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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主要特点、机制矛盾和中国对策

Libra

王国刚方明浩潘登
〔摘要〕与比特币等相比，在组织、宗旨、性质、稳值、规模、技术、成本和覆盖面等方

面，Libra计划有着自己的特点，但它在货币机制、基金机制和治理机制等方面存在着内
生矛盾，既不可能成为超主权货币，也不可能成为游离于主权国家法治之外的跨国金融
产品。在现代信息技术快速发展的背景下，从中国货币金融的发展角度看，需要注意处

置好金融体制机制与信息技术进步的关系、金融创新与去中心化的关系，完善金融监管
与逃避监管的关系，依法运作与避免法治真空的关系，加强国际协调与信息技术国际化
的关系。
关键词：Libra机制矛盾

JEL 分类号：E42

E52

中国对策

F33

一、论题的由来
2019年6月17日，美国脸书（Facebook）平台向全球发布了“ Libra”加密货币项目白皮书（此
后简称“白皮书”），强调“ Libra的使命是建立一套简单的、无国界的货币和为数十亿人服务的金
融基础设施”，由此，以“一石激起千层浪”的涟漪效应掀起了一轮轩然大波,再次激活了世界各

主要国家金融监管部门（包括货币当局）、商界（包括金融界）和学术界对数字货币的热议 ，各种

观点众说纷纭，莫衷一是。

从金融监管部门看，美国众议院金融服务委员会主席玛克辛•华特斯和一些立法委员会于
2019年7月3日向脸书公司的高管发出了一封公开信 ，认为Libra可能引起一系列严重的隐私、交
易、国家安全和货币政策问题，它可能与美国的货币政策和美元对抗 ，因此，要求脸书暂停所有与
Libra有关的开发工作，同时，要求金融服务委员会及其附属小组委员会举行听证会，弄清Libra如

何运作并将采取哪些保护措施来保护用户隐私。7月10日，美联储主席鲍威尔向众议院金融服务

委员会表示,Libra进入金融业将带来“许多严肃的问题”，在脸书能够详细解释和有效处理相关金
融监管议题之前, Libra不应被允许发行。欧洲议会德国议员Markus Ferber认为,Libra的运作将使

脸书成为一家拥有超过20亿用户的“影子银行”，监管机构对此应保持高度警惕，欧盟委员会应着

手制定虚拟货币的监管框架。法国财长Bruno Le Maire强调指出，Libra不应被视为传统货币的替
代品，主权货币必须掌握在国家手中，而不是迎合私人利益的私人公司手中。欧央行执行董事
Benoit Coeure认为，监管机构允许企业在监管真空中开发新的金融服务和资产类别是不负责任的。
与这些认识不同的是，英国央行行长Mark Carnee表示,英国央行对脸书推进Libra的计划持“开放
态度”，但并非“大门敞开”，一旦脸书通过Libra成功吸引用户，它就必须遵守最高标准的监管。
*王国刚，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中国财政金融政策研究中心，教授;方明浩，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博士研究
生;潘登，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博士研究生。本文是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应急重大项目 （项目批准号:71850009）的研究
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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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F市场部主管Tobias Adrian则表示,IMF更倾向于将Libra视为“电子货币”领域的一部分，这一
领域规模已相当大，例如，微信和支付宝每年处理的交易量达 18. 7万亿美元°

从学术界看,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约瑟夫• E •斯蒂格利茨认为，只有“傻子”才会把自己的金
融福祉托付给脸书，从事Libra的活动。哥伦比亚大学法学院教授Katharina Pistor强调，脸书推出

的Libra是一种可以摧毁整个全球经济的加密货币支付系统的计划,该公司承诺一些其自身无法
实现的东西（如保护货币的价值），对此，政府必须立刻予以叫停。7月9日，在中国外汇研究中心
的研讨会上，周小川指出，面对Libra可能带来的挑战，我们需要未雨绸缪,使人民币在国际化、全

球化竞争中处于有利的地位，更好服务于我国经济发展和国家经济金融安全 。国家金融与发展实
验室理事长李扬认为，货币是一个国家的主权 ，大国绝对不会轻易放弃对货币主权的控制 。Libra

的币值存在于两套系统中:一套类似于SDR，将若干币种经某种权重加权来形成资产包;另外一套
则是将它筹集的资金再投资于一系列传统上由中央银行投资的高流动性资产中 ，这类似于货币市

场基金。Libra要成为一种货币还需走很远的路。谢平认为,Libra 一旦成功就是一种超主权货币,

中国对此应有对策，应积极参加IMF/BIS等国际组织关于数字货币的监管活动，禁止人民币与
Libra的兑换（买卖）。中国人民银行研究局局长王信认为，如果Libra能够更多地发挥货币职能,
将对各国的货币政策、金融稳定乃至对国际货币体系都有可能产生重大影响 。盛松成撰文认为：
Libra难以成为真正意义上的货币，一旦它投入运作，将对当下货币主权、金融稳定、货币政策、金融
监管造成严重负面影响，因此，我们应充分认识数字货币带来的冲击和机会,也应理性思考先进技

术与经济制度的关系。随着时间推延，脸书公司运作Libra计划展开过程中的各种变化,对Libra
的各种认识还将进一步深化 o
本文认为，与比特币等相比,Libra计划虽然更加精巧,但其存在着诸多内在机制矛盾,既不可
能成为超主权货币，也不可能成为游离于主权国家法治之外的跨国金融产品;在运用信息技术推进

金融发展的过程中，不可忽视主权国家的法律制度、体制机制和市场规律等的内在要求,否则,一味

唯技术论就将偏离方向，事与愿违。

二、Libra计划的8大特点
2008年11月1日，正当美国金融危机快速发酵之时，中本聪（Satoshi Nakamoto）提出了对数字

货币的新设想，通过运用区块链技术，在去中心化的基础上,推出比特币。2009年以后，比特币风
生水起，似乎成为一种突破主权国家法定货币限制的超主权货币，又似乎成为一种突破主权国家金
融监管的超主权金融产品，引致了各国信息技术界、货币当局、金融界和学术界的高度关注。与比
特币相比，脸书推出的Libra计划具有8个方面的特点：

1.
组织 。Libra币是由Libra协会推出的。虽然最初由脸书牵头，但Libra协会本身一个独立的
非营利性成员制组织，其总部设在瑞士日内瓦。这个协会目前只有26个创始成员，而根据“白皮

