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萨尔瓦多的比特币法定化选择及其现实思考
袁梦琪

2021 年 6 月 8 日午夜，由萨尔瓦多 39 岁的国家总统纳伊布 · 布克尔 (Nayib Bukele) 呈交的比特币法案得到了该国政府及

国会中执政联盟的支持，84 名议员投出了 62 票的赞成票通过国会讨论。萨尔瓦多国会的新闻稿中写道 ：“这项法案旨在为萨

尔瓦多提供更多的工作机会，提升金融的包容性，推动经济的发展。”1 就此，萨尔瓦多成为了世界上首个将比特币设为法定货

币的国家，而比特币在该国也可以用于包括付税在内的各种类型的支付行为。这一利好消息也刺激了比特币市场价格的大涨，

同时带动其他数字货币的上涨行情。在国际社会对比特币尚持观望态度时，萨尔瓦多这一中美洲的小国为什么采取如此主动

的方式拥抱比特币时代的到来？在各个国家中央银行都充分运用货币政策调节国家经济运行时，萨尔瓦多为什么会选择去中

心化的比特币作为法定货币？

一、回看萨尔瓦多的美元化经历

萨尔瓦多共和国（下称“萨尔瓦多”）位于中美洲北部。东北部和西北部分别与洪都拉斯和危地马拉接壤，西濒太平洋，

东南邻丰塞卡湾。面积仅为 2.1 万平方公里，拥有 670.5 万人口，和我国的昆明市大小体量接近。虽然萨尔瓦多积极地投入了

比特币的怀抱，但是该国的货币历史却一直坎坷难行。

萨尔瓦多在 1892 年首次发行国家的主权货币科朗 (Colón)，2 在当时以 2 科朗兑 1 美元的汇率与美元挂钩。在 1931 年萨尔

瓦多脱离金本位制后，科朗的价格一直处于浮动的状态。然后，该国在 1934 年成立萨尔瓦多中央储备银行用以管控科朗的发

行和实施相应的货币政策，但其最初的形态更接近于一个披着“国家机构”外皮的私营公司。直到 1961 年萨尔瓦多中央储备

银行才在法律上被重组为政府实体组织，逐渐向传统的中央银行靠拢，并在 70 年代获得了监督整个金融系统的权力，同时拥

有了负责国家的金融、信贷和货币监管的能力。进入 80 年代后的萨尔瓦多深陷内战冲突，而此时的美国里根政府对萨尔瓦多

表现出了比前几届政府更为浓厚的兴趣，为萨尔瓦多政府军提供军事训练和美元援助。该国的军政府此时在公有化、私有化

的混乱政策中反复跳转，使得该国的经济极度不稳定，科朗极速贬值，直到 1989 年萨尔瓦多的银行系统彻底宣告崩溃。1992 年，

军政府和左翼游击团队签订和平协议，内战落幕。但此时萨尔瓦多的经济也变得千疮百孔，许多本国居民也因为无法忍受混

乱的社会秩序早就移民他国了，其中最为主要的移居国是美国。一方面出于稳定货币价值的需求，另一方面想要融入美国主

导的经济体系中，时任萨尔瓦多总统福朗西斯科 · 弗洛雷斯 (Francisco Flores) 领导的政府提出了货币整合法 (Ley de Integración 

Monetaria)，实施美元化政策，并固定与美元的兑换率为 8.75 科朗兑换 1 美元。他当时声称美元化有许多的好处，可以避免货

币的贬值以及降低银行贷款利息。3 于是自 2001 年 1 月 1 日起，美元就大量地出现在萨尔瓦多的交易行为中，如今作为该国法

定货币的科朗基本已经沦为一种“隐形货币”，而国内真正的硬通货则是美元。这也就使得萨尔瓦多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近乎

