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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元宇宙是超越虚拟与现实的终极愿景，可

以理解为创造一个平行于现实世界的人造

虚拟空间，承载用户社交娱乐、创作展

示、经济交易等一切活动。虚拟空间具有

高沉浸感和完全的同步性，逐步与现实世

界融合、互相延伸拓展，最终达成“超

越”虚拟与现实的“元宇宙”，为人类社

会拓宽无限的生活空间。

多国政府高度关注对元宇宙带来的技术创

新和经济增长机会，但目前尚无任何国家

形成完整的、体系化的元宇宙经济发展方

案。一些国家和城市从法律法规和产业政

策入手，支持并规范元宇宙经济的发展。

韩国首尔是世界第一个把元宇宙写入城建

规划的城市，在经济、教育、旅游和行政

等多个领域通过元宇宙来提供更高质量的

服务。新加坡力争成为亚洲元宇宙中心，

对加密货币采取积极姿态，新加坡的部分

银行也开始探索元宇宙服务以巩固其数字

银行业务。迪拜则寻求打造成世界十大元

宇宙经济体之一，以及元宇宙社区的全球

枢纽。迪拜不仅努力吸引来自世界各地的

加密货币公司，而且成立了全球第一个元

宇宙监管机构。

在全球范围内，元宇宙经济正在带动多领

域的商业模式创新。在社交经济领域，元

宇宙作为不同的社交场景的门票，具有社

交圈价值，预计2024年“元宇宙”直播和

其他社交应用中的全球收入为4000亿美

元1。在土地经济领域，地理空间的稀缺

性和产业集聚效应使元宇宙中的土地价值

高度分化。在过去数月，元宇宙虚拟土地

价格升幅为500%2。在身份形象领域，元

宇宙体验围绕化身形象展开，化身形象将

备受资本关注。2028年，全球虚拟活动的

市场规模预计将达到5048亿美元3。在数

字品经济领域，NFT数字商品价值逐渐凸

显。2020年全球NFT交易规模为8200万美

元，2021年为176亿美元，而截至2022年
5月2日，全球NFT市场总交易额已突破550
亿美元，达到551.6亿美元4。在金融经济

领域，元宇宙将为金融投资、投机带来许

多机会，并创造巨大价值。2025年，全球

元宇宙经济规模预计将达到8000亿美元5。

全球元宇宙经济发展动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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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日益重视互联网、人工智能等行业的

发展，致力于打造科技强国，出台了一系

列政策支持行业发展，加快物联网、大数

据、区块链、5G、AI、VR/AR等新技术的

发展，进一步推动元宇宙行业发展。2030
年全球元宇宙市场规模将从4千亿美元6增

长到13万亿美元7，中国市场在全球的占比

将从21年的25%8增长到30年的42%9。

中国元宇宙经济发展导向

2021年—2030年世界元宇宙市场规模及中国占比

信息来源：Statista，Citi，信通院，IDC，德勤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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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相对于全球元宇宙在社交经济、土