书”提供的前景，它在2020年中期可能扩展到100个成员。协会的基本功能是协调和提供网络与
资产储备的管理框架，牵头进行能够产生社会影响力的资助,为普惠金融提供支持 。与此相比，推
出比特币的中本聪究竟是一个自然人还是由若干个自然人组成的一个团体或是一个虚拟机构 ,迄
今依然是一个迷。

有组织与无组织的区别主要有三:第一,行为主体是否可认知。现代市场经济是法治经济 ，每

个主体都应履行对应的法律义务并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在行为主体明确的条件下 ，这些法律界
定是清晰的;但在行为主体不清楚的条件下,这些法律适用常常容易落空。第二，主体行为的可追
踪性。在主体明确的条件下，相关各方（市场参与者、监管者和媒体等）可通过对主体的行为追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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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到行为主体的意图、取向和行为轨迹等，可依法要求行为主体披露相关信息，可预期这些行为
的各方面效应，如此等等。但在行为主体不清的条件下，这些要求都难以实现。第三，建立信用机
制。在行为主体清晰的条件下，通过对主体所拥有的资产进行评估、行为特征进行界定等可以逐步
建立相关的信用机制 ，但在行为主体不清的条件下，资产、行为和信息都难以评估和识别，也就不容

易建立对应信用机制。由于有着这些“组织”差别，所以，“白皮书”披露了 Libra计划以后,各个国
家的各个相关部门对其关注程度和反应及时程度远超过了比特币。
2. 宗旨。“白皮书”开篇强调:“ Libra的使命是建立一套简单的、无国界的货币和为数十亿人

服务的金融基础设施”'这一宗旨直接指出了 Libra计划的两个目的:一是建立一套无国界的超主
权货币；二是建立一套可为数十亿人服务的金融基础设施 。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以后，鉴于美元
走弱，关于超主权货币的研讨就进入了货币当局和学术界的视野，与此相比，“金融基础设施”的内
涵相对模糊。它既可以是指支付清算系统（即狭义的金融基础设施）也可以是指包括金融制度体

系、金融监管体系、支付清算系统、金融交易登记系统、金融科技体系（包括各种设备和软硬件等）

所构成的庞大系统（即广义的金融基础设施 ）'从“白皮书”披露的信息看丄ibra在五年左右时间
内要建立的金融基础设施很可能是狭义范畴 。
对一个机构而言 ，宗旨既是努力的方向和预期实现的目标也是凝聚社会力量（或资源）的旗

帜。比特币因缺乏运行宗旨,使人们摸不清它的未来走势 ，也难以对它做出最基本的预期性判断。

3. 性质。比特币由于组织状况不清 ，也就难以界定它的组织性质。但比特币成为介入各方炒
作以获取价差的对象，就此而言，它具有商业价值。脸书是一个商业性机构，由其牵头创设的 Libra

协会被界定为“独立的非营利性会员制组织”。“白皮书”强调,Libra协会的成员“将包括分布在不
同地理区域的各种企业、非营利组织、多边组织和学术机构 。共同负责协会章程定稿 ，并在完成后
成为协会'创始人’”。首批创始成员包括了支付业 （如Mastercard、PayPal、Visa等）、技术和交易平

台（如 Booking Holdings^eBap 等）、电信业（如 Iliad、Vodafone Group）、区块链业（如 Anchorage、Bison
Trails）、风险投资业（如Andreessen Horowitz、Breakthrough Initiatives等）以及非营利组织、多边组织
和学术机构（如Creative Destruction Lab、Kiva、Mercy Corps等），由此,Libra协会更像是一家公益性
组织。但从“白皮书”披露的Libra协会使命看,它要将“全球货币和金融基础设施”作为一种公共
产品来设计和管理，以推进数字货币和金融基础设施的结合，兑现“货币互联网”的承诺，这更像是

一种公共性机构。
4. 稳值。比特币在问世后的交易价格长期波动不稳。早期时仅为几美元/枚到几十美元/枚,

2017年12月曾一度突破了 2万美元/枚，但随后急速下跌,2019年7月跌至3000美元左右/枚°
币值是否稳定，不仅直接影响着市场参与者的利益得失，而且影响着人们对其的接受程度（从而影

响该货币的市场覆盖面）。脸书在推出Libra币的计划中，考虑到了比特币价格不稳引致的种种负
面效应，将Libra币设计为一种稳值货币。它由一篮子真实的低波动性金融资产提供支撑 ，这一篮
子金融资产主要包括 “稳定且信誉良好的中央银行提供的现金和政府货币证券” °由此，与比特币

相比,Libra币有着明确的资产基础,既可能有效地取信于 Libra币的持有者,又期待着保障币值稳

定，避免重蹈比特币价格大起大落的覆辙°
面对着竞争性市场中的价格变化和法定货币在汇率市场中的价格变化 ,为了增强持有者对

Libra币的信心,“白皮书”强调指出：“用户都可以相信他们持有的任何Libra币能够以高于或低于
基础储备价值的窄幅价差兑换为法定货币°协会可能会不时根据市场形势的重大变化改变篮子的
组成（例如，为了应对其中一个代表地区的经济危机），但目标始终是维持稳定的价值 ”。稳值并不

意味着Libra币的币值持久不变，只是它的币值波动处于“窄幅”范围内，同时，持有者在持有Libra
币和持有法定货币之间进行选择,这使得Libra币更加具有货币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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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规模。比特币设计为2100万枚，随着挖掘进度延伸 ，获得的困难程度不断增强。面对着不
断扩大的商品、劳务和金融产品交易对货币需求的增加，客观上货币数量就应有着持续扩展的功
能（如果追溯货币史，黄金退出货币范畴一个主要原因就在于数量的有限性）。这种数量限制是

引致比特币不可能成为货币的一个重要原因。“白皮书”说,协会将“根据授权经销商的需求来
+制造’和’销毁’Libra币。用户无需担心协会在系统中引起通货膨胀或使货币贬值。如要制造

新的Libra币，经销商必须按1 *1的比例向储备中转入法定货币。通过与授权经销商合作,协会将
自动在需求增加时制造新币，并在需求收缩时销毁它们。由于储备的管理将遵循被动原则 ，Libra
的任何升值或贬值仅取决于外汇市场的波动 ”。由此，Libra币的数量与法定货币直接挂钩，用户

