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Libra 事件调研报告
OM 司天部 2019.7.4

经 文
启 6:5 揭开第三印的时候，我听见第三个活物说：“你来！”我就观看，见有

一匹黑马；骑在马上的，手里拿着天平。（本节经文中，天平可能代表审判和

经济系统）

但 5:27 提客勒，就是你被称在天平里，显出你的亏欠。（本节经文中天平可能

代表审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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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件简介

2019 年 6 月 18 日，Facebook 领导的天秤币（Libra）协会发布白皮书，宣告

全球最大数字货币项目启动。

天秤币（  Libra  ）的世界影响和中国对策  

Facebook 数字货币项目在过去几月被多家知名媒体大量报道。核心信息可以

归纳为 6 条：

1. Facebook 数字货币项目的内部名称为“天秤座计划”

（Project Libra），定性为稳定币，将锚定多国法币，不仅仅是

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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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Facebook 计划将其稳定币应用于旗下

WhatsApp、Facebook Messenger、Instagram 三大通讯/社交

工具，目前这 3 款产品的用户总量大约为 27 亿。

3. Facebook 稳定币将融入其核心广告系统，用来奖励用户的创

造、分享、传播等行为。用户也可以通过 Facebook 的稳定币购

买商品。

4. Facebook 稳定币还将用于实际支付。Facebook正在与

Visa、MasterCard（万事达卡）就此时进行谈判。此外，

Facebook 也在和金融资讯服务公司 First Data 及部分电商平台

进行合作谈判

5. Facebook认为稳定币的存在意义是消除信用卡手续费，同时

能够消除BTC、ETH等加密资产的价格波动

6. Facebook正在寻求 10亿美元投资来支持数字货币项目及稳定

币储蓄

7. 这个货币的设计目标非常明确：第一，无国界。第二，没有手

续费。迄今为止，人类所有的交易理论和金融创新都无法实现上

述两个目标，但是 Facebook准备这么干。

超链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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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cebook   数字货币：缘起、意义和后果  

Facebook   将发布的数字货币，与「比特币们」有什么不同？  

马化腾怎么看      Facebook      要发布数字货币  

Facebook      发布数字货币，仔细想想很可怕  

Facebook      推出      Libra      数字货币 奠定美国“数字霸权”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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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及简析

结论：

1、Libra 可以称为是世界经济领域的 911 事件（异梦印证，见后面内容）

2、是环太昆仑城之战后（刚好一个月之后），灵界在经济领域的主要反应之一：

堕落天使借助经济平台，以这个事件为出口，试图在全球建立数字化大祭坛，

并进一步为敌基督大规模植入数字芯片、实施 666 计划铺路。

3、背后的权势可能是天秤座的堕落天使（古蛇权势），相关的远古祭坛可能发

端于姆大陆，并跟目前的活跃祭坛共济会有关。

简析：

队员领受——我认为 Facebook 发行的这个加密数字货币 Libra，有点想成为

全球货币的感觉，因为末后经济危机，敌基督上台把经济搞好，统一经济，必

然要一个统一的货币，而比特币不是这个角色，为什么？比特币最大的缺点是

不稳定，目前最有可能成为统一货币的就是 Facebook 发行的这个加密数字货

币 Libra，Facebook 之所以取这个名称，原因是希望这个货币是稳定的 ，

Libra英文名，天秤，有公平的意思，也是稳定的意思！启 6:5 节，也谈到拿着

的天平，是跟经济有关的，而 Facebook 发行的这个加密数字货币 Libra，正

好跟经济相关，我认为这件事情在灵界的影响非同一般，可能预示敌基督上台

时间不远了，我们都知道兽的印记跟芯片有关，而人类发展的趋势，以后不用

手机，用芯片，那芯片购物使用的一定是数字货币，所以我认为芯片使用的货

币极有可能就是 Facebook 发行的这个加密数字货币 Libra，这跟兽的印记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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片是相辅相成的，我觉得是为敌基督上台铺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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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研角度详细介绍

