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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研究究摘摘要要  

数数字字化化创创业业与与保保险险的的支支持持作作用用  

Darren Pain，“演变中的责任险”专题主管 

日内瓦保险协会 

 

数字化正在从根本上改变企业的形成和运作方式。这不仅仅是一个技术问题，而且反映了新型企业

合作、设计和部署新产品/服务方式的变化。在线平台和相关的应用程序接口（APIs）是这种新的

数字化创业生态系统所依赖的基本架构。数字化企业家是这一数字转型的关键工程师，而保险也是

一个重要的促进因素，保障他们能够专注于商业和财务挑战，而不必担心营业中断的负面影响。 

 

谁谁是是数数字字化化企企业业家家？？  

与平台用户不同的是，数字化企业家生产和交易的是数字人工制品——其存储在数码/电子媒介

上，为最终用户提供功能和价值。在线销售商品的传统经营者或某些独立承包人，如作为网约车平

台一部分的出租车司机，实际上并不创造数字人工制品，他们只是使用其来促进业务。同样的道

理，开发数字人工制品的人也不一定就是企业家。人们可能会存储和分享软件代码或知识（通过

GitHub 或维基百科等平台），但他们的动机通常不是为了利用获利机会或将想法或概念发展为商

务。数字化创业者大致可分为三个类别（图 1）： 

•数字平台的拥有者，包括新的和已建立的。 

•科技初创企业/应用开发商——为计算机或移动设备生产新硬件或软件的公司（通常通过现有平台

经销）。 

•内部创业者——现有公司的员工在组织内部进行数字化创新（例如，一个新的平台商业模式）。 

 

图图 1：：数数字字化化创创业业者者和和共共享享经经济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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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日内瓦保险协会 

 

数数字字化化创创业业在在哪哪里里最最活活跃跃？？ 

发达的实体、金融和教育基础设施意味着主要发达经济体在数字化创业方面领先于世界。在新

平台生态系统方面，北美和欧洲的排名最高。但随着关键的区域初创中心的出现和新数字公司

的快速增长，发展中经济体正在迅速追赶，尤其是那些部署了人工智能 (AI)、区块链和机器人
技术的公司。这一点在亚太地区尤其明显，根据研究公司 Startup Genome的数据，亚太地区
现在占了世界顶级初创生态系统的近三分之一（图 2）。更为普遍的是，平台化正从初创企业
扩展到成熟的公司，这些公司越来越多地使用“一切皆服务”的商业模式，并对产品的使用收

费，而非直接销售。 

 

图图 2：：全全球球顶顶级级初初创创企企业业生生态态系系统统的的区区域域分分布布 * 

 
资料来源：Startup Genome1 

 

驾驾驭驭不不断断变变化化的的创创业业风风险险格格局局 

新型数字化商业模式的一个重要推论是企业价值主要来源的转变。与传统企业相比，数字化公

司通常拥有相对较少的有形资产，但会从人力资本、软件和知识产权等无形资产中产生出更多

的价值。大型科技公司的崛起只是这种变化的缩影，而这种现象本身则越来越普遍。无形投资

在美国企业总投资中的份额已大幅上升（从 20世纪 80年代初的 15%以下上升到 2020年的
35%以上）。2 

从广义上讲，企业的无形资产反映了企业成员的贡献，包括员工和其创始人（人力资本），与

客户和供应商的关系（关系资本），以及员工下班后余下的一切，包括软件和知识产权（结构

 
1 Startup Genome 2021. 
2 Ocean Tomo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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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见图 3。对于那些业务模式主要或完全在线的数字化原生企业来说，大量使用软件
和用户生成的内容来支持其平台和网站，对其业务发展绝对是至关重要的。 

 

图图 3: 无无形形资资产产的的类类别别 

 

 
资料来源：Lloyd’s of London/KPMG3 

 

然而，影响无形资产价值的因素是复杂的，且并不总是被充分理解。它们包括那些提升公司价

值的因素，以及损害公司净值的责任和突发事件（即无形负债，如声誉损失或可能导致法律索

赔的不安全的工作条件以及伤害员工或客户的产品）。无形负债包括导致声誉损失、知识产权

侵权、平台/软件用户的伤害或损失索赔，或违反网络安全/隐私的潜在责任和意外事件。无形
风险难以量化，部分原因在于数字化公司运营的立法和诉讼环境本身仍在演变。然而，如果它

们变得明朗和具体时，其中一些可能最终会威胁到公司的生存能力。此外，某些风险可能处于

潜伏状态，特别是当一些无形资产未在正式财务报表中被确认时，在采取补救措施之前，可能

发生的损失就会被放大。 

 