地经济、身份形象、数字品经济与金融经

济等多个领域的发展，“元宇宙”在中国

市场的价值主要体现在身份形象和金融经

济两大领域。

在身份形象领域，中国数字人领域持续良

好发展，未来增长潜力明显。AIGC（AI 
generated-content）有望创新数字人内容

生产流程，叠加政策利好，中国数字人行

业规模或将持续增长。一方面，虚拟数字人

市场潜力可观。根据相关数据，中国虚拟

数字人市场规模在2030年预计将达到2703
亿元10，远高于2021年的1075亿元11。另一

方面，虚拟数字人相关企业不断涌现。据统

计，中国虚拟数字人相关企业新增注册量已

从2019年的100家高速增长至2021年的585
家12。

在金融经济领域，“元宇宙”或为中国金

融数字化转型提出新方向。例如，元宇宙

的出现，业已推动银行的商业模式与服务

形态从线下实体转向虚实互补。在国内，

浙商银行、江苏银行、百信银行等商业银

行已开始布局元宇宙，其落地的应用于服

务主要包括虚拟数字人、数字藏品和建设

元宇宙营业厅三类，旨在为客户提供沉浸

式的金融服务体验。

中国在培育元宇宙经济的同时，也密切关

注和预防潜在风险，包括隐私、知识产

权、垄断、治理等一系列领域将面临新的

挑战。在隐私风险方面，由于元宇宙个人

信息收集的海量性、集中性、隐私性，导

致一旦信息被泄露，个人隐私的损失将是

全方位的。在知识产权方面，当人们进行

NFT交易时，并不会拥有该资产所承载的知

识产权，进而容易引发相关纠纷。在经济

风险方面，由于元宇宙中商品交易市场和

金融资本市场的主要模式是去中心化的点

对点交易，使得数字商品通胀和数字资产

泡沫比实体经济更容易发生。在垄断风险

方面，资本力量将主导元宇宙市场有可能

形成垄断局面。在治理风险方面，由于元

宇宙突破了国家地理疆界，需要防范有可

能形成的治理空白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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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各地发展策略上看，全国各地区均针

对“元宇宙”陆续推出了产业相关发展及

扶持政策。目前，共有24个省/市在十四五

规划、政府工作报告、元宇宙产业规划和

扶持政策中，提及了元宇宙，或出台了元

宇宙产业发展扶持政策。

一线城市在元宇宙产业建设规划方面更具

优势：一线城市产业相关头部企业聚焦，

经济发达，应用场景丰富，院校科研力量

强。其中，北京在人才、企业资源方面有

着显著优势，着重于构建良性产业生态。

上海的数字产业发达，且已经在不同领域

进行规范性与前瞻性部署，有着丰富的应

用场景。相较北京，上海更加注重构建从

底层基础到配套应用的全面布局。深圳则

拥有良好的元宇宙产业生态基础，深圳市

数据交易所也为深圳市发展数据交易产业

提供了便利。深圳市一方面着力抢占虚拟

世界文化发展高地，助力其打造创新创业

创意之都；另一方面以前沿概念整合前沿

技术，从而进一步提升自身战略性新兴产

业的发展能级。

二线城市紧随或超越一线城市。二线城市

多为区域发展中心，经济能力较强。部分

二线城市（如杭州）拥有数字产业龙头企

业，在元宇宙产业发展中占有一定优势。

三线城市聚焦基础设施建设。多数三线城

市仅提及“元宇宙”，尚未发布具有元宇

宙产业发展的相关政策。三线城市目前发

展重心尚在基础设施建设，为元宇宙发展

奠定基础。

但是，各地出台的元宇宙方面政策大多集中

在地方政府产业扶持方面，至今尚没有全国

层面的专门立法规范元宇宙产业。而欧盟则

已经先后出台了《数字市场法》《数字服务

法》，并计划于2023年出台元宇宙监管立

法。由于欠缺上位法的规范，目前各地出台

的各地所出台的各项政策尚不能解决元宇宙

产业发展中面临的问题，例如：

中国多地元宇宙产业正在
起步阶段

跨境投资和交易的法律和税务处理；

相关资质的要求和取得；

虚拟货币的使用；

跨境数据传输，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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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勤对地方政府促进元宇宙
经济发展的四方面建议

中国目前“元宇宙”政策主要包括促进元

宇宙相关企业聚集、深化各领域应用推

荐，并打造优越的产业创新生态体系。元

宇宙发展政策的制定需要从产业布局、

示范应用、国际合作、人才引进、产业指

导、标准研制、产权保护、基金引导等多

方面进行考量，可以优先从产业规划、应

用试点、企业扶持、人才引进四方面入手

培育地方元宇宙经济。

信息来源：德勤分析

产业布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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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产业规划方面，地方政府建设元宇宙产

