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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在未来价值转移系列前文中所讨论过的，在规模不断扩大

且又相互关联的网络中，价值的概念不仅包括实物资产、商品

及服务的融合，还包括了数字原生形式，价值的数字表现形式

在不断增加。更重要的一点在于，通过用户活动产生的数据价

值再次成为了人们关注的焦点，用户对于数据获取和运用权力

的提升已成为不可阻挡的趋势。

这一焦点正体现在数字身份的扩展概念中，其很快便不再仅仅

作为一种验证手段，同时还囊括了由支撑价值网络的数字生态

系统内部和之间的行为所产生的价值。

未来价值网络的演变将使价值以数字形式进行转移，创造流动

性充分发挥其价值潜力，同时建立一个良性循环，推动持续增

长并开辟新的商业机会。

进一步而言，可以设想物理身份与一个能够与其相互识别和转

移的数字原生生态系统的融合。

要实现这一愿景，就需要在这些生态系统之间建立一种互操作

性和沟通的机制。正如不断发展的支付平台一样，价值转移平

台应使价值能够在不同生态系统的多对多连接中无缝流动，从

而使价值网络从支付变为交换。

值得注意的是，互联互通是生态系统从价值链向价值网络转变

的首要因素。缺乏互操作性会扼杀竞争，阻碍规模经济发展，并

妨碍消费者和许多其他参与者的幸福指数。缺乏互操作性的生

态系统效率低下，与扩大包容性的目标背道而驰，导致市场饱

和并抑制利润，最终将不被使用。

然而，并非所有价值网络的参与者都能对互操作性全盘接受。

例如，在高度集中的市场中，占主导地位的参与者可能会通过

维持闭环系统来试图束缚消费者和竞争对手，选择最大化的市

场份额，而不是将市场“蛋糕”做大。

价值不仅会在特定生态系统的参与者之间转移，

也将在平行生态系统的参与者之间转移。例如，游

戏、电商或健康生态系统成员的数字身份所体现

的价值可用于不同的市场生态系统（例如网约车、

金融、餐饮和其他服务等元素组成）中创造可转移

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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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操作性将决定谁是赢家

展望未来，包括金融服务在内的大多数行业和领域的未来将

越来越多地存在于开放的价值网络中，由可互操作的价值创

造、获取和转移节点组成，而世界各地的监管机构、客户、

供应商和中介都将身处这一网络。在这一过程中，在互操作

性上占得先机的一方很有可能抢占先机，成为赢家。

另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是，当前许多行业和领域之间缺乏互

操作性并非蓄意而为，毕竟许多技术比如通信和支付系统，

都是在严格的监管约束下，通过内部处理的专有解决方案，

而不是通过集中式或分布式平台诞生。这与过去少数大型组

织负责开拓技术的模式是一致的。

如今，随着创新的日益普及，其所需要的开放标准和互操作性

通常先于新技术被广泛和成功地采用。在市场需求和监管的推

动下，各种平台不断涌现，以在短时期内提供互操作性。

这些平台将成为支持价值传递的规范，并成为推动未来价值

网络发展的润滑剂。

 
实现互操作性的内在困难在于需要将众多参与者联系起来，特

别是在多国或多个司法管辖层面。维护司法主权的愿望以及持

续的地缘政治紧张局势意味着全球统一的希望在许多行业和

领域不太可能实现。这一点在金融服务领域尤为明显，该领域

的监管重点仍然是机构运营韧性、消费者准入与保护。

等待统一、可替代性或央行数字货币在全球范围内完全整合，

很可能占用了可以在实现未来价值转移方面取得进展的宝贵时

间，是一种徒劳的努力。相反，可以想象的是，果断和积极的行

业领导者将扮演平台提供者的角色，在所需的规模上实现互操

作性。最终，成功需要一致的政治意愿，管理复杂的文化和利

益相关者关系，同时激励和赋权消费者作为价值创造者。 

近来，现有参与者（主要为大型科技公司）和新进

参与者（电商、金融科技公司、金融机构）争相追逐

元宇宙大潮中的诸多机遇，也印证了这一点。它们

都越来越多地采用以用户为中心、自我驱动的方法

来创造价值——以可替代和不可替代的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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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值转移平台能否发挥作用？