一、启示角度（异象异梦及神话传说）

天秤座的传说：

在极为遥远的年代，人类与神一起居住在地上，过着和平快乐的日子。

宙斯有无数妻子，因此也有数不清的儿女。正义女神雅斯德莱Justitia 是宙

斯和忒弥斯之女（一说正义女神为忒弥斯Themis，是乌拉诺斯和盖亚之女），

宙斯和神殿里所有神祇都视她如掌上明珠，但她却十分独立、坚毅而热情，有

自己的思想。

大海之神波塞冬是第二代众神王及王后克洛诺斯和瑞亚的第 5 个孩子、冥

帝哈迪斯的弟弟、众神王宙斯的哥哥，他像海一样深邃冰冷。

8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BF%92%E5%BC%A5%E6%96%AF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93%88%E8%BF%AA%E6%96%AF
https://baike.baidu.com/item/%E7%91%9E%E4%BA%9A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85%8B%E6%B4%9B%E8%AF%BA%E6%96%AF
https://baike.baidu.com/item/%E6%B3%A2%E5%A1%9E%E5%86%AC
https://baike.baidu.com/item/%E7%A5%9E%E7%A5%87
https://baike.baidu.com/item/%E7%9B%96%E4%BA%9A
https://baike.baidu.com/item/%E4%B9%8C%E6%8B%89%E8%AF%BA%E6%96%AF


                    调研角度详细介绍                          

人类很聪明，他们逐渐学会了建房子、铺道路，但与此同时也学会了争斗

和欺骗。战争和罪恶开始在人间蔓延，许多神无法忍受，纷纷回到天上居住，

只有正义女神忒弥斯和海神波塞冬留了下来。女神没有对人类绝望，她认为人

类终有一天会觉悟，回到过去善良纯真的本性。但是海神却对人类丧失了信心，

他悲观地劝女神回到天上去。女神自然不听，于是两人生平第一次争吵。他们

争执得很激烈，从人类的问题上不断升级。正义女神鄙夷海神不过是一滩咸水

（海水是咸的），海神则抖落出宙斯的丑闻及女神私生的事实。

忒弥斯和波塞冬到神王宙斯和神后赫拉那里评理，赫拉建议两人比赛，看

谁能更让人类感受和平，谁输了就向对方道歉。赫拉偏爱波塞冬，又嫉妒正义

女神忒弥斯，她知道水是生命的源泉，一定会让人类感到和平。

比赛的地点设在天庭的广场，由海神先开始。只见海神朝墙上一挥，裂缝

中就流出了非常美的水，晶莹剔透，让人看了以后感到无限的清凉与舒适。这

时候正义女神变成了一棵树，这棵树有着红褐色的树干（6.29跟松子一起祷告

区块链背后权势时，异象里看到太空中一只暗红色的古蛇，三角形的头朝左，

身子挺立，右边拖拉着尾巴，很像天秤座），苍翠的绿叶以及金色的橄榄，任

何人看了都感受到爱与和平。海神朝女神微笑着，他知道女神的心愿终于实现

了。

人类认识到和平的重要，女神与海神和好如初，宙斯为了纪念这样的结果，

把随身带的秤往天上一抛，就有今天的天秤座。

——领受，堕落天使自称时正义女神，那实际上就是正相反。libra号称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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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的使命是：“重新创造货币，重塑全球经济，让世界各地的人们过上更美好

的生活”，这里所谓的自由与公义，恐怕最后会变成 666毒液。

此外，天秤座也可能涉及海洋权势的问题。

二、时间点“巧合”角度：

1、Libra 在 6.18 发布白皮书，刚好是昆仑城之战后约 1 个月

2、扎克伯格 6.26首次公开评价 LIBRA（队员”非”在 6.14 梦到 6.26 这个数

字）

——“建立一个金融系统不是一家公司靠自己就能做到的，因此我们在其中扮

演的是帮助这一系统建立的角色。但是 Libra 协会是一家独立组织，我们在其

中有一票……到这个组织成立的时候，我们希望能有 100 家联合创始公司。”