业园区，以期形成产业聚集效应，并发挥

产业协同效应。此外，地方政府还前瞻布

局未来产业及技术，瞄准元宇宙等前沿领

域，打造一批领航企业、尖端技术、高端

产品。

在应用试点方面，各地地方政府不仅开

展元宇宙应用试点，为元宇宙技术提供商

务、娱乐、工业等落地场景，而且推动元

宇宙、大数据、5G、云计算、区块链等相

关技术与实体经济融合，力求以先进技术

升级现有产业，并进而带动地方经济发展。

在企业扶持方面，地方政府通过标杆、重

点项目，打造示范性头部企业，带领地区

产业链发展。除此之外，地方政府还为元

宇宙公司初创期保驾护航，打造覆盖元宇

宙产业的基金、提供融资服务，支持元宇

宙初创项目。

在人才引进方面，各地地方政府充分发挥

地区产学研优势，推动元宇宙相关科研与

技术成果转化落地，加强人才引进力度，

并提供人才住房、落户、教育等全方面便

利政策。

同时，政府需要密切关注元宇宙产业快速

发展时的伴生风险，并应当出台相关的法

律法规与监管政策以推动元宇宙行业的稳

健发展。政府现有的传统的技术条件和监

管模式并不完全适用于元宇宙领域，应当

有针对性的建设更加完善的监管体系。此

外，在元宇宙产品与代币交易领域，政府

不仅应当进一步明确元宇宙项目、开发者

及玩家各自的权利，并界定数字资产的相

关权利，还应当更新现有的金融监管政策

以规范元宇宙数字资产交易。在网络信息

安全、个人数字化身份等领域，政府则应

当创新数据管理模式创新，推动数据权属

明晰化，增强数据治理能力和数据监管水

平。自由贸易试验区等开放区域可以为元

宇宙领域的政策突破和监管创新提供先行

先试的优渥土壤。例如，全国首个元宇宙

开放创新试验区就落地在横琴粤澳深度合

作区内，可以在跨境贸易、金融应用和数

据传输等领域展开先行先试。



行业展望

随着相关技术的进步，元宇宙的应用场景将不断丰富，元宇宙技术的应用将

更加广泛和深入。快速发展的同时也伴随着一定风险，行业的稳健发展需

要得到有效保障以及监管。我们认为，元宇宙企业竞争将趋于激烈，为了获

取竞争优势，元宇宙相关企业将会更加关注核心业务模式创新、精细化运

营与生态建设、规避政策风险等方面。同时，关注元宇宙风险，包括隐私风

险、经济风险、垄断风险、治理风险，等等。政府持续完善监管，元宇宙目前

仍在起步阶段，传统的技术条件和监管模式并不完全适用于元宇宙领域，

需要更完善的监管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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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门殷皇子大马路43-53A号
澳门广场19楼H-L座
电话：+853 2871 2998
传真：+853 2871 3033

南昌
南昌市红谷滩区绿茵路129号
联发广场写字楼41层08-09室
邮政编码：330038
电话：+86 791 8387 1177

南京
南京市建邺区江东中路347号
国金中心办公楼一期40层
邮政编码：210019
电话：+86 25 5790 8880
传真：+86 25 8691 8776

宁波
宁波市海曙区和义路168号
万豪中心1702室
邮政编码: 315000
电话：+86 574 8768 3928
传真：+86 574 8707 4131

三亚
海南省三亚市吉阳区新风街279号
蓝海华庭（三亚华夏保险中心）16层 
邮政编码：572099
电话：+86 898 8861 5558
传真：+86 898 8861 0723

上海
上海市延安东路222号
外滩中心30楼
邮政编码：200002
电话：+86 21 6141 8888
传真：+86 21 6335 0003

沈阳
沈阳市沈河区青年大街1-1号
沈阳市府恒隆广场办公楼1座
3605-3606单元
邮政编码：110063
电话：+86 24 6785 4068
传真：+86 24 6785 4067

深圳
深圳市深南东路5001号
华润大厦9楼
邮政编码：518010
电话：+86 755 8246 3255
传真：+86 755 8246 3186

苏州
苏州市工业园区苏绣路58号 
苏州中心广场58幢A座24层
邮政编码：215021
电话: +86 512 6289 1238
传真: +86 512 6762 3338 / 3318