在用法定货币购买Libra币时，Libra币的数量对应增加，反之，用户在用Libra币兑换为法定货币
时,Libra币的数量对应减少。在这种条件下,Libra币的数量与用户需求直接对应,既不会过多也

不会过少。
6. 技术。比特币以区块链技术为加密货币的基础, Libra币也以区块链加密技术为基础。但与
比特币相比,Libra区块链有了三方面改进:第一,设计和使用了 Move编程语言。“白皮书”提出

Move是一种新的编程语言。它是从迄今为止发生的与智能合约相关的安全事件中吸取经验而创
造的一种编程语言，能从本质上令人更加轻松地编写符合作者意图的代码，从而降低了出现意外漏

洞或安全事件的风险。另一方面,Moe从设计上可防止数字资产被复制。它使得将数字资产限制
为与真实资产具有相同属性的“资源类型”成为现实:每个资源只有唯一的所有者，资源只能花费

一次，并限制创建新资源。Move将加快Libra区块链协议以及在此基础上构建的任何金融创新的
演变。第二，使用拜占庭容错#BFT）共识机制。Libra区块链采用了 BFT机制来实现所有验证者节

点就将要执行的交易及其执行顺序达成一致。这种方法可以在网络中建立信任，即使某些验证者
节点（最多三分之一的网络）被破坏或发生故障,BFT共识协议的设计也能够确保网络正常运行 。

同时，这类共识协议还可实现高交易处理量、低延迟和更高能效的共识。第三，采用和迭代改善已

广泛采用的区块链数据结构。为了保障所存储的交易数据的安全,Libra区块链中的数据受梅克尔
树的保护，它可以侦测到现有数据的任何变化。同时,Libra区块链是一种单一的数据结构,可长期

记录交易历史和状态。这种方式简化了访问区块链的应用程序的工作量 ，允许它们从任何时间点

读取任何数据，并使用统一框架验证该数据的完整性。简言之丄ibra区块链的技术更加安全可靠、
快捷便利。
7. 成本。在现代信息技术的基础上，“白皮书”强调将以更低的成本更快捷的功效服务于用
户，并列举了目前金融服务中存在的一系列高成本现象（例如，发薪日贷款的年化利率可能达到
400%甚至更高,仅借贷MYM100美元的金融服务收费便可高达 MYM30美元），以彰显Libra计划

的优势，吸引用户。比特币在这方面则乏善可言 。
8. 覆盖面。比特币并无明确的金融服务覆盖面 ，与此不同，“白皮书”直接宣称:Libra的使命
是为数十亿人服务。它认为，全球仍有17亿成年人未接触到金融系统，无法享受传统银行提供

的金融服务,而在这些人中，有10亿人拥有手机，近5亿人可以上网，因此，除了目前脸书所拥有
的27亿用户外，这些人有可能成为Libra的潜在用户。由此,Libra的用户覆盖面可达40亿以上°

在此背景下丄ibra可以高举“普惠金融”的旗帜与传统金融服务相较量。与人口覆盖面相对应 ，
Libra在地理上的覆盖面可达到几乎所有国家和地区，“白皮书”说道：“无论您居住在哪里，从事
什么工作或收入怎样，在全球范围内转移资金应该像发送短信或分享照片一样轻松、划算，甚至
更安全” °

从这些特点看丄ibra计划的设计充分利用了近10年来信息技术进步的成果 ,充分考虑到了
克服比特币在实践中暴露出的种种缺陷，因此，对潜在客户和相关机构有着很强的吸引力。但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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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货币金融乃至市场经济并非只是一个技术范畴，它有着国家主权所规定的一系列制度、机制、
程序和效应等方面的具体要求，由此，仅仅聚焦于信息技术的发展,很容易忽视各种内生的机制

矛盾。

三、Libra计划的货币机制矛盾
在当今的现实生活中，人们经常面对的货币是一国范围内的法定货币（简称“法币”）。它有着

5个方面的基本规定:第一，它是由法律规定并由专门机构（通常是中央银行）发行的信用货币 。例

如,《中国人民银行法》第16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法定货币是人民币。以人民币支付中华
人民共和国境内的一切公共的和私人的债务，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拒收”；第18条规定：“人民币
由中国人民银行统一印制、发行”。这从法律上决定了，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印制和发行人民币，

也不得印刷和发行人民币的代币票券,以代替人民币在市场上流通，禁止伪造、变造人民币。第二,
各种商品、劳务和金融产品均以法币标价并且以法币为交易媒介。货币的基本功能是价值尺度和
交易媒介，一国法币的覆盖范围是由其标价并实现交易的商品、劳务和金融产品的空间范围所界定

的。这同时也就决定了一国范围内的各种价格体系是法币标识和实现交易的价格体系，一国范围
内的市场机制、价格波动、就业（从而工薪收入）、投资（从而利润）、消费、财务活动、税收体系等等

都以法币为基础。第三，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和货币政策调控以法币为主要抓手 。商业银行有着创
造派生货币的功能，在银行信用发挥作用的条件下，它们通过存贷款机制以记账方式创造的货币属

于法币范畴,一旦货币供应量过多就将引致通胀、货币供应量过少就将引致通缩，这些情形都不利
于经济金融的稳定运行和国民经济的健康可持续发展，由此，央行就必须采取必要的货币政策举措
展开对宏观经济运行态势的调控。在开放型经济中，宏观经济均衡既包括运用利率机制促成的国
内商品均衡和货币均衡也包括运用汇率机制促进的对外经济均衡。在这些方面的调控中，不论-

央行还是对其他经济主体来说,法币都是最基本的政策抓手，由法币所界定的各种价格都是最基本

的调控信号。第四，政府财力支持是法币信用的基础。法币作为一国范围内的信用货币，其信用能
力得到了政府财力的有力支持。政府财力支持,既包括每年的税收等财政收支的支持，也包括政府
资产提供的担保。在政府信用支持下，法币的购买力得到社会各界的认可,使用法币成为社会共

