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摘要

像 CEO 一样
思考
当今时代创业热选的国家、行业
和技术

IBM 商业价值研究院

1 像 CEO 一样思考

2021 年 IBM CEO
调研结果简要预览

创业家总是能在艰难时刻发现机遇。无论是微软在 20 世纪 70 年代中期经济停滞时期创
立，谷歌在互联网泡沫破灭后异军突起，还是脸书在金融危机时期蓬勃发展，都是如此。即

使是在 IBM 最早的起步阶段，也就是一个多世纪前，全球也正处于长达两年的经济恐慌

之中。

那么，在疫情带来巨大不确定性的当下，对于那些敢于创办新企业的人来说，机遇在哪里
呢？世界上一些最博学多才、最有成就的商业领袖的回答让人好奇、鼓舞人心，也有些令人

困惑。

IBM 商业价值研究院 (IBV) 对全球 3,000 多位 CEO 进行了一次深入调研，并与在疫情冲击

期间表现最成功的 20 多家企业的首席执行官进行了充分的独家一对一访谈。这项突破性

的 CEO 调研的结果将于 2021 年初发布，为我们全面的最高管理层洞察带来全新内容。我
们先提前分享一些调研摘要，重点关注创业机遇。

站在创业者的角度：您会怎么做？

在调研中，IBV 请 CEO 回答以下三个有关现在创业的简单问题，没有固定答案选项：如果
您现在要创业，最有可能选择哪个国家或地区？您最有可能专注于哪个行业？哪项技术是

新企业成功的最关键因素？

受访 CEO 分布在广泛的地理区域和行业，因此 IBV 预计会收到各种不同的回答。然而，

调研结果却出乎意料，焦点非常集中。排名前五的创业热土国家或地区占所有回答的 40%
以上，将近 50% 的 CEO 选择了相同的前五个行业。在所有回答中总计排名前五的技术受
到将近 75% 的受访者的青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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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虑环境变化：
排名前五的创业热土

回答中提到最多的是印度，将近 12% 的 CEO 的首选地点是印度。
（仅 4% 的受访者位于印

度。
）排名第二的是中国，超过 11% 的受访者选择了中国。
（约 5% 的受访者来自中国。
）排

名前两位的印度和中国既反映了这两个经济体的发展潜力，也反映了其庞大的国内市场
仍在不断扩张的趋势。

排名第三的国家让人惊讶（占 8%）：意大利！
（仅 3% 的受访者来自意大利。
）尽管意大利不

在经济增长最快的国家或地区之列，但由于疫情初期的冲击重创了传统企业，因此存在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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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理位置

在大多数 CEO 选择创办新企业的国家
或地区中，五分之三位于亚洲。

特的机遇；市场新入企业有很大机会去占领前者留下的市场空白。

排名第四的是美国，占比 6%。然而，受访 CEO 中有 8% 来自美国。这意味着，尽管在美国
工作的 CEO 所占比例很高，但他们在其他地区看到了更有前景的机遇。

位列选择地区名单第五的是新加坡，但比例要低得多，为 3%。但这仍领先于德国、巴西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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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后者分别获得了 2% 或更少受访者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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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创业领域：
排名前五的行业

介绍了地理区域偏好后，接下来值得注意的是，创业者最关注的行业又是另一番景象。金
融服务是最受创业者追捧的行业，约 12% 的受访者选择这一行业。由于传统上金融服务

行业的利润可观，而固定成本相对较低，因此金融服务的风险收益权衡非常有吸引力，尤
其是在灵活性日益受到重视的时期。

位居第二的是零售业，占比超过 9%。尽管某些市场的小商铺可能面临压力，但受访 CEO
似乎更关注消费品支出的持续增长，以及零售商可以利用新型电子商务的相对优势。

排在第三位的行业占比 9%，这也许是一个令人惊讶的行业：制造业。在过去的一年中，高

昂的固定成本、资本投入需求以及对供应链的依赖经常给制造商带来非常严峻的挑战。然
而，即使在日益以数字化为中心的世界中，CEO 仍能认识到有形生产的价值。如果一家新
的制造初创企业从一开始就融入了数字化能力，那么它的盈利潜力是非常诱人的。

排在第四位的是消费品行业，不到 9% 的受访 CEO 选择它作为创业行业。随着新时代的

到来，新习惯可以为新品牌打开市场大门。那些适应时代和消费者最新需求的企业能够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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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选行业

几乎半数 CEO 的选择都集中在
前五个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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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领域创立新企业大有可为，因为在疫情之后，我们所有人都以全新的方式关注自己的

消费品

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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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具有全新意义而且利润丰厚的客户忠诚度。

最后，排名第五的是医疗保健，这或许不出人意料。大约 5% 的受访 CEO 指出在医疗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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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求业务突破：
排名前五的技术

那么，哪些技术能够为这些设想中的新企业带来最重要的支持呢？位列前五的选择凸显了

新兴技术的重要性。人工智能 (AI) 是受访者选择最多的技术。 接下来的两项技术的比例
非常接近：机器人和物联网 (IoT) 技术。

紧随其后的是方兴未艾但发展迅速的增强现实/虚拟现实 (AR/VR)，这一技术似乎正快速

走向成熟。排在第五名的是云计算，这是一项核心支持技术。AI、机器人、IoT、AR/VR 和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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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要的技术

差不多 75% 的 CEO 认为以下五
项技术是企业成功的关键。

的相互作用和相互依存说明 CEO 期望这些技术定义未来的经济。

1. 人工智能

那么，这是否意味着在印度创办基于 AI 的金融服务企业是目前的最佳选择？是否意味着

这类企业会成为最成功的初创企业？只有时间和实践才能证明一切。到目前为止，至少
从 3,000 位受访高管的角度来看，这是最有希望的选择。

75%

2. 机器人
3. 物联网
4. 增强现实/虚拟现实
5. 云计算

IBV 完整的 CEO 调研报告将于 2021 年初发布，届时会提
供更详尽的数据和洞察，揭示有关在发生巨变的全球经济
中取得成功的最佳实践，以及未来数年将为成立时间和规
模各异的企业带来机遇的力量。
ibm.co/think-like-a-ce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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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对合作伙伴，驾驭多变的世界

在 IBM，我们积极与客户协作，运用业务洞察和先进的研究方法与技术，帮助他们在瞬息万
变的商业环境中保持独特的竞争优势。

IBM 商业价值研究院

IBM 商业价值研究院 (IBV) 站在技术与商业的交汇点，将行业智库、主要学者和主题专家
的专业知识与全球研究和绩效数据相结合，提供可信的业务洞察。IBV

思想领导力组合包

括深度研究、专家洞察、对标分析、绩效比较以及数据可视化，支持各地区、各行业以及采用
各种技术的企业做出明智的业务决策。

访问 IBM 商业价值研究院中国网站，免费下载研究报告:
https://www.ibm.com/ibv/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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