3、FACEBOOK高层将就此事于 7.16 在美国国会举行听证会，刚好是昆仑城之

战后 2 个月——美国参议院已经确定，7 月 16 日将召集 Facebook高层，就

Libra 项目在国会进行听证会，可以想见，这恐怕只是它要应对的第一关。

10



                    调研角度详细介绍                          

三、世界经济学角度：

1、重要程度：这一事件，堪称二战以来世界金融货币史上的第 7 个重大事件：

经济学家、数字资产研究院（CIDA）院长朱嘉明的看法，“二战”以来世界金

融货币史上的重大事件，在 2019 年 6 月 18 日以前共有 6 件：1944 年布雷顿

森林体系的建立、1971 年尼克松宣布美元和黄金脱钩、1985 年广场协议签订、

1999 年欧元 发 行 、 2007 年次贷危机以 及 2008 年比特币诞生， 而 本 周

Facebook 发币的新闻堪称第 7 件。

2、金融实质：

据曾经服务于美国期权结算公司的区块链研究者谷燕西分析，相关不同类型的

公司的参与会非常有助于 Libra 的推广，而且值得注意的是，一些行业的直接

竞争对手都参与了这个协会，如VISA 和 MasterCard、Uber 和 Lyft，谷燕西

认为，这说明了“Libra 协会的设计显然就是要保证这个协会的决策公平性”。

同时也可以看到，这些对手们纷纷加入 Facebook 的庞大计划，已不再是对某

一家公司的商业策略的站队，而是携手共建世界金融体系底层系统的努力。

如果说比特币是一场伟大的思想实验，Libra则开始真正成为有预谋、有组织地

实践其思想遗产的务实行动纲要。而区块链技术、货币价值的稳定和独立治理

的组织形态，构成了这一新货币设想的三个基石。

队员领受：在新闻里有一段特别吸引了我，就是天秤币部分创始会员背景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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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各个行业中的领军企业。一旦开始，电子货币的应用普及程度会比我们想象

的速度快！

队员领受：為了爭夺和壟斷未來的貨幣流通

四、世界基础设施角度——去中心化的互联网乌托邦：

Facebook 的 Libra 计划，更让人联想到扎克伯格一向的互联网乌托邦主义倾向。

早在 2017 年，扎克伯格就曾发表宣言，反对某些政府的孤立主义立场，宣称

要用技术构建一个更加平等的、全球化的社会，Facebook 的角色则将是这一

新世界中的基础设施。宣言中如此写道：“过去 10 年中，Facebook 一直专注

于帮用户连接家人和朋友。下一步我们要成为新的社会基础设施，保证社群安

全、提升每个人在社会事务中的参与度并提高社会的包容性。”如今的货币和

金融方案，很自然地可以视作社会基础设施的一部分。Libra 计划的使命正是被

描述为“重新创造货币，重塑全球经济，让世界各地的人们过上更美好的生

活”。

大规模地升级自己的技术体系，这不仅仅要增加一条业务线去做支付系统那么

简单，更多的是希望绕过这种互联网商业模式所不能解决的问题，就是如何去

绕过用户数据隐私的问题，让用户更好的参与进来，形成一个新的体系，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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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系我认为就是一个数字信用体系。

因此，Libra实际上是要建立一个新的生态体系。这个生态体系和比特币、以太

坊等都不太一样。

比特币和以太坊基本上是技术驱动的一种商业模式，但 Libra 是一个场景和业

务驱动的模式。它的逻辑更偏向将传统的互联网企业进一步数字化升级，在这

个过程中它需要去运用区块链技术实现目的。

附新闻预测：将被 Libra 币颠覆的 18个行业

https://36kr.com/p/5114192

https://www.toutiao.com/i6706374014744396292

https://www.chainnews.com/u/557192912383.htm?page=2

天秤币是基于区块链技术、以主权货币或债券作为抵押的数字货币。

基因源码链，基于可信赖的区块链技术和数据加密脱敏技术，让生命健康数据

的所有权、收益权和知情权回归到个体用户手中，并打造全球首个提供基因数

据和个体健康数据分布式存储网络公链系统。

区块链是一种分布式账本技术。作为比特币等加密货币的基础，并使得数据记

录和传递。更加透明和可审计，以及更难被攻击。区块链可以让各种组织更透

明、民主化、去中心化、更有效及更安全。

在未来 5-10 年，区块链有可能颠覆很多行业。以下 18 个行业是已经正在被颠

覆的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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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 银行业，区块链的特性将改变金融体系间的核心准则：因其安全、透