升升级级保保险险服服务务 

并非所有的风险都是可保的，尤其是因为有些商业风险是不可量化的，而且基本上不可分散，

这些最好由公司的投资者来承担。尽管如此，保险在调整其解决方案以帮助企业应对意外的经

营挫折方面已有着悠久的历史。随着时间的推移，可保风险的界限会发生变化，部分原因是由

于企业家自身的行动，以及可靠的数据有助于将不确定性转化为可保风险。因此，商业责任保

险以及网络和知识产权保险等支持性的保障将不断发展以适应一些新的无形风险。

Aon/Ponemon的一项调查显示，信息资产的投保率还不到 20%的——这意味着保险保障的不
足程度相当严重。4  

保险部门对小企业的服务尤其不足。根据美国的一项调查，在经营至少一年的小企业中，有

44%的企业从未购买过保险。5 尽管几乎一半的企业没有任何其它机制来帮助减轻风险。这可

 
3 Lloyd’s of London/KPMG 2020. 
4 Aon 2020. 
5 Next Insurance 2018. 

资料来源：日内瓦保险协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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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ertain cities in developing economies, 
particularly in Asia Pacific, are rapidly 
developing their start-up ecosystems 
and have overtaken counterparts in 
some advanced economies.

Figure 6: Share of top global start-up ecosystems, by 
reg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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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7: Number of unicorns, by reg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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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ther cities from around the world, however, have 
become increasingly important start-up hubs. In 
particular, some cities in developing economies have 
rapidly developed their business ecosystems and have 
overtaken some counterparts in advanced economies, 
mainly in Europe. A major beneficiary of this catch-up 
process has been Asia Pacific, which in 2020/21 accounted 
for close to a third of the world’s top start-up ecosystems, 
up from a fifth in 2012 (Figure 6). Furthermore, of the 11 
new ecosystems that made the list of leading ecosystems, 
six were from Asia Pacific.

27 Startup Genome 2021.
28 https://www.cbinsights.com/research-unicorn-companies
29 Ibid.
30 Orios 2020.

Mainland Chinese cities, especially Beijing and Shanghai, 
have had a meteoric rise in recent years, breaking into 
the world’s top 10 start-up ecosystems.29 For some 
market segments like FinTech, start-up hubs in Beijing 
and Shanghai can compete with the U.S.’s Silicon Valley. 
Start-ups there leverage the large domestic market and 
also harvest insights from financial and non-financial data 
in ways that expand the scope of digital platforms and 
complementary businesses.

The scaling up of tech businesses has also become more 
international. Although the majority of ‘unicorns’ – privately 
held start-ups whose value is estimated at more than USD 
1 billion – are based in North America, they are increasingly 
emerging elsewhere (Figure 7). Asia now boasts over 200, 
two thirds of which are Chinese companies. Furthermore, 
the time taken to achieve unicorn status has fallen. For 
example, in India the average length of time from founding 
to becoming a unicorn has fallen by a third since 2005 to 
less than three years in 2020.30

3.5 Mature and nascent start-up 
 subsectors

Fintech is one of the more mature areas of start-up 
activity (along with cybersecurity, life sciences and digital 
media). After rapid growth in firm creation and early-
stage funding – nearly one in every 10 global start-ups 
is linked to Fintech – many start-ups are well along their 
lifecycle with relatively more late-stage financing and 
exit transactions. Within Fintech, one fast-maturing 
field is developing tech-led innovations in insurance – 
often collectively called InsurTech. Globally, funding for 
InsurTech start-ups picked up sharply over the past few 
years, with late stage investment progressively accounting 
for a larger share of deals (see Box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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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反映出企业家对保险的兴趣有限，也许是因为他们低估了某些风险的规模和严重程度，尤其

是那些超出他们控制范围的风险。在另一项调查中，有超过三分之一的小企业经历了一个可能

导致保险索赔的事件。6 数字化企业的建立和发展速度之快，以及不断变化的法律环境和有限
的风险管理专业知识，都可能会助长此类盲点。 

因此，保险公司为提高对新兴风险和保险益处的认知而采取的举措将有助于提升新型数字化公

司的韧性。那些了解初创企业风险保障需求的专业保险人员以及条款更清晰、措辞更简单的保

单尤其会提高对保险的感知价值。 

在推行这些营销措施的同时，保险公司还需要通过以下方式来强化保险的价值主张： 

•产品创新——参数保险可能特别适用于由于无法获得产品/服务或其性能/表现不佳而导致的
损失，而非实际的损害或伤害。这方面的例子包括基于定制指数的声誉风险保障、为人工智能

软件提供由保险支持的担保，以及云/IT出现故障导致的营业中断保险。保险公司还可以通过
增值服务或为作为贷款抵押品的无形资产的价值提供担保，或保护投资者免受众筹欺诈的影响

来支持企业。 

•流程创新——实现自动核保和精简分销，包括通过与保险科技公司合作以及与企业合作收集
和分析关键数据，将有助于为数字化初创企业提供灵活和定制的保障。 

•组织创新——保险公司为采纳应用程序接口（APIs）而重新设置业务模式将使它们能够更好
地与数字平台连接并收集业务相关的信息。这将为创建高度细化的风险校准模型提供切实的机

会，以实现对数字化企业家有吸引力的新的保险机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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