无用，整个国家的货币问题走向更依赖于美联储。

萨尔瓦多政府并不是没有反思过美元化对本国经济的负面影响，但该国并没有形成一定的工业体系，还是呈现一个典

型的农业国形态，无法实现有效的国家发展和突破。同时萨尔瓦多可以被称为“打工国家”，近 20 年间，其国内生产总值的

15% 以上都是靠侨汇来支撑，在侨汇收入占 GDP 比重的国家排名中始终位居世界前十，拉美第一。2020 年萨尔瓦多 GDP 的

四分之一都是依靠侨汇，相比较而言远超世界平均值和拉美地区平均值（见图一）。这些侨汇中的大多数“工钱”都是来自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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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务工的萨尔瓦多人。所以自身条件的原生缺陷和对美依存的敏感关系都使得萨尔瓦多无法摆脱美国而自行发展。在这次

疫情的影响下，美国采取了宽松的货币政策，超量印钞，使得美元贬值势不可挡。这一做法一方面使得萨尔瓦多的经济再次

出现波动性，另一方面也影响了侨汇收入，其实就是影响萨尔瓦多实际的 GDP 增速。笔者认为这次疫情的刺激，也使得萨尔

瓦多的领导群体开始思索和寻找新的经济稳定手段，还有“去美元化”的方法。

图一 侨汇收入占 GDP 的比重

数据来源：世界银行

二、细读比特币法定化政策

萨尔瓦多的比特币法定化追随了国际社会的发展趋势，又更进一步。在其他国家依旧采取观察、保持距离的态度时，萨

尔瓦多政府激进地试图通过传统金融手段和数字货币相结合，实现一种“杂交优势”，最终实现具有社会变革意义的数字货币

功能。

（一）比特币试水

2008 年底，一个自称中本聪 (Satoshi Nakamoto) 的人通过一篇《比特币 ：一种点对点电子货币系统》(Bitcoin: A Peer-to-

Peer Electronic Cash System) 的文章阐述了他对电子货币的新构想，他设计开发出了世界上第一个去中心化的分布式匿名数字

货币，也就是比特币。4

十年之后，一个名叫麦克 · 彼得森 (Mike Peterson) 的美国人将比特币带入萨尔瓦多，他让比特币融入该国南部拉利伯塔德

省 (La Libertad) 的宗德海滩 (Playa El Zonte) 当地居民的生活中。麦克在萨尔瓦多期间一直在当地社会福利项目“希望房屋”(Casa 

Esperanza) 中做志愿者，为当地无家可归的人提供生活、教育和医疗上的帮助。2019 年，一位匿名捐赠者联系到他，希望可

以捐赠给项目一笔比特币，但条件是这笔比特币不可兑换成美元并且需要教授当地居民如何使用比特币。于是“希望房屋”

的工作人员们开始努力宣传，并尝试用比特币给项目里的年轻志愿者们结付工钱，但是比特币的使用人数并没有出现大幅的

增长。

疫情到来给萨尔瓦多人民的生活带来了诸多的不便和危险，居民们开始更多地呆在家里，当地的支柱行业⸺�旅游业也

不得不停止。但在这时，比特币的使用却逐渐普遍和流行起来。一批没有现金收入的家庭接受了比特币，并前往杂货店用其

购买生活用品 ；这些没有游客问津的小店也因为接收比特币，而使得原本没有出路的生意运转起来。接下来不到一年的发展

时间，当地的杂货店、餐馆、旅馆、理发店等都可以用比特币来结算，甚至是工作在附近的人员，他们的工资也是以比特币

的形式偿付 ；这一切交易形式都是使用智能手机完成的。他们还可以前往海滩附近专门设立的比特币自动存取款机来兑换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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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现金，所用账户必须是实名制，每日交易限额为 800 美元。直到现在已经有超过 20000 人和 30 多个店铺在这片海滩被纳入