明及不可篡改的特性，金融体系间的信任模式不再依赖中介者，许多

银行业务都将“去中心化”，实现实时数字化的交易。

第2， 网络安全，区块链存储和共享信息的方式可以避免这些安全陷阱。区

块链可以从三方面增加安全性：拦截身份盗窃、防止数据篡改、阻止

拒接服务攻击（Denial of Service）。尤其是存在单点故障和中心化

漏洞的系统。

第3， 供应链管理，供应链管理的最高境界在于：内外协同，千军万马、步

调一致！供应链是由供应商、制造商、分销商、零售商、用户连成一

体的复杂的功能网链结构。在这个链条上，资金流、信息流、实物流

交互运行，协同难度极高，传统的依靠单一“链主”的协调机制已经

遭遇瓶颈。而区块链的“去中心化”模式，为解决这一问题提供了丰

富的想象力。

第4， 预测领域，基于区块链的预测市场中的数字货币和智能合约能够保证

其执行的自动化和资金的安全性，同时也为预测市场提供了更好的便

捷性和流动性，与传统的中心化平台相比，用户在区块链平台上的每

一次参与预测都更加安全、便捷、低成本。

第5， 联络和物联网，  区块链技术看起来至少在 IoT的三个方面能够成为

其合适的解决方案：大数据管理，安全和透明性，还有对基于相互连

接的智能设备之间服务交换的微交易带来的便利。三星和 IBM正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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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发“ADEPT”区块链技术，一个智能设备的去中心化网络。连接

大量设备的公开账本，无需中心机构去处理设备间交流。设备之间可

以直接交流、更新软件、管理故障和观测能量使用。

第6， 保险业， 一旦区块链技术引入保险业，我们过去围绕保险公司为中

心的一整套“总公司-省公司-市公司-分支机构”的组织机构就会被

打破——至少在技术上就不存在这样的上下级关系，区块链技术从

数据存储上就会构建出一个“去中心化”的数据网络。

第7， 共享经济， 区块链天生就具备去中心化的特性，这一点与共享经济

的宗旨有着高度的吻合。区块链作为一个去中心化的一致性共享数据

账本，在此架构下，整个系统的运作都是公开透明的，它将让共享经

济变得更加容易。

第8， 云储存， 区块链技术可以支持加密数据的分布式存储，是协同云存

储的核心。区块链这个功能的独特之处在于利用序列链路，每个区块

包含链上前一区块的加密哈希值。区块以此方法互连成链，形成去中

心化交易账本。这个账本可以是公开和可视的，因此可以清楚了解事

实或事件的历史顺序；或者也可以是许可型的，就像金融机构处于隐

私性原因所要求的那样。

第9， 慈善业， 对于慈善来说，区块链技术带来的公开透明性，可以确保

捐款人对自己资金的流向清楚明白可查询；不可篡改的特性也能确保

财务信息不会被篡改；可匿名性还能保护捐款者的隐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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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0， 投票，区块链科技可以被运用到选民注册、身份确认，通过电子统

计确保只有正当的投票被记录，并且投票不会被篡改或者移除。创建

一个不可更改、公开可见的投票记录账本。可以让选举更加公平和民

主化。

第11， 政府管理，政府服务是区块链技术最直接、最显著的应用领域之一，

因此开明的政府已经开始致力于各种区块链倡议。将区块链的应用拓

展到政府工作上，将更加有助于政府向社会传递出透明管理的信号，

也更有利于社会监督的落实。

第12， 公益行业，基于这一新技术，原本由公益组织掌握的“账本”将共

享到每个参与者的手中，每一笔捐款流向和用途都将被一一记录，以

便于各方进行监督和审计。

第13， 医疗业，医疗业是另一个很依赖于旧体系，并且需要变革的行业。

医院很大的一个问题是缺乏安全地储存数据的方式。医疗和健康信息

共享，医疗流程透明化，医疗事故责任可追溯，用于缴费和保险的智

能合约等等。

第14， 能源管理，能源互联网具备精确计量、泛在交互、自律控制、优化

决策、广域协调五大特征，但每个方面都面临着现实问题。要想让能

源互联网成功落地，各种信息交互、智能电网的控制和调度以及分布

式电源的协同控制都是其必须跨越的障碍，而区块链技术正在试图解

决这些问题。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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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5， 在线音乐， 音乐版权的重要性对于在线音乐平台来说不言而喻，拥

