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硅谷“追梦人”

汇丰银行“强抽贷”
保千里真的委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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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先脱贫
兰考金融扶贫模式正推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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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毅达连续两年财务造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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矿池江湖
国际金融报记者 ｜ 袁源

生成它，成功者，得比特币。

GBG， 一位美国计算机极客在
推特上的昵称。 最近四年，GBG 业
余时间专注一件事：将任天堂 1985
年生产的游戏主机，改装成挖矿机，
开挖比特币。
根据规则，每 10 分钟，互联网
上就会多出一个比特币加密数据

每 10 分钟一次机会， 可是，整
整四年，GBG 一无所获， 因为他的
挖矿机太慢太慢！
数千公里外的中国鄂尔多斯，
无论寒暑，8 座长达 150 米的单层
仓库， 其中，7 个仓库摆放了 21000
台比特币挖矿机，另外一个仓库则
放置了 4000 台莱特币挖矿机。 每
10 分钟，疯狂运算一次，在这里，矿

块， 全球所有的挖矿设备同时运算

能约 25 万美元/天。

中国的最南端，盛夏，一帮越南

算力占比排名榜，中国以 81%的哈希

量正成为一支重要变量， 或左右数

式。通常来说，获得比特币的方式有

人在闷热中等待挖矿机出货。 他们
还得再等等， 因为显卡断货了。 无
论是京东， 还是淘宝，6、7 月份，众
多型号的显卡，都显示“缺货”。
西伯利亚西北端的俄罗斯人，
还在不断融资， 试图将矿池的运算
力提高，与中国矿池展开竞争。
在这些“对手”面前，GBG 的挖
矿机充其量算一个行为艺术。

算力，高居榜首，冰岛紧随其次，占比

字货币的未来。

一项统计数据显示，比特币矿池

基的新财富画卷中， 国家的监管力

两种。
第一种是在比特币交易网站，
用流通货币买入，如 mtgox. com。 主
要参与者为 AUM 基金这样的投资
公司或企业，通过买入与卖出差价，
获取收益。
由于比特币汇价十分不稳定，
且没有涨跌停限制， 所以对于普通
大众来说，风险过高。
下转第二版》》》

为 5%，随后依次是，日本 3%，捷克
3%，格鲁吉亚 2%，印度 2%。
成功预测 2017 年比特币价格
走势的盛宝银行（Saxo Bank）分析
师范·彼得森现在的预言更大胆，
“ 比 特 币 10 年 内 将 涨 至 10 万 美
元。 ”
不过， 在这场以哈希算力为根

比特币之源
“拥有三台挖矿机，不用去上班
了！ 在家躺着收钱！！！ ”
某购物网站， 一台挖矿主机套
餐售价 40999 元， 而且还附赠，“挖
矿怎么交易，专业人员指导”。
挖矿是获得比特币的一种方

国金观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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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股力量支撑人民币强势
争论。在我看来，这种“二选一”讨论
简直不知所云， 在汇率和外储问题
上，我们面临的实质问题是：要不要
让汇率更自由浮动， 要不要让资本
流动更自由。
外储真正的功能应该是防止对
货币的投机性攻击， 而应对短期投
机性攻击，不要说 3 万亿美元，就是

黄小鹏

1 万亿美元甚至 5000 亿美元也足
矣。 如果汇率贬值的根源在于基本

金砖银行“来了”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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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朗普为何不听奥巴马的外交忠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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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三板小贷：超七成营收下降 5 家已摘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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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民银行 7 日公布的数据
显示，8 月末我国外汇储备为 30915
亿美元，较 7 月末上升 108 亿美元，
为连续 7 个月回升。 与此同时，人
民币对美元近期一直呈现上涨之
势，最新已突破 6.5。 显然，今年以
来人民币走势大大出乎去年下半年
社会各界的一致预期。 有两股力量

面失衡，再多的外储也无能为力。还
有人出于人民币国际化的角度，认
为要保持较高数量的外储， 这就更
是错得离谱，因为外储是一种保险，
积累外储恰恰是因为本国货币脆
弱，本币为国际货币的国家，理论上
是 0 外储的。
人民币汇率未来的走势， 仍然

造成了这种局面：
第一个因素是美元贬值。 从上
半年人民币对美元走稳， 到最近 3
个月对美元急升， 人民币在 8 个月
时间内累计升值了 7%左右， 但同
期对另一主要货币欧元却维持贬值
走势，对其它货币也大多如此，这反
映为人民币加权汇率从年初至今还

取决于美元走势和外汇管制政策变
动情况，特别是后者。纯粹从基本面
上看，人民币没有升值基础。汇率决
定有三大理论：购买力平价理论、相
对货币量理论和资产收益理论，不
论是商品价格（间接反映购买力）还
是资产内在回报，都取决于货币量，
所以百川归海， 货币量理论可以解

稍有走软。 CFETS 人民币汇率指数
1 月 6 日为 95.25，近期虽有较大反
弹，但 9 月 1 日仍停留在 94.42。 由

释一切。
过去十多年货币过量发行，是
今天人民币贬值压力的基础，而由

此可见， 最近几个月来人民币的强
劲走势，美元贬值是主要原因。
第二个因素是外汇管制。 今年
以来，针对民营企业对外投资，有关
部门加大了监管的力度。 不论是企
业还是居民， 将人民币资产转换成
外币资产并移往境外的实际难度都
增加了不少。 而去年全年之所以同
时发生人民币贬值和外储减少，就

于过量货币主要不是推高商品价
格而是推高资产价格，这导致资产
（特别是房产） 内在回报率降到极
低，这才是今天资本外流的真正原
因。 仅仅盯着经常项目收支，进而
断定人民币汇率基础稳固，这是没
有理解货币与汇率之间逻辑关系
在中国的特殊表现形式。 所以，纯

是因为企业和居民换汇并移往境外
十分活跃。
去年人民币贬值行情中， 市场

鹏起万里独家回应举牌中电广通：拒做资本“野蛮人”

爆发了是“保外储”还是“保汇率”的

粹由基本面决定的汇率到底是多
少，必须排除政策面干扰，在资本
完全自由流动下才能发现。 尽管这
只是理想状态，却是分析中跳不过
去的一个环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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