由比特币主导的经济网络中，每天这里都会发生差不多 1000 笔比特币交易，这里也因此被昵称为“比特币海滩”。5

普通民众认为这一数字货币方便了生活，任何支付行为都可以用比特币来实现，同时和美元之间的相互兑换不需要前往“西

联” (Western Union)，也不会被收取佣金。商户们认为融合了比特币的经营方式吸引了前来尝鲜的游客们，促进了旅游业的发展，

带动了当地经济的蓬勃，并且直接的交易免去了不少的税额。所以这群吃螃蟹的人希望能将这一数字货币更多地引入国家经

济中。

（二）比特币相关政策

该国总统纳伊布 · 布克尔 (Nayib Bukele) 显然也与使用比特币的先锋群体有着类似的考虑，他热情地转发所有对比特币的

褒奖言论，热衷于将自己的照片美化成比特币狂热粉丝的形象，双眼散发着镭射光。他在社交媒体上声称如果 1% 的比特币总

量能够投资在萨尔瓦多，那么将给该国增加 25% 的 GDP ；同时比特币还能帮助实现每年六百万侨汇的快速转款。6 试水运营的

成功，加上一个前卫的总统，比特币法定化之路的开启并不是那么意外。6 月 5 日，他在美国迈阿密召开的比特币大会上称其

将在萨尔瓦多实现比特币法定化，引发争论。6 月 8 日，经过国会 4 个小时的讨论，一份有关比特币法定化的三页草案就通过了。

该法案一共十条，包括 ：比特币将作为法定流通货币 ；可以用于商品标价、支付行为和纳税用途 ；比特币交易将无需缴

纳资本利得税 ；比特币与美元的汇率由市场决定 ；美元可以作为会计行为中的参考货币 ；所有机构都应当接纳比特币的付款

方式等。7 其中提到的“汇率由市场决定”和“将美元作为参考货币”，都旨在将比特币与美元的价格脱钩，同时打压美元在萨

尔瓦多的统治地位。该法案 90 天后生效，也就是在 9 月 7 日，萨尔瓦多正式开启比特币之旅。

除了给定比特币在萨尔瓦多的合法地位，布克尔还指示萨尔瓦多的国有地热发电公司利用火山热能，为比特币的“挖矿”

工作提供清洁能源支持，为之后合法增加该国的比特币储量提供后备支持。在基础设施方面，他提到会投放 200 台比特币自

动存取款机和设立 50 个私人站点便利民众们进行比特币的兑换业务，从而在无手续费的情况下将比特币兑换为美元现金。同

时，为鼓励民众使用比特币，他还承诺将向 400 万注册比特币钱包的公民提供 1.2 亿美元的启动资金，每人发放 30 美元的“比

特币红包”。

此外，他还提到政府未来将起草新法案，为所有向萨尔瓦多投资 3 枚比特币的外国移民提供该国的永居权 8，以此作为契机

吸引更多的外国投资者来萨尔瓦多寻找商机。所有以上这些从基础设施到投资移民的政策支持，都是为了萨尔瓦多⸺首个比

特币法定化的国家⸺能够平稳地面对经济变化新动向和新挑战。

三、比特币法定化动机探究

萨尔瓦多先锋式地将比特币拥入怀中的做法，给读者的感受既新鲜又刺激。民众们希望比特币可以帮助实现生活的便利化，

其背后其实还折射和反映着这个国家对于经济独立的追求和去美元化的理想。

第一，如前文写到，萨尔瓦多的经济很大程度上是依赖侨汇收入，在疫情期间尤其是如此。因为本国的旅游业停摆，民

众们的现金收入短缺，使用比特币可以便捷快速地获得侨汇收入而不用支付佣金，因此接收者的现金收入是增加的，可以将

这些“钱”都用于生活所需。从技术层面上来讲，萨尔瓦多 70% 没有银行账户的低收入群体 9 只需要一个电子钱包就可以完成

转账并且成本更低，这更便于他们操作。总统布克尔在提到这一点时尤其强调，如果使用比特币，萨国将不必每年向金融机

构上交 4 亿美元的转账手续费，这些钱都将最终回归到老百姓的腰包里。简单而言，正是比特币的便捷性和无佣金使得民众

愿意使用比特币进行侨汇业务交易。

第二，疫情肆虐的情形下，美国不得不依靠超发美元来缓解经济窘境，而此时身处美元化经济体中的萨尔瓦多公民感受

到原本信任的美元也开始变得购买力下降并且不受控制，他们自然会希望能持有更具有保值作用的产品来进行资产储备。而

比特币设置的固定总值和每年稳定的增长比率，让许多萨尔瓦多人民觉得这会是一份值得信任的投资资产，将它比作“数字

黄金”。它的价值是由供需关系来决定的，而不会像有些国家法定货币会因政府大举印钞而面临一文不值的威胁，例如委内瑞

拉的玻利瓦尔。因此比特币作为资产保值的选择之一在萨尔瓦多颇受民众欢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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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萨尔瓦多政府如此大力推行比特币在全国的使用，其实际意义是政府希望通过推行法币二元化，来加强比特币在