天津
天津市和平区南京路183号
天津世纪都会商厦45层
邮政编码：300051
电话：+86 22 2320 6688
传真：+86 22 8312 6099

武汉
武汉市江汉区建设大道568号
新世界国贸大厦49层01室
邮政编码：430000
电话：+86 27 8538 2222
传真：+86 27 8526 7032

厦门
厦门市思明区鹭江道8号
国际银行大厦26楼E单元
邮政编码：361001
电话：+86 592 2107 298
传真：+86 592 2107 259

西安
西安市高新区唐延路11号
西安国寿金融中心3003单元
邮政编码：710075
电话：+86 29 8114 0201
传真：+86 29 8114 0205

郑州
郑州市金水东路51号
楷林中心8座5A10   
邮政编码：450018
电话：+86 371 8897 3700
传真：+86 371 8897 3710

北京
北京市朝阳区针织路23号楼
国寿金融中心12层
邮政编码：100026
电话：+86 10 8520 7788
传真：+86 10 6508 8781

长沙
长沙市开福区芙蓉北路一段109号
华创国际广场3号栋20楼
邮政编码：410008
电话：+86 731 8522 8790
传真：+86 731 8522 8230

成都
成都市高新区交子大道365号
中海国际中心F座17层
邮政编码：610041
电话：+86 28 6789 8188
传真：+86 28 6317 3500

重庆
重庆市渝中区民族路188号
环球金融中心43层
邮政编码：400010
电话：+86 23 8823 1888
传真：+86 23 8857 0978

大连
大连市中山路147号
申贸大厦15楼
邮政编码：116011
电话：+86 411 8371 2888
传真：+86 411 8360 3297

广州
广州市珠江东路28号
越秀金融大厦26楼
邮政编码：510623
电话：+86 20 8396 9228
传真：+86 20 3888 0121

杭州
杭州市上城区飞云江路9号
赞成中心东楼1206室
邮政编码：310008
电话：+86 571 8972 7688
传真：+86 571 8779 7915

哈尔滨
哈尔滨市南岗区长江路368号
开发区管理大厦1618室
邮政编码：150090
电话：+86 451 8586 0060
传真：+86 451 8586 00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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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勤中国是一家立足本土、连接全球的综合性专业服务机构，由德勤中国的合伙人共

同拥有，始终服务于中国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的前沿。我们的办公室遍布中国30个城

市，现有超过2万名专业人士，向客户提供审计及鉴证、管理咨询、财务咨询、风险咨

询、税务与商务咨询等全球领先的一站式专业服务。

我们诚信为本，坚守质量，勇于创新，以卓越的专业能力、丰富的行业洞察和智慧的技

术解决方案，助力各行各业的客户与合作伙伴把握机遇，应对挑战，实现世界一流的

高质量发展目标。

德勤品牌始于1845年，其中文名称“德勤”于1978年起用，寓意“敬德修业，业精于

勤”。德勤专业网络的成员机构遍布150多个国家或地区，以“因我不同，成就不凡”为

宗旨，为资本市场增强公众信任，为客户转型升级赋能，为更繁荣的经济、更公平的社

会和可持续的世界而开拓前行。

Deloitte（“德勤”）泛指一家或多家德勤有限公司，以及其全球成员所网络和它们的

关联机构（统称为“德勤组织”）。德勤有限公司（又称“德勤全球”）及其每一家成

员所和它们的关联机构均为具有独立法律地位的法律实体，相互之间不因第三方而

承担任何责任或约束对方。德勤有限公司及其每一家成员所和它们的关联机构仅对

自身行为承担责任，而对相互的行为不承担任何法律责任。德勤有限公司并不向客户

提供服务。

德勤亚太有限公司（即一家担保有限公司）是德勤有限公司的成员所。德勤亚太有限

公司的每一家成员及其关联机构均为具有独立法律地位的法律实体，在亚太地区超过

100座城市提供专业服务。

请参阅http://www.deloitte.com/cn/about了解更多信息。

本通讯中所含内容乃一般性信息，任何德勤有限公司、其全球成员所网络或它们的关

联机构（统称为“德勤组织”）并不因此构成提供任何专业建议或服务。在作出任何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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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所和它们的关联机构均为具有独立法律地位的法律实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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