识，法币的功能成为公共品。第五，主权特征。法币属于一国主权范畴 ，直接影响着经济社会生活

秩序的稳定、市场运行和各类主体的权益 ，因此，不仅不容侵犯,而且不容挑战。一个突出的现象

是，一旦法币权威和法币覆盖面受到威胁 ，政府（和央行）就将立即采取法律的行政的和经济的措
施予以制约。

Libra计划强调，它无意于挑战法币 ，只是要创造一种全球性的数字原生货币。这种全球性
数字货币“能够集世界上最佳货币的特征于一体:稳定性、低通货膨胀率、全球普遍接受和可互
换性”。Libra币的目的在于“帮助满足这些全球需求 ，以期扩展货币对全球人民的影响”。这种
设想事实上就是在挑战各国和地区的法币 ，也就决定了 Libra币在实施过程中不仅将遇到来自

法币的严重抵抗,而且在货币机制矛盾中预期难以如愿落地。Libra币的内生矛盾主要表现在五
方:

第一，缺乏合法性。在各国（和地区）通行法币的背景下丄 ibra币作为一种非法币要获得各国
（和地区）的央行乃至政府认可 ，并与法币争夺商品、劳务和金融产品等市场几乎是不可能之事。
一个前车之鉴是，号称“超主权货币”的比特币已被全球许多国家禁止 ，成为一种可用法币（如美

元）交易的金融资产。

第二,货币交易功能难以有效发挥。交易媒介是货币的最基本功能。要能够履行交易媒介的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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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货币就首先需要发挥价值尺度（即计价）的功能。各种商品、劳务和金融产品的价值千差万

别，这决定了货币要发挥价值尺度的功能，将这些价值表现为不同的价格，就必须有着明确的货币
标准。但Libra币与比特币相同，都缺乏由货币等分所构成的货币标准。这一瑕疵,虽然容易解

决，但也不是无足轻重的;最重要的是，在当今世界格局中，几乎所有的商品、劳务和金融产品都已
有各国（或地区）法币标价和由法币作为媒介交易，各国（和地区）之间时常因货物、服务、投资和借
贷等引致的国际收支不平衡产生纠纷。Libra币要挤占这些由法币所构成的市场空间，必然遭到所
在国（或地区）的强烈反对。换句话说，不会有任何一国（或地区）的法币拱手让出市场空间，令

Libra币横行天下，扰乱该国（或地区）的经济运行秩序和社会生活秩序。但如果不挤占这些由法币
所覆盖的市场空间,Libra币又难以再找到足够规模的未由法币发挥作用的市场，因此,Libra币必

然处于进退两难的选择中。

也许网上购物（包括网上跨境购物）给了 Libra币以启迪，但有三个要点值得重视:一是网上购
物均以法币标价为前提，因此，它的发展通常不会对法币使用造成冲击;二是网上购物（包括网上

跨境购物）都遵守着相关国家（或地区）的法律规定，同时使用法币依法纳税（包括关税），因此，它

一般不会对法币的使用范围产生负面影响;三是网上购物中的款项支付通常使用法币支付系统，因

此,它处于当事国（或地区）的金融监管之下。鉴此，一旦网上购物法币机制受到Libra币的冲击，
相关当事国（或地区）必然要采取应对举措予以消解。

第三,货币供应量难以增加。法币的供应量建立在银行信用基础上，既由央行发行的货币也由

商业银行等金融机构创造的派生货币所构成，其数量一方面要满足各种消费品（包括劳务等）的交
易需要和价值贮藏（包括金融产品）需要，另一方面要满足各种资本品交易的需要,再一方面要满
足国际交易的需要（对国际货币而言）'Libra币的发行建立在客户运用法币认购的基础上,为了回

避法币的创造机制,在创始成员中不包括商业银行等金融机构,由此,它的供应量最大值只能局限
于客户认购数量的范围内。其次，从交易流程看，与法币相比,Libra币的流通速度可能是相当低

的。以G代表法币，W代表商品,L代表Libra币，在法币流通的条件，商品流通的交易流程为“ G"

W"G"W"…”，即同一枚法币可连续多次地与商品交换 ,从而，有着较高的流通速度;在Libra币
流通的条件下，商品流通的交易流程为“G"L"W"L"G”，即客户A用法币购买Libra币，再用

Libra币购买商品，出售商品的客户B获得Libra币以后，将Libra币兑换为法币。最后，从货币创
造看，“存款创造贷款、贷款创造存款”是法币创造的重要机制。各国实践中，由商业银行等金融

。

机构创造的信用货币数额数倍（乃至数十倍）于央行发行的货币量。2019年12月底，中国的M

。

为77189.47亿元,M2为1986488.82亿元‘Mz/M 为25.74倍。与此相比，Libra币的资产池不具

有这种货币创造功能，这决定了 Libra币的数量是难以与商品、劳务和金融产品在数量上的增加相
匹配的。
第四，币值稳定难有保障。货币的币值依其购买力而确定。为了维护法币的币值稳定，央行

（乃至财政当局和政府）可以采取货币政策、财政政策、行政机制等诸多举措，但即便如此，法币的

币值稳定也还屡屡面临严峻挑战。一个突出实例是,诸多国家（或地区）将每年CPI增长率低于

3%列入宏观调控指标范畴。所谓CPI增长率，从币值角度看,实际上就是法币的贬值率。Libra币
的币值稳定被寄希望于资产池的价值稳定。"白皮书”指出："在Libra储备中都有相对应价值的一

篮子银行存款和短期政府债券,以此建立人们对其内在价值的信任。Libra储备的目的是维持

Libra加密货币的价值稳定，确保其不会随着时间剧烈波动。”首先，这一篮子法币的价值稳定是靠
不住的。假定这一篮子法币由美元、欧元、英镑、日元等构成,且不论它们分别在资产池中的权重,

就以近年来走势强劲的美元为例:在布雷顿森林体系安排中，1盎司黄金=35美元。1971年8月

15日，美国政府单方面宣布美元与黄金脱钩,此后，国际市场中按照美元计价的黄金价格一路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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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到2019年7月3日，1盎司黄金达到1430.2美元（买入价），是35美元的40.86倍。这意味着，
与1971年8月15日之前相比，到2019年7月3日，1美元的含金量仅剩2. 5美分。其次，在汇率

波动中资产池的货币构成难以应对挤兑。在国际市场上汇率每天都在波动，一旦汇市投资者对某

一币种（如美元）升值预期强烈，要求用手中持有的Libra币集中兑换此种法币 ，就可能因资产池中

该币种数额不足引致资产池穿仓,Libra币也就失去了币值稳定的基础。再次，以法币购买Libra
和以Libra兑换法币之间，法币的币种对称和数量平衡并非常态现象，很可能出现前者的法币（如