正如本系列文章中所述，虽然有越来越多的价值创造和价值

获取平台在运行中，但仍然缺乏一个一致的、广泛建立的价

值转移平台。支持价值或任何资产转移的主要机制是那些基

于交互支付方式的交付与支付（DvP）的历史模式的机制，

无论其“数字”演变阶段如何。

正如我们所见，数字化属性的持续出现与部分所有权概念和

现有技术（例如区块链和智能合约）的内因一致，作为“通

过支付实现货币化”的替代方案，其通过“交换”并实现价

值的能力将会有很好的发展势头。这样的势头会受到数字化

属性的持续推动，并进一步与部分所有权概念和现有技术相

融合。

价值转移平台需要进一步的发展，同时需要有安全、连接的

环境进行测试，同时，代币化是将可供继续探索的一个潜在

途径。

正如本系列开篇中所强调的，由使用者活跃度和存在度决定

的数字身份的扩展概念所体现的数据价值已经通过代币化创

造和获取。这些能够使得与客户档案相匹配的丰富数据元

素，并以不可替代的价值货币化存储和其他类似形式展示。

我们将看到，透过数字身份和数字存在，在不同的生态系统

之间，代币化价值将实现向无缝和可互操作转移的平台发

展。值得注意的是，尽管以代币化为例，加之当前区块链的

热度，但这不一定是驱动未来价值转移平台的唯一思路。任

何符合互操作性原则的技术都可以满足要求，并反过来推动

可持续增长和包容。

平台带来的其他好处

平台将可能有助于克服监管给价值转移带来的一些挑战。可以

考虑建立一个以交互方式纳入各司法管辖区不同监管机构要求

的平台，任何于该平台生态系统所连线的参与者都将受益于这

种交互性的工作方式，从而避免以往由于必要但具有限制性的

监管而产生进入市场的壁垒。

如果没有价值转移平台，价值网络也会存在，但却无法发挥

客户赋权、中心性和可用性在实现本系列所概述的信任、包

容和可持续性增长目标方面的潜力。

利用目前正在创造和获取的价值做更多的事情，实现这一点

的可能性是极大的，但如果价值没有被用于转移的连接，它

要么最终被赎回并脱离循环，要么可能被保存在一个托管平

台（如同一个电子版的保险箱）上。

可互操作的价值转移平台将连接生态系统，并创

建一个支付的真正替代方案。令人关注的是，需要

改变的不仅仅是技术，也不仅仅是商业模式，还需

将税收、安全、价格、监管和法定权利的影响纳入

考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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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能担负起启动价值转移平台的重任？

一种可能性是，平台可以由政府和监管机构共同提供，因为价

值转移平台本质上是在不牺牲主权的情况下实现创新的极其重

要的基础设施平台。但也可以由任何其他机构，如科技公司或

老牌金融机构或转型成为价值交易所而不是贸易公司的拍卖

行胜任。这一问题的答案和关键很可能在于公私协作，以及通

过合作促进增长。

有些人可能会自主建立平台，而其他人可能选择利用现有的方

案来把握更广泛的机会。他们可能会寻求通过他人制定的平台

节点参与到价值网络中。

毫无疑问的是随着未来价值转移的发展，将会有大量的特定细

分市场需要满足。无论采取何种形式，通过支持广泛的互操作

性，价值转移平台将在未来价值网络演变的下一个阶段发挥关

键作用。

相比之下，价值转移平台将为新的市场和机会铺平

道路，并利用我们目前掌握的技术创造（而不是占

领）市场。

欲了解德勤关于未来价值转移的更多观点，                                   
敬请访问： 
未来价值转移 | 德勤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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