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市场概况 

•  加密货币市场总市值和交易量总体下降：截止4月1日，加密货币总市
值为2595.6亿美元，环比上周下跌21.1％。在Twitter宣布禁止加密

货币广告后，比特币收于6895.74美元，跌幅达到19.5％。而EOS众

筹地址大量抛售以太坊导致以太坊价格大跌25.17%，收于389.85美

元。 

•  矿工收入下降：由于本周比特币和以太坊的价格暴跌，矿工的收入随
之下降了11.76%和20.58%。而BTC.TOP取代了ViaBTC成为全球第三

大的比特币矿池。 

•  各国监管机构正在研究对加密货币行业的税收政策：在泰国发布加密
货币税收框架之后，韩国政府也宣布将会对加密货币交易进行征税，

相关政策条款会在今年6月完成。 

•  ICO行业覆盖呈现多元化趋势，成功率有所提升：本周内结束了139
个ICO，环比上周增加了3.4倍。其中大多数项目来自美国和欧洲（大

多是英国和俄罗斯）注册，项目内容包括交易平台，区块链服务和贸

易等，总体来说较为多元化。另外，相较于上周，ICO的目标完成率

有所提升。 

 

行业总览 

•  加密货币总市值大跌：根据Coinmarketcap截止4月1日数据，加密货
币市场的总市值跌至2595.6亿美元，环比上周下跌21.1%。在前100

名的加密货币中，有63个下跌20%以上，其中STORM在上周涨幅最

大，而这周却成为跌幅最大的币种，下跌了41.09%。其中只有7个币

种上涨，涨幅最大的为MITH，达到376.77%。总体来说，加密货币

市场下跌的主要原因是Twitter禁止加密货币广告以及EOS抛售以太坊。 

•  加密货币的交易量亦下跌：截止4月1日，前100位的加密货币总体交
易量（24小时）为95.4亿美元，环比上周下跌25.2%。其中81个币种

的交易量下跌，而81个币种中的34个交易量下跌超过50%。其中跌

幅最大的币种为STORM，达到了93.86%，而涨幅最大的是CNX，环

比上周交易量增加了5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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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1. 上周币种涨跌排行榜 

 币种 行业 价格变化 

涨幅榜 

MITH 社交媒体 +376.77%

XPA 区块链服务 +331.53%

ONT 区块链服务 +50.69%

SKY 区块链服务 +31.19%

BTM 区块链服务 +30.75%

跌幅榜 

STORM 区块链服务 -41.09%

ICX 区块链服务 -39.27%

LSK 区块链服务 -35.72%

SALT 区块链服务 -32.89%

REQ 支付 -32.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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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特币和以太坊 

•  BTC . TOP取代V i aBTC成为全球第三大比特币矿池：
BTC.com和AntPool仍然是最大的矿场，分别拥有市场份

额22.65%和15.68%。全球前三的比特币矿场贡献了

50.5%的算力。 

•  矿工的收入下降：比特币矿工所获得的交易手续费环比下
跌10%，总体收入降低11.76%。而以太坊矿工的每日出

块收入环比降低11.5%，总收入下降20.58%。 

•  比特币的交易活跃度降低：比特币每个区块日交易量为

1,172，环比上周降低5.8%，网络哈希率增加4.22%。 

 

 

 

 

  

2

来源: Blockchain.info, Blocktrail, Standard Kepler Research

图表3. 挖矿难度 

来源: Blockchain.info, Etherchain, Standard Kepler Research

图表4. 哈希率（mn） 

来源: Blockchain.info, Etherchain, Standard Kepler Research

图表2. 比特币算力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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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新消息一览 

亚洲各国监管机构开始制定加密货币税收政策：泰国已发布税收框架，

韩国也出了公告表示将会制定税收政策，合理的税收框架有助于缓解投

资者对于逃税和洗钱活动的担心。 

 

行业应用 

•  因美国政府的禁令，加密货币交易所Bitfinex将不会支持委内瑞拉石

油币的交易：美国政府近期宣布禁止美国公民购买委内瑞拉石油币，

以及其他将来可能来自委内瑞拉的虚拟货币。 

•  国际保险联盟创建瑞士区块链创业公司：由Swiss Re和Allianz等保险
业巨头创立的区块链创业公司B3I，旨在为整个保险行业创建一个区

块链交易平台。 

•  Ripple加入Hyperledger区块链联盟：通过与Hyperleger合作，
Ripple的开发人员可以使用Java连接跨账本协议（ILP）为企业级应

用服务。 

监管政策 

•  新加坡，日本金融科技协会签署联合发展协议：新加坡金融科技协会
（SFA）和日本金融科技协会（FAJ）签署了一项备忘录，为金融科

技的发展合作奠定基础。该份协议将会提升日本金融科技行业的知名

度，同时把新加坡视为日本企业在亚洲市场的一个重要据点。 

•  两家日本比特币交易所选择退出市场：继1月份Coindesk被盗5.32亿

美元NEM之后，日本金融厅对交易所的安全要求非常严格，Mr. 

Exchange和Tokyo Gateway因为无法满足监管要求，选择停止交易

退出市场。 

•  韩国宣布将于今年6月公布税收框架：韩国政府监管部门提出“从加
密货币交易获得的利润中征收所得税”，并且将会在6月13日之后建

立全面的虚拟货币税收监管的新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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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apan, France & Germany to 
ask G20 for help regulating 
Bitcoin: In regulating 
cryptocurrencies, emphasis should 
be placed on preventing money 
laundering and the financing of  
terrorism, in addition to consumer 
protection. Besides, Banks should 
be prohibited to hold 
cryptocurrencies. 

SK Comments
Despite the tightening regulation on 
ICOs and cryptocurrencies among 
nations, it can be inferred that most 
nations are positive on the potential 
of  Blockchain technology in 
industry applications. The regulatory 
measures helps to extend the 
applications of  Blockchain 
technology, rather than disrupting it. 
For example, the SFC’s regulatory 
action on Black Cell’s ICO is in line 
with international practice such as 
SEC in the US, where the listing of  
security token should follow the 
guidelines under the SFO. This 
provides additional protection to 
investors and helps to minimize the 
number of  fraudulent ICO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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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行业 结束日期 
已募集
(USD) 

达标率 
%  

Nexo 金融 4⽉月1⽇日 50.08m 95%

4New 能源 3⽉月31⽇日 41.50m 55%

Faceter 安全 3⽉月30⽇日 28.61m 70%

ICO回顾 

•  ICO来自各个国家且覆盖多种行业：本周内结束了139个
ICO，来自很多不同的国家和地区，而美国（17%）仍

然是最多的国家。项目内容包括交易平台（24%），区

块链服务（19%）和贸易（15%）等多个行业。 

•  ICO募资达标率升高：由于许多项目降低了融资目标加
上投资者的信心增加，本周整体ICO的达标率有所提升，

其中Nexo完成了95%的融资目标。 

•  Telegram在第二轮的预售中募集8.5亿美元：总共募集

到的17亿美元会用来开发电报区块链项目Telegram 

Open Network（TON）。 

展望 

各国的行业先驱们正在利用区块链技术形成联盟，例如新加坡和日本的

金融科技协议，保险业巨头创立的区块链创业公司，这些行为都预示着

将来会有越来越多的区块链联盟与合作方式的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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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 ICOdrops 

图表5. ICO募资金额排行榜 

 

图表6. ICO地区 

来源: ICOdrops, ICOBench, Standard Kepler Research

国家 ICO数量 

美国 24

英国 11

俄罗斯 10

香港 7

新加坡 7

英属维京群岛 5

其他 7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