当地的影响力，从而弱化美元在当地的主导地位。这就为萨尔瓦多在未来实现“去美元化”，减少萨国经济对美元的依赖起到

推动作用。美元在其法案中还被定义为参考货币，这一系列举措有利于萨尔瓦多走出美元霸权的局面，从而成长为一个更为

独立的经济体。

四、比特币法定化的现实隐忧

虽然萨尔瓦多总统凭一己之力将“比特币热”带到了该国，但真正要建立起一个合法合规的比特币运行机制还是面临着

不少的现实障碍。首先，萨尔瓦多有 36.4% 的人口还生活在贫困线以下，10 55% 的人口都没有接收到网络服务，11 会使用智能手

机的群体也是极少数。从基础设施的完善到个人装备的齐全，政府希望能将比特币经济普及到全国还需要相当长的时间。其次，

萨尔瓦多 70% 的人口都没有传统的银行账户，让他们从毫无金融活动经验到接触数字货币、电子钱包这些新潮概念，加之受

教育程度低，很可能会使得他们更容易成为比特币诈骗犯罪者的目标而造成当地人财产损失。最后，其实萨尔瓦多反对使用

比特币的呼声还是很高的。萨尔瓦多工商业协会在法案通过后一个星期的时间里对 1600 名民众进行了问卷访谈，包括大商户、

中小商户和非商群体。其结果显示 47.8% 的人群认为比特币的应用并不能吸引投资或增加就业，93.2% 的人表示不愿意以数

字货币的方式接收侨汇，82.5% 的人则表示不愿意以比特币的方式接收侨汇，还有 92% 的非商群体认为不应该强制性地执行

比特币支付方式。12 这些明显的抗拒情绪，显示了萨尔瓦多群体对比特币强烈的不信任感，因此这一新法案的实行也面临着严

峻的社会环境挑战。

除此之外，比特币本身自带的危险性也让人们对其未来表现有所担忧。如经济学家保罗 · 克鲁格曼 (Paul Krugman) 曾提

到比特币自诞生以来十多年里仅因对非法交易友好而闻名，并不如差不多同时间出现的 Venmo、Ipad、Zoom 这些能给人们的

生活带来真正的技术创新，更进一步说，他认为比特币只是一个新型的庞氏骗局，只等着哪天泡沫被戳破。13 首先，比特币的

匿名性给进行非法活动的群体带来了一定的安全感，洗钱行为或者毒贩交易被很好地隐藏了起来，对于犯罪率相对较高的拉

美地区来说，比特币的出现就是给违法者们撑起了保护伞，一些违法的经济行为就会基本脱离国家监管，这其中形成的灰色

产业和非法行为是无法监测的。萨尔瓦多很可能成为罪犯的“天堂”。其次，比特币的设计、生成和运行虽然一部分符合哈耶

克笔下对“非国家化的货币”的构想，能够自由竞争的货币可以逃脱政府垄断货币发行而带来的通货膨胀的危害，14 但这种大胆

的自由主义思想也有其弊端。完全的去中心化、非国家化的货币，与实体经济运行毫不相关，中央政府无法根据经济形势对

货币供应量进行调控。这会使得萨尔瓦多政府对经济更加没有掌控力，还可能引发现有货币金融秩序的混乱。最后，虽然现

在有许多的知名人士在鼓吹比特币的创新性和便利性，但是其交易行为中的投机性还是很明显。比特币交易 24 小时开放，没

有涨跌幅限制，暴涨暴跌的价格很容易被投机分子控制，风险极大，会为萨尔瓦多的经济带来极大的不确定性。

袁梦琪，清华大学国际与地区研究院博士后，研究国家为阿根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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