,对⽀支付流程及物流服务进⾏行行优化。

4.4 苹果

4.5 Facebook

与其他科技巨头相⽐比，苹果并未在区块链领域有所⾏行行动。有专利利显示，苹

果公司创建了了使⽤用区块链技术验证时间戳(Timestamp)的系统。但还没有

其他渠道显示，苹果在实际中建设该系统。

此外，苹果在为Apple Pay引⼊入Ripple（瑞波）的Interledger API协议。

Apple Pay可将该协议集成到其专有浏览器器上。

2018年年初，“对深⼊入研究加密技术和数字货币很感兴趣”出现在Facebook创

始⼈人扎克伯格的个⼈人年年度挑战清单中。计划中，区块链会被应⽤用到

Facebook服务中。

⼀一件值得关注的事是， Facebook调整⾼高管结构，成⽴立⼀一个新的区块链部
⻔门，这也表明了了其对区块链的重视。

IBM参与到海海外⼀一些国家的区块链项⽬目，如东南亚、南美洲等国的项⽬目。
在美国国内，IBM参与航运、银⾏行行、医疗和⻝⾷食品安全等⾏行行业的500多个区

块链项⽬目。 IBM认可区块链 有价值的三个领域，⾦金金融服务、航运和医疗

保健。IBM在⾦金金融业布局 多。

4.6 IB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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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区块链应⽤
5.1 投资机构的区块链应用

美国区块链在银⾏行行的应⽤用落地较少，但⼤大的投资机构都开始涉⾜足，有的投资

是以多家公司合作进⾏行行的，有的投资机构则⾃自⼰己开始⼀一些项⽬目。

⼤公司合作

1.⾼高盛、Nyca Partners、花旗、摩根⼤大通、NEX集团、富国银⾏行行以及Y 

Combinator等⾦金金融机构正在敲定对⾦金金融科技初创企业Axoni的3200万美元投
资，这家初创公司为⼤大型银⾏行行开发区块链解决⽅方案。

2.外汇结算提供商CLS、IBM和包括巴克莱银⾏行行和花旗集团在内的9家⾦金金融机
构正在测试LedgerConnect平台，该平台可以访问基于区块链的应⽤用程序。

摩根⼤通集团

Quorum是摩根⼤大通的⼀一个区块链平台，搭建在以太坊上。摩根⼤大通正计划
将其独⽴立为⼀一个公司。Quorum值得⼀一提的项⽬目是与其他国家银⾏行行合作，利利

⽤用区块链技术解决全球⽀支付问题。

花旗集团

花旗开发了了⼀一种称为数字资产收据（DAR）的⼯工具，⼯工作⽅方式类似于美国托

管收据（ADR）。
花旗银⾏行行联合纳斯达克开发区块链全球⽀支付解决⽅方案，被视作区块链商业应

⽤用的⾥里里程碑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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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集团

尽管2016年年⾼高盛集团便便发布了了⼀一份⻓长达79⻚页的区块链⾏行行业报告，但直到

2017年年7⽉月，才公开表示终于接受了了区块链技术。
⾼高盛集团在区块链⽅方⾯面并⽆无整体布局，只是参与、投资了了部分区块链项⽬目。

如近期与花旗、摩根⼤大通等共同投资了了⼀一家⾦金金融科技初创企业。

摩根斯坦利

2016年年发布了了区块链⾦金金融⾏行行业报告，但该公司对区块链的投资未⻅见更更多披

露露，也未⻅见更更多热情。

美林美银

美林林美银在区块链⽅方⾯面并⽆无整体布局，但参与或主导了了⼀一些项⽬目。

美林林美银拟在外贸⾦金金融业务中使⽤用区块链技术，简化贸易易⾦金金融处理理流程 ；
与汇控合作将区块链应⽤用于信⽤用证交易易；与微软合作开发⼀一种基于区块链

的框架，对外销售。

全球区块链50国之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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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了上述科技巨头、投资机构，还有⼀一些区块链应⽤用的典型案例例，分布在

期货、证券、航空、零售等领域。

5.2 投资机构以外的应用典型案例

美国区块链应⽤典型案例

链塔智库研究绘制 www.blockdata.clu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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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区块链⼈才和专利

2018年年初，在美国，平均每个区块链企业有14个职位空缺。
此后，有研究机构⼜又从四个站点上的超过300万个⼯工作清单中分离出区块

链岗位，分析了了美国300多个城市区块链就业市场，得出区块链职位排名
前20的美国城市。 旧⾦金金⼭山、纽约、芝加哥排前三位。

全球区块链50国之美国

6.1 区块链职位排名前20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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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块链职位排名前20的美国城市（续表）

数据来源：⼈⼈链 www.blockdata.clu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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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50所高校开设区块链课程