有更多的版权意味着能够俘获更多的用户，平台也因此能够获得更好

的发展机会。

第16， 零售业， 当你购物的时候你需要信任商铺的零售系统。去中心化的

区块链可以让零售不同，买家和卖家可以直接连接无需中间商和费用。

从供应商、制造商到运货商，为每一个产品清单来源添加可验证记录，

区块链给供应链中这些操作的合法性提供了可能。

第17， 房地产业， 区块链技术据称可改变房地产市场的运作方式，它能合

并许多复杂的流程和房地产公司通常要处理的事例，加快交易进程、

减少欺诈行为，为每一个参与者提供更透明、安全的交易。

据国际区块链房地产协会（International Bitcoin Real Estate 

Association）主席 Ragnar Lifthrasir，区块链技术在房地产行业的

应用主要包括三种方式：房地产购买；房地产托管；房地产所有权转

移。

第18， 你的行业，如果你的行业和数据或者任何交易系统打交道，那么就

很有可能被区块链颠覆，这是个开放并充满机会的领域。

五、远古祭坛角度：

从 LOGO入手 ：

Libra 的 LOGO跟姆大陆石板中的符号非常像。3 是姆大陆的数字；而波浪状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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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条，一方面代表大海，一方面也代表蛇。再加上有传闻说扎克伯格是共济会

成员，而姆大陆的那加兄弟会就是共济会的母会，所以这个 Libra 可能是姆大

陆堕落天使的当代数字化全球大祭坛。波浪 logo形状可能也有海洋权势的问题。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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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 LOGO跟姆大陆的关系：

《遗失的姆大陆之谜——太平洋史前文明档案》中第一章记载：

A、在那加粘土板上发现的符号和图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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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第十章 北美在古代文明中的地位中记载的：

北美悬崖洞人文字中发现的符号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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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续重要新闻（事件发酵中）

1、突发！美国国会发函要求      Facebook      立即停止      Libra      项目（附信函）  

美国时间 7.2 周二下午，美国众议院财政服务委员会突然向扎克伯格等

Facebook 高管致函，要求其立即停止数字货币/钱包项目 Libra/Calibra 的所

有工作。信中提到，Libra 和 Calibra 可能会对以瑞士为中心的一个新全球金融

体系产生帮助，而该体系将会挑战美国的货币政策和美元地位。“这将引发严

重的隐私，交易，国家安全和货币政策问题。不仅 Facebook超过 20亿的用户，

投资者，消费者和更广泛的全球经济都应对此感到担忧。”

2、Facebook      全球崩溃      11      小时，暴露了科技巨头们用      AI      为你打的标签  

美国东部时间 7 月 3 日早上 8 点，Facebook 服务器遭遇了大面积停电，这一

事件使得全球 Facebook、Instgram 和 WhatsApp 受到影响——除了很难登

录，全球范围内很多用户在超过 11 个小时的时间里都无法上传图片和分享故

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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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美国参议院银行委员会将于 7 月 16日就 Libra举行听证会

https://www.dw.com/zh/%E5%8C%97%E4%BA%AC%E8%BF%99%E6%A0%B7%E5%BA
%94%E5%AF%B9libra%E5%92%8C%E6%AF%94%E7%89%B9%E5%B8%81/a-51084183

北京这样应对 Libra和比特币
中国的党和国家领导层计划推出国家电子货币，但是尚未透露详

情和具体发行日期。估计让中国民众接受电子货币不成问题。

（德国之声中文网）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CCIEE）副主任黄奇帆没有

透露细节。几天前在上海举行的一次专家会议上他明确表示：中国将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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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国家数字货币。黄奇帆说："中国央行对数字货币的研究已经有 5、6 年，

趋于成熟。中国人民银行很可能是全球第一个推出数字货币的央行。"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CCIEE）是总部位于北京的一个隶属于政府的智