美元）与后者的法币（如欧元）的不对称，由此，引致Libra币的资产池中法币结构的持续调整，同
时,这种调整又处于汇价持续变化之中，导致资产池的价值稳定难以得到保障 。最后，不履行保持

币值稳定的义务。保持币值稳定是各国 （和地区）货币政策的基本目标，但“白皮书”强调“协会不
会制定自己的货币政策”，这实际上意味着作为Libra币管理者的协会并不承担履行维护Libra币

值稳定的职责。
第五,缺乏足够的财力支撑。货币作为一国（或地区）经济体系中的核心要素，牵连着千家万
户的生计和千厂百店的经营，直接影响着政府部门的运转，还关系着各项政策的落实和经济的可持
续发展等诸多经济社会问题，鉴此，一旦法币不稳，政府部门（包括央行）就将采取各种举措尽力予

以维护，提升社会各界对法币的信心。与此相比，Libra币虽然有着创始成员提供的有限资金形成
的资产池，但这些资金要支撑起规模宏大的 “超主权货币”还只能是沧海一粟，难有作为。无数的
事实证明,缺乏财政支持的货币只能是软货币，难以成为硬通货。软货币缺乏攻坚入市力度，既难

以为社会各界所接受，也难有良好的发展前景。

四、Libra计划的基金机制矛盾
"白皮书”说道:Libra协会是一个负责管理Libra储备的实体,掌控着Libra经济的稳定和成
长。“只有当授权经销商投入法定资产从协会买入 Libra币以完全支持新币时,Libra币才会被制
造。只有当授权经销商向协会卖出 Libra币以换取抵押资产时,Libra币才会被销毁”。另一方面,

在回答Libra储备金的来源时，“白皮书”又说道：“储备金有两种来源：各投资代币的投资者和

Libra用户。协会将向创始人支付Libra币奖励，以鼓励用户、商家和开发者使用它们。作为奖励分

配的Libra币资金将非公开配售给投资者。对用户而言,如需创造新的 Libra币，则必须使用法定
货币按1： 1比例购买Libra,并将该法定货币转入储备。因此，储备将随着用户对Libra的需求增加
而增加。简而言之,对投资者和用户而言，只有一种方法可以创造更多的 Libra,即使用法定货币购

买更多的Libra并增加储备”；“由于储备资产为低风险 、低收益，早期投资者只有在网络取得成功
和储备规模大幅增长的情况下才会获得回报”'这些情形与货币市场基金中的资金①运作有着三
个方面的相似之处:第一，初始资金。货币市场基金的初始资金由发起人投入，而Libra币的初始
储备金由创始人提供。第二，客户加入或退出的机制。在货币市场基金中，客户可随时按照公布的
资产净值购买基金单位也可随时按照当时公布的资产净值赎回投资于基金单位的资金;在 Libra

币中，客户可随时运用法币购买Libra币或卖出Libra币收回法币。第三，投资回报。在货币市场
基金运作中，如果基金单位的资产净值增加，则投资者可能获得投资收益;如果基金单位的资产净
值为负，则投资者将承担投资损失。在Libra币运作中,投资者的回报需要依网络运作取得成功时
①李扬认为:“ Libra在发行过程中形成的’资产池’被投资于若干国家的银行存款或高流动性政府债券,反转来,Libra币的
价格则由这个资产池的市场价值锚定。在这个意义上丄ibra又极为接近货币市场基金”。引自李扬《必须重视Libra的挑战》，《中

国外汇》2019年第1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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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能获得。但如果用货币市场基金的机理进行衡量，则可发现Libra币运作中存在五个方面的机
制矛盾：
1-主体性质不一致。在货币市场基金中，不论是基金管理者还是基金投资者都是以获得盈利

为目标的经济主体;但Libra协会是一个独立的非营利性成员制组织 ,由此,它的运作目标与证券
投资基金有着实质性区别。
2.
投资对象不同 。在货币市场基金中 ，根据基金的市场定位 ，可投资于货币市场中金融产品

（如国债、公司债券等）也可按比例投资于股票等资本市场中的金融产品;但 Libra协会为了保障
Libra币能够成为一种数字货币，客户购买Libra币的资金局限于购买一篮子法币中的货币和短期
国债等金融产品 （在较大程度，具有外汇投资基金的特色）,由此，也就严重限制了 Libra币在国际
金融市场中可选择的投资对象。

3 -权益不同。在货币市场基金中 ,基金持有人大会是最高权利机构 ，它可决定基金的投资对
象、基金运作的组织方式、基金管理人的变更、基金的存续和解散等重大事项。在公司型投资基金

（如美国的共同基金）中，基金的资金由管理人负责管理，通过公开招标方式委托专业机构进行投

资运作;在信托型投资基金中，基金的资金直接由管理人展开投资运作 。但不论何种类型,基金资
产归基金持有人所有，他们享有基金的投资收益，同时，承担基金投资运作的风险。与此不同，“白
皮书”并未就Libra计划中的资产归属做出明确说明，也未明确Libra储备资产的盈亏做出明确安

排，只是说道:“由于储备资产为低风险 、低收益,早期投资者只有在网络取得成功和储备规模大幅

增长的情况下才会获得回报”。这些早期投资者实际上由提供Libra币的初始储备金的创始人构
成，因此，与客户并无直接关系。换句话说，客户拥有的权益低于这些创始人。
4. 缺乏信托机制。货币市场基金中贯彻着信托机制，投资者作为委托人将资金交付给作为
受托人的管理者团队进行投资运作，管理者必须忠实于委托人，既不可违反信托协议的规定展开

投资运作,应尽力为委托人争取最好的投资收益，同时，应及时完整地向委托人公开披露投资运
作的相关信息，接受委托人的监督和咨询。与此不同丄ibra币中储备资产不贯彻信托机制，储备

资产的管理者没有义务向 Libra币的客户公开披露储备资产的相关信息，也不接受客户的监督和

咨询。
5. 缺乏监管机制。在任何国家（或地区），为了有效保护投资者的权益 ，货币市场基金都处于
金融监管之下，不仅相关金融监管部门依法严格监管着货币市场基金的各方面投资运作和信息披