Coinbase Report 数据分析显示，美国50所顶尖⾼高校开了了172个区块链

班，其中15%开在商业、经济、⾦金金融和法律律专业，4%开在⼈人类学、历史和
政治学等社会科学专业。

美国知名⾼校开设区块链课程的数量

数据来源： Coinbase Reports www.blockdata.clu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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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名称
专业成⽴
时间

专业介绍

是否⽀
持⽐特
币⽀付
学费

康奈奈尔⼤大
学

2018年年 康奈奈尔⼤大学今年年推出 “货币⼈人类学”和“区块链、加密货币与智能合
约⼊入⻔门”两⻔门区块链课程。

　

加州⼤大学
伯克利利分
校

2016年年

加州⼤大学伯克利利分校哈斯商学院开设了了包括区块链在内的⾦金金融科
技主题课程。⽬目前为学⽣生提供了了两⻔门选课：区块链基础和区块链
开发者课程。前者是⼀一⻔门针对任何专业学⽣生的综合课程，后者则
主要⾯面向开发者，帮助他们将基本知识转换为可⾏行行的技能。

斯坦福⼤大
学

2015年年9⽉月
斯坦福⼤大学开设《加密货币：数字货币和它的朋友们》，主讲⼈人
是密码学⽅方⾯面的专家，计算机科学教授Dan Boneh。他⽀支持⽐比特
币和其他加密货币的技术是⼀一个保护信息不不可缺少的⼯工具。

是

普林林斯顿
⼤大学

2015年年
2015年年中，普林林斯顿⼤大学开始提供⽐比特币和加密数字货币技术的
免费在线课程。除开设数字货币课程，普林林斯顿还出版关于⽐比特
币的教科书《⽐比特币与数字货币技术》。

德雷雷珀⼤大
学

2014年年10
⽉月

德雷雷珀⼤大学是⼀一所以硅⾕谷为基础的学校，主要为企业家提供教育
培训服务。 2014 年年 10 ⽉月 22 ⽇日开始为学员提供免费的⽐比特币在
线课程，该课程 ⼤大限度的利利⽤用⽐比特币专业⽹网络 ZapChain 向学
员传授课程，⿎鼓励学⽣生创新利利⽤用数字货币。课程分为七个部分，
内容包括⽣生产链的流动、创建⽐比特币节点等等，有 42 节课时、7 
节优质课及 3 次⼩小测。

是

纽约⼤大学 2014年年9⽉月

纽约⼤大学法学院法学教授 Geoffrey Miller 和斯特恩商学院⾦金金融学
教授 David Yermack 共同开设了了研究⽣生课程——“⽐比特币及其它
加密货币相关的法律律和商业”。⽬目的是评估⽐比特币的价值和其对经
济的影响。课程覆盖的主题包括⽐比特币洗钱和跟踪⽐比特币交易易。
也将讨论是否应将⽐比特币划归为货币。

　

杜克⼤大学 2014年年

杜克⼤大学⾦金金融教授 Campbell Harvey 的数字货币课程在纽约⼤大学
之后展开。课程题⽬目为 “创新、破坏和加密冒险”，专注于区块链
技术的商业潜⼒力力。该课程提供给杜克⼤大学计算机科学学院和法律律
商业学院的学⽣生。

　

麻省理理⼯工
学院

2014年年

2014 年年 4 ⽉月底，麻省理理⼯工学院启动了了⼀一个价值五⼗十万美元的⽐比
特币空投计划。10 ⽉月底，每位本科⽣生都免费领取了了价值 100 美
元的⽐比特币，这些资⾦金金分配给了了麻省理理⼯工学院超过 4500 名本科
学⼦子，⽤用以促进校园的⽐比特币学术以及创业氛围。

是

部分开设区块链课程的美国⾼校

链塔智库研究绘制 www.blockdata.clu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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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区块链专利利申请⾛走在世界前列列，2017年年和2018年年都在全球排名第⼆二。

其中2017年年申请区块链专利利76件，2018年年截⽌止到9⽉月初，申请专利利138件。

全球区块链50国之美国

6.3 区块链专利

www.blockdata.clu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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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

美国多个州都发布了了区块链相关政策，政策⼤大多和监管相关。

纽约推出两种稳定币，政策指向明显。

美国加密货币交易易税率 ⾼高20%，交易易成本 ⾼高达60%。

美国科技巨头进⼊入区块链较慢；投资机构表现更更为谨慎。

美国50所⾼高校开设了了区块链课程，为⼈人才储备提供⽀支持。旧⾦金金

⼭山、纽约、芝加哥位列列职业排名前三。

美国区块链专利利申请量量全球排名第⼆二。

从稳定币的发布及⼈人才储备来看，未来在区块链领域，美国仍

有可能继续担当领头⽺羊⻆角⾊色。

CONCLUS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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