囊团。该经济交流中心副主任的这番讲话在人们看来不仅是一位专家所
做的分析，而且从更多的意义上来说，是官方正式发出的一个公告。
黄奇帆在出席商务论坛时还明确表示：中国的数字货币与分散的基于区

块链的比特币或美国公司 Facebook 的天秤座计划无关。他不相信这种非

国家发行的加密货币会成功。

他说："一些公司正试图通过发行比特币或天秤币（Libra）来挑战主权货

币。但这是行不通的。"

在中国这肯定行不通。大约两年来，官方明文禁止使用比特币之类的非
国家加密货币进行交易。原因是中国领导人当时意识到，无论是比特币
的价格还是交易都无法控制。但这恰恰是中国金融和货币政策的最终目
标：共产党领导层绝不希望失去对何人何时从何地将多少钱转移到何处
的控制，尤其是对汇往国外的款项。
因此，分析家怀疑，使用计划中的中国数字货币可以全面跟踪付款情况。

上海金融科技咨询公司 Kapronasia 的西拉科夫（Alexander Sirakov）表示，

中国的数字货币显然与比特币和其他加密货币的去中心化方案无关。

西拉科夫说： "这不会是西方模式的去中心化加密货币，而是一种高度集

中控制的数字货币。"

目前尚不清楚的是，中国央行何时会引入新的数字货币，以及如何运作。
但是它可能很快被人们所接受。因为如今在中国的城镇地区，现金在大
多数人的生活中已经无足轻重。几乎人人都可以通过智能手机应用程序
支付各种费用。

金融顾问西拉科夫表示："中国政府和央行可以轻而易举地修改现有的手

机支付系统，将国家货币人民币转换为新的中国数字货币。对于大多数

公民来说，这种过渡可能在不知不觉中的就完成了。"

尽管中国当局计划通过新的国家数字货币来应对现有的区块链货币，然
而在最近几天，最著名的加密货币比特币却价格飙升。原因是中国党和
国家领导人习近平发出指示，要求相关部门及其领导人今后要注意区块
链技术的发展现状和趋势，使区块链技术在建设网络强国、发展数字经
济和其它信息技术领域发挥更大作用。
DW.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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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DCEP试点在即 Libra监管放松 大国之争暗流涌动

DCEP自 Libra 白皮书发布后，推行进程频频加速，近来落地场景

应用的试点消息更是频频，相比于深陷重重监管泥潭的 Libra，似

乎顺风顺水，但其实对于 Libra，美国监管层态度已有所转变，

Libra研发进程或已提速！

　　- DCEP试点推行在即 -

　　2019 年 11 月 28 日，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范一飞在“2019

新浪金麒麟  (16.720 , 0.11, 0.66%)论坛”上，发表“深化金融科

技应用推动高水平高质量发展”演讲。

　　本次讲话范一飞讲到：“DC/EP 在坚持双层投放、M0替代、

可控匿名的前提下，基本完成顶层设计、标准制定、功能研发、联

调测试等工作。下一步，将遵循稳步、安全、可控原则，合理选择

试点验证地区、场景和服务范围，不断优化和丰富 DC/EP功能，

稳妥推进数字化形态法定货币出台应用。”

而据《财经》记者从某接近试点项目人士处了解到，本次试点（深

圳法定数字货币试点）计划分为两个阶段，今年底是一个阶段，在

小范围场景封闭试点，明年为第二个阶段，在深圳大范围推广。

25

http://finance.sina.com.cn/realstock/company/sh603586/nc.shtml


                    后续重要新闻                          

　　不仅如此，此次试点与 2017 年在央行系统内部进行的数字票

据交易试运营相比，将会真正的落地到交通、教育、医疗等实际服

务场景，触达 C端用户，产生频繁应用。

　　- 监管层态度转变，Libra或加速推进 -

　　相比于中国央行数字货币 DCEP近来推进过程的顺风顺水，从

6 月 18 日公布其加密数字货币项目 Libra 白皮书的 Facbook，推

行进度却一再受到美国国会的重重监管和问询。

　　01 Libra深陷监管泥潭

9 月 12 日，美国财长努钦表示，Libra距离获得美国批准还有很长

一段路。

　　10 月 14 日，美国财长努钦在就 visa 等合作方推出 Libra 一事

上表示，是因为该项目尚未达到监管标准。

　　10 月 22 日，美国财长努钦告知 Facebook推出 Libra 的计划

并不成熟。

　　经历了多次否决态度后，Libra 最近终于有点守得云开见月明

的意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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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2 监管层态度转变