露，而且托管人、金融中介（如律师事务所、会计师事务所、资信评级机构等 ）和媒体也有着重要的
监督作用。与此不同,Libra协会拟注册于瑞士日内瓦，在直接关系上,它只接受瑞士的金融监管和
金融中介、媒体的监督，但它业务的主体部分却跨出了瑞士国界 ，遍布于全球，不接受瑞士金融监

管，由此，很容易进入一种无监管的境地。
由上可见丄ibra币运作中的机制安排与货币市场基金的运作机制相差甚远。在这种差异中再
嵌入“超主权货币”的内生机制矛盾，使得Libra币更加深陷金融机制不协调的系统性矛盾之中。

但Libra币的内在机制矛盾还不仅于此,治理机制矛盾是这一计划实施中必须面对的又一矛盾 。

五、Libra计划的治理机制矛盾
治理机制是一个经济主体（如公司等）为实现预期目标依据相关法律规定在机构设置、业务模
式、财务关系、权益协调和风险处置等方面所做出的制度安排。“白皮书”对Libra币运作中的治理

机制做出了一些描述，其中包括设立独立的非营利性成员制组织、Libra的使命、创始人的义务和责
任（如创始人享有相同的权利并承担相同的义务和财务责任 ）、创立受监管的子公司 Calibre （以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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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社交数据与金融数据相互分离,同时代表其在Libra网络中构建和运营服务）、技术保障（如Libra

将以许可型区块链的形式起步;Libra区块链都将向所有人开放,任何客户都可以使用Libra网络以
实现增值）、提供具有稳定性、低通货膨胀率、全球普遍接受和可互换性的数字加密货币 （即Libra

币）、建立储备资产的安全性保障机制（如Libra储备中的资产将由分布在全球各地且具有投资级
信用评价的托管机构持有，以确保资产的安全性和分散性 ）!Libra币的制造和销毁的机制安排等
等。从治理机制的系统性完整性角度看，这些安排过于粗糙简略，存在着诸多内在矛盾。主要表现

在以下几个方面。

1 -协会定位不清。在经济社会活动中，“协会”有着多种界定，既可以是一个自律组织（如行业
协会）也可以是一个松散组织（如联合会等）还可以是一个行使某些行政权的准政府部门（如中国

的某些协会）。在美国,《经济学百科全书》指出：行业协会是“ 一些为达到共同目标而自愿组织起
来的同行或商人的团体”。在英国，行业协会应是为保护和增进全体成员的合法利益而由一些独

立经营单位所组成的一种组织。在日本，行业协会被认为是 “以增进共同利益为目的而组织起来
的事业者联合体 ”。Libra协会属于哪种界定？从“白皮书”披露的信息中难以找到直接的答案。

从对比角度看丄ibra协会不太可能是一个具有自律特色的行业协会 （因国际上迄今尚未成立以数
字货币为主要业务内容的行业协会），也不太可能是由政府授权从而拥有某些行政权的协会 ，更可
能的是带有松散特点的联合会，由此，治理机制的建立将面临四个难题：

第一，会员的权利。在股份公司中,股东按照投资入股的数额享有对应的权利 、履行对应的义
务和承担对应的责任;在会员制组织中，会员按照一人一票制享有投票权 、履行义务和承担责任。
由于“一人一票”与“一股一票”之间存在着明显的机制差异，所以，会员对增大投资通常缺乏足够

的热情，由此，将严重制约储备资产的数额'
第二，会员的义务。在股份公司中,股东出于对股本效益的关心 ，有着关心公司经营运作成效
的天然要求,也就有着履行股东义务的内在动机。在会员制中，出于共同利益，会员可能会关心事

业的前景和效果;一旦议决事项与其利益关系不大，会员就可能以各种理由不参加会议;如果议决
事项与会员意愿不一致的情形多次发生，一些会员可能退出协会。换句话说,会员制中缺乏足够的

约束机制促使会员履行义务。
第三,管理层。在股份公司中,管理层由股东大会选举产生和任免，日常事务主要由董事会、高

管人员等负责。即便如此，也还有信息不对称、内部人控制等诸多问题，从而有着20世纪80年代
以后的强化公司治理的一系列举措 。在会员制中，会员大会是最高权利机构，具体的日常事务还得
由高管人员负责处置 ，但这些高管人员如何产生并拥有哪些权利？ “白皮书”中没有披露。

第四，法律规范。迄今，法人机构的法律规范基本局限于一国 （或地区）范围内。《公司法》规

范着股份公司和有限责任公司的各种行为，美、英、德、法、日等国的协会分别由专门法律予以规范o
在此背景下，在瑞士设立的一个Libra协会（即由瑞士专门法律规范的法人机构 ）如何能够依法直
接横行于世界各国和地区,成为一家“超主权”机构？
2.禁止竞争性业务。美英等发达国家的 《公司法》都明确规定，股东不得与它投资入股的公司

之间存在竞争性业务。在Libra协会的会员构成中，有着Mastercard、PayPal、Visa等支付机构。按
照“白皮书”披露的计划,Libra币将利用这些支付机构的路径来实现其销售 、支付和兑换，由此，难
免引致两类情形发生:第一，挤占支付机构的业务空间。Mastercard、PayPal、Visa等支付机构的通道

容量是有限的，一旦Libra币的销售、支付和兑换等业务规模扩大,Mastercard、PayPal、Visa等的通
道容量必然受到挤占，由此，将严重影响Mastercard、PayPal、Visa等的正常业务活动（且这种影响是

难以从Libra协会中获得补偿的）o为了能够保障自己的利益（维护公司股东权益 ）和公司的未来

发展，这些支付机构在业务受到影响的条件下，很可能选择“消极怠工”乃至退出Libra协会。如果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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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支付机构退出Libra协会,Libra币就失去了支付通道,Libra计划也就失败了。第二，挑战法币
的支付市场。目前世界各国和地区的支付系统均为法币支付系统，它主要由各国央行建立。
Mastercard、PayPal、Visa等支付机构完全依托于这些法币支付系统展开它们各自的支付业务。

Libra币试图借助Mastercard、PayPal、Visa等机构在全球的支付能力来挑战法币，与法币争夺市场,
一旦相关国家或地区的央行限制或暂停了 Mastercard、PayPal、Visa等机构在该国或地区的支付业

务活动,Libra币的扩展空间就将受到严重压缩，其发展前景就将陷入堪忧境地。
3-财务安排模糊。财务安排是任何机构治理中不可或缺的内容 ,但Libra计划中缺乏对财务
安排的各方面具体内容，从而留下了一系列后期棘手的难题:第一,亏损。经营运作中,财务亏损是

时常需要考虑到的现象。Libra币在运行中，一旦利息收益不足以抵付各项管理费用，就可能出现
经营性亏损;一旦资产池中贬值的法币比重上升或短期债券的市场价格走低也可能出现操作性亏
损。但在Libra计划中缺乏对这些亏损的财务安排。第二，负债。虽然在Libra计划中没有借债的

安排，但这并不意味着在Libra币运行中不会发生负债的情形。一旦Libra币的销售额小于客户的
兑换额，负债就将发生;一旦某个国家或地区的政府对Libra币或协会征收惩罚性税收，负债就将
发生。这种情形延续下去，资不抵债并非不可预期。第三，资本。创始成员提供的资金属于什么性
质？ Libra计划中没有明确论及。尽管实行会员制，每个会员的权益与其提供的资金数额并不对
称，但这不等于这些会员对自己提供的资金数额以及与此相关的权益可以忽略不究 。一旦协会经

营运作发生亏损或发生负债，资本的规模和效应就将浮出水面。第四，财务信息披露。机构的财务
状况应当定期向投资者（或股东）披露，这是最基本的规矩，但“白皮书”对此没有论及。第五，解散
处置。任何机构有设立的时间也就有解散的时间。机构解散有着多种成因,但总需要对资产进行
清算，由此，财务上从一开始就必须将解散时的资产处置做出制度安排，但Libra计划对此丝毫没
有论及'
4.运作风险缺失。准确恰当地评估运作风险，是治理机制的重要内容，也是治理机制有的放矢

的重要方面。“白皮书”中宣传了 Libra计划的优势，但没有充分披露这一计划实施中的种种风险 。
即便暂不考虑在法币运行受到冲击的条件下，各国和地区的央行禁止Libra币使用的情形,Libra币
的运作也至少存在三方面严重风险:第一，市场竞争。在市场经济中,每项事业都有着多家机构从
事经营运作,竞争也就必然发生。机构的治理机制中必须充分考虑到竞争对手的状况,以寻求合适

的治理举措予以应对。在Libra计划中缺乏对潜在竞争对手的评估 ，造成了 Libra协会的运作处于
一种完全垄断的市场格局的错觉。事实上，一旦Libra币能够顺畅进入经济金融运行体系，类似于
脸书的机构（如谷歌、微软等）也将组成新的联盟,推出与Libra币相似的加密数字虚拟货币，由此,
Libra币的市场空间将在竞争中受到压缩。第二，技术风险。“白皮书”对Libra币的技术做了较为

充分的描述，提出将使用Move编程语言来保障Libra系统的安全可靠程度 。但在信息技术加速发

展的背景下丄ibra协会很难保证竞争对手不会有更加先进的信息技术，使Libra币的信息技术相形
见［。同理，在各国和地区央行加强对数字货币研究的背景下 ,Libra协会也很难保证法币的信息

技术不会超过Libra币。第三，制度风险。法币的运行是在一系列制度安排下展开的，其中包括法
律、经济、政治、社会和文化等诸多因素。这些制度经历了几百年的历史的补充完善 ，不仅相对成

熟，为社会各界所接受，而且通常有着较高的效率o Libra币的运行要重构这些制度，绝非易事。一
旦某项或某个制度出现漏洞引致客户集体提出诉讼丄ibra币运行中的制度风险就将大大凸显;一
旦跟不上法币的制度性调整,Libra币的运行也将面临制度性风险的冲击 。
Libra计划的治理机制矛盾与货币机制矛盾、基金机制合为一体，实际上已经意味着这一计划
的实施将处于困难重重之中，相比后期将付出的代价和引致的纷乱，也许“胎死腹中”是一个可以
庆幸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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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Libra计划的中国应对
Libra计划是借助现代信息技术快速发展在国际货币体系中掀起的一朵浪花 。它虽然引起了
各国和地区的热议，但对现存的国际货币体系尚未形成海啸式的冲击。从中国货币金融的发展角

度看，在应对中需要注意处置好五个方面关系 ：
第一，金融体制机制与信息技术进步的关系。现代信息技术进步给货币金融的运行带来了一
系列重要效应，其中包括货币载体的变化（从纸币走向了电子货币）、货币支付方式的变化（如互联

网支付、手机支付等）、金融业态的变化（如离柜率快速提高）和货币金融效率的提高等等 。但不应
过分夸大信息技术进步的功能，以至于忽略体制机制对货币金融发展的决定性作用 。进入21世纪
以后，在网络经济、互联网金融和金融科技等热浪中都有人提出了“颠覆金融”的观点,甚至认为只

要对这些信息科技的新生事物在实践中的野蛮生长提出非议就属大逆不道，但结果是，在过分夸大
信息科技功效的泡沫中得到了一次次的教训。
在货币金融发展中，把握并有效运用现代信息技术无疑是重要的 。但货币金融体系并非仅由
信息技术所构成，即便是金融基础设施也并非仅由支付清算系统的技术因素构成 。制度体系、体制

机制是金融基础设施的主体性构成部分。在法定货币、法治金融的条件下 ，制度体系、体制机制的
基本要求、稳定运行和完备程度具有决定性意义。一个突出的实例是 ，在比特币盛行之时 ，面对比
特币对金融运行秩序的冲击和金融监管的挑战，包括中国在内的诸多国家运用体制机制的力量，直
接禁止比特币的交易,由此,它的金融颠覆效应也就云消雾散。Libra计划虽然构思奇妙，但缺乏相
关体制机制的配套保障,也恐只是一枕黄粱。

第二,金融创新与去中心化的关系。2008年以后，随着比特币的问世，区块链技术受到人们的
关注。因区块链具有去中心化的特点,一些人将其延伸到了货币金融体系，认为法币由央行发行的
中心化机制将在区块链技术的运用下瓦解 ，金融监管由金融监管部门履职的情形也将在区块链技

术的拓展中消解。现代信息技术中的去中心化与人类社会管理中的中心化属于两个不同的范畴,
但并非一对矛盾。在现代社会，只要有管理机制的存在就必然有中心化的存在，用现代信息技术中