　　12 月 6 日，美国财长努钦表示，美联储 5 年内不发行数字货

币，也不反对 Facebook 创建数字货币，但需要完全遵守银行保密

和反洗钱规定。

　　针对美国财长对 Facebook 的 Libra 项目前后态度的鲜明对比，

我们也不由得联想到美国对于 Libra态度转变背后的真实目的会是

什么？

　　猜想一：美国金融领导力

　　是美国因为担心多个国家想要摆脱美元控制，而开始积极推出

属于自己国家的 CBDC，美国担心自身金融领导力地位不在？

　　毕竟扎克伯格在 Libra 听证会上，面对“Libra如何避免减少

对美元的影响”的提问时表示，Libra储备金中最多比例的就是美

元，这个项目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能够扩展美国的金融领导力。而在

此前，美国财长努钦其态度在不断转变的过程中就曾表示，Libra

进展速度放缓，是因为受到来自监管方面的影响。因而美国监管层

的不反对，对于 Libra 项目的推进来说，就已经是极大的利好了，

毕竟 Facebook 在技术基础及影响力方面不输给一个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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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猜想二：中国“威胁”论

　　还是说因为中国央行数字货币 DCEP 最近风声不断、落地在即，

而由中国的“一带一路”政策串联起来的利益国也不在少数，

DCEP 一旦推行，人民币国际化进程必将加速，届时再通过美元

“霸权”对中国乃至世界各国实施经济、金融等方面的制裁和压制，

优势将不复以往？

　　而对于这一猜想的起源，其实还是来自 Libra 听证会中的细节。

有人做过统计，当天听证会中有 21次提到中国，其中扎克伯格说

了 11次，美国国会议员说了 10次。而在扎克伯格关于 Libra 的核

心观点 16 条中，每 4 条就有 1 条直接提及中国。

52CBDC曾对扎克伯格在 Libra 听证会的核心逻辑做出过这样的总

结：即国会应该支持金融创新，如果不支持甚至坚决反对

Libra，Libra 就无法支持美元霸权，无法实现美国价值观。

　　与此同时，中国一部分基础设施比美国好，中国央行会利用这

样的优势取代 Libra，将会很快在全世界推行中国的一套数字货币

体系和标准，严重动摇美元霸权和美国价值观的传播。

　　猜想三：Facebook 的变相警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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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一条猜想，那便是扎克伯格在听证会上，就美国议员对如

果项目无法进行下去，是否会终止 Libra 这一问题的回答。扎克伯

格说如果出现这样的情况，Facebook没有完全的决定权，他们会

把这个问题交由 Libra 的协会成员决定。若美国监管不同意

Libra，但 Libra委员会仍坚持执行，那 Facebook 将不得不退出

Libra 协会。

其实细想一下，扎克伯格是不是变相威胁，意思不管你美国国会同

不同意，Libra 项目依然能推行，到时候事态就不是你国会和我能

控制得了了，与其如此，还不如让 Facebook 这个听国会话的角色

来主持 Libra 项目，那事态将是会在彼此的预想中有序进行，互利

共赢。

　　所以关于美国对 Libra 项目态度的转变，这三个猜想其实不无

由来，细细品味其中的细节和关键，或许我们就能找到答案。但无

论美国对于 Libra 项目的态度如何，我国央行数字货币 DCEP推行

已“箭在弦上”，而对于打破美元“霸权”的第一枪，或将由中国

率先打响！

 

免责声明：自媒体综合提供的内容均源自自媒体，版权归原作者所

有，转载请联系原作者并获许可。文章观点仅代表作者本人，不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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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新浪立场。若内容涉及投资建议，仅供参考勿作为投资依据。投

资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责任编辑：唐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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