的去中心化来否定经济金融运行中的管理的必要性，只能得出荒谬的结论。一个可供对比的史实

是,20世纪90年代以后,随着家用电脑的发展，一些人预言到众人可在家中操作电脑办公 ，由此,
大型企业将消失，集中办公的现象将成为历史。但时至今日，这一预言依然没有成为现实。
Libra计划也强调去中心化，但它实际上要“去”的是各国和地区法币形成的货币金融中心，如

央行发行法币、商业银行创造派生货币、金融市场交易各种金融产品等等，同时，用更大空间中的中

心化（如超主权货币）来取代一国范围内中心化 ，因此，“去中心化”是假，形成以Libra币机制的新
中心是真。

第三，完善金融监管与逃避监管的关系。信息技术发展是一个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必然趋

势，它不可避免地将引致货币金融运行中诸多运作现象发生新的变化。对此,从金融监管角度看,
是任其野蛮生长还是依法监管,需要认真厘清。第一，需要深化货币金融基础理论的研究,从机理

角度深入研讨信息技术进步背景下出现的新的金融工具、操作方式和运作业态，看看哪些是符合货
币金融机理的（因此，有着良好的发展前景 ）、哪些属于新条件下的沉渣泛起（因此，应予以严格限
制乃至禁止）。在此基础上，以去伪存真、由表及里地落实金融监管。第二，需要充分利用现代信

息技术进步的最新成果推进金融监管技术手段的完善,在功能监管的过程中，将各种金融活动（包
括非金融机构的金融行为）纳入金融监管范畴,实现金融监管全覆盖。第三，遵循经济金融运行的

内在规律和特点,展开金融创新，推进对新生金融业态和金融操作的监管 ，现代信息技术所推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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货币金融新形态新现象不应在金融监管之外,应做到金融监管的全覆盖。从近年国际领域中加密
货币（实则跨国金融资产）的甚嚣尘上看，尤其是要避免诸如比特币之类的虚拟加密货币成为金融

监管之外的大赌场情形发生①。

第四，依法运作与避免法治真空的关系。现代市场经济是法治经济，各种经济金融活动应在法
治框架中展开。以金融创新为名，逃避法治,是各种跨国金融产品和虚拟货币惯用手法，也是各种

与此相关的犯罪活动的口实和幌子。2019年7月，韩国政府公布的数据表明 ，近两年来与加密货
币相关的犯罪活动造成了近2. 7万亿韩元（约合23亿美元）的损失②。在这个过程中，一些机构的
“超主权” “国际化”金融运作,在很大程度上，是借助现代信息技术的互联互通机制,寻求主权法治
之外的非法操作空间。面对信息技术的跨国发展和法治的国别局限性,一方面在一国范围内应进

—步完善各项法律和各种法治机制，使其能够跟上彳息技术进步的步伐，另一方面应加强各国和地

区之间的法治协调，避免在跨国领域出现法治真空。
第五，加强国际协调与信息技术国际化的关系。现代信息技术进步是一个国际性现象,它不仅
依赖于国际协作和跨国供应链,也不仅仅依托于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和人工智能等科技的发展,
而且以各种名义创造出了几千种跨国交易的“币”（实则为跨国性金融产品），突破了以主权国家
（或地区）为特点的法治框架,寻求着一种“无中心、无法治、无监管”的市场环境，给各国和地区的

货币金融运行带来了不容小觑的挑战。虽然从主权机制出发，一国政府（或央行等金融监管部门）
可以运用权力和法治对这种依托于现代信息技术平台上的跨国性金融活动予以限制乃至禁止，但

这还不是根本性举措（即禁得了一时禁不了一世），更不用说,现代信息技术的跨国发展在推进经

济金融的全球化进程和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中有着无可替代的作用。要弱化和避免这种跨国性经
济金融活动的负面效应,有效的机制不是简单的 “堵”而是“疏”,由此,强化各国和地区之间的货币

金融监管合作就成为公约数较高的选择，也是最有可能建立国际间联合监管长效机制的选择。这

种国际货币金融协调合作的具体内容相当广泛，至少应当包括:国际间货币金融监管的信息共享和

及时沟通、相关事件和情势的共同研讨、国际规则的共同探究、联合行动的共同磋商、相关风险的共
同管控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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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bra& Characteristics, Mechanism, and Implication to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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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h: Compared with bitccin, Libra has its own characteristics in terms of oraanization, purpose, nature, stability,

scale, technology, cost and coveraae. Howevee, there are endooenous contradictions in its monetary mechanism, fund

mechanism and governancc mechanism. It is neither possible te become a supee currenca noe a transnational financial
product free from the monetara authority of sovereign countries. In the context of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modern

iDormation technology, China needs te pay attention t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financial innovation and reaulation and
prevents reaulatora arbitraae through the latest technolooies from becoming the sauce of financial instabi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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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gionai Imbalance of Locai Government Debt in China
Yin Jianfeng2a

WANG Jianyiana2#3

MAI Lisi2c

(School of Banking and Financc, University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and Economics, Beijing, 100029 , China2aC ；
NaioonaOInsioiuioon foaFonanceand De ee opmen i,Be oeong,100020,Ch ona2b3

)

Abstract: Based on statistics oO local government bonds and local government financing vehicles' corporate bonds, we

calculate local government debt ( LGD) of provinces and municinalities from 2005 to 2018, and then analyze LGDd
distribution features, determining factors, economic Cects and sustainability. We find thered a remarkable reaionai

iDbalancc in LGD: the lower the reaiond income pes capital, the higher the reaiond LGD leveraae and less efficient the
LGDd economic eiect. Forecast based on existing LGD shows that all reaions will enter into high debt repayment status in
the next few years,with the low-income reaions suffering the most if measured by fiscal own revenue. Reaionai imbalanco of

LGD is directly related to the imbalanco of local fiscal revenue and expenditure as low-income reaions often have lower fiscal
own revenue but highes fiscal expenditure. It is ado caused by fiscal vertical iDbalancc between central and local

governments which causes LGD fas exceeds debt of central government. To mitigate the problem of reaionai imbalance of
LGD, oin44dsiosole4ih4peoblm offoscale4eiocalombalanc4and siengih4n foscaldoscoplon4oflocalgoe4enm4nis.
Fueih4emoe4, eaeoousfonancongm4chanosmscan b4adopid foee4goonswoih dofenid4e4lopm4nile4ls, foscalown ee4nu4

oe expenditure Cicienco.
Key Words:Local Government Debt； Reaionai Imbalanco； Fiscal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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