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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块链 - 匈牙利中小企业的另
类融资方式

概述

本文研究的是融资中小企业的另类创新方式。我们的重点在于区块链，以及

基于经合组织的信息，这种创新融资方式如何影响匈牙利及其中小企业。在这个

领域，匈牙利为发展中国家，取得显著进步，例如在建立区块链联盟方面。匈牙

利目的是使这个创新技术更接近于企业的日常经营。大多数匈牙利企业主要倾向

于采用比较传统的融资方式。首先，我们讨论一些区块链有关的误解，然后分析

经合组织关于匈牙利收集的具体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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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论
需要澄清，区块链并不等同于比特币。尽管比特币应用的是区块链，但是

这个技术并不是比特币专用，而是可以在许多其他领域和产品中使用的技术。可

以说，比特币在一定意义上是区块链技术的副产品。从金融角度看，在传统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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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生态系统中，一方面需要融资的中小企业与一家银行联系并申请融资，而另一

方面，银行有可能与其他银行或中小企业联系并申请融资，以满足最初的融资请

求。但是通过区块链技术，最初需要融资的中小企业可以绕过银行并直接与贷款

方沟通。区块链技术也被错误地视为是完全分布化的，但这种理解是不正确的。

传统银行是基于一元化的总帐。在区块链的情况下，在分布化的领域内有三个不

同的阶段：私有链、联盟链和公有链。只有公有链才可以视为具有完全的分布化

性质。

同时，为了提高区块链技术的成功，它们要依靠三个非常重要的因素：透明

度、信任和可追溯性。由于这些关键因素，区块链技术行业正在许多行业中（如

医疗卫生、制药业、法学、网络安全等）以及数字身份、投票系统和国际贸易等

部门经历迅速增长。此外，初创企业坚定地力求开发整合区块链技术的概念以及

阿尔法和贝塔版本（反洗钱金融行动特别工作组，2022）。这些分布式账本技术

（DLT）应用安装和测试在几个地方，特别是使用于中小企业在国际社区中的联

系（Casino，2019）。

德勤公司在2019年完成的研究表明，使用区块链技术有三个主要障碍：需要

更换现有的遗留系统（30%）、监管问题（30%）以及与部分分布式系统相关的潜

在安全风险。（德勤，2019）匈牙利在2016年已经认识到这种新融资技术的高效

速度，并强调这种潜在的非法新环境可能造成如此重大问题。因此，开始制定一

系列法律，试图弥补这一空白。2017年，匈牙利国家数据保护和信息自由管理局

（NAIH）发布第一份关于区块链的指南。在2019年开始废除对信贷和金融机构非

实时的客户尽职调查限制。匈牙利的生态系统里有加速器项目和孵化项目，主要针

对初创企业。新成立的企业可以在其中找到区块链支持。使用这种新技术的大多数

匈牙利企业是私有的，而且这些公司的相当一部分活跃于信息技术（见图1）。

图1、初创企业所在的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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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Giaglis et al.，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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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而易见，这种新数字技术的使用程度不断提高。这主要得益于公司内

使用的其他数字技术。因此，它为使用它的中小企业带来价值。适当的条

件、该技术确保的进一步的能力和激励措施可以使这项概念更接近于现实

（Brynjolfsson – McAfee，2014；Draca et al.，2009；Sorbe et al.，2019）。

区块链融资

至于融资领域，我们可以看到，区块链技术可以极大地减少成本，特别是与 

（使用代理机构，所以钱不会直接到账）传统融资相比。我们已注意到，区块链融

资成本的大幅降低（Sun et al.，2020）。对大多数中小企业来说，与较传统的技术

相比，成本降低是影响实际使用这种技术的主要因素。通过取消中介机构可以降低

各种登记和核对信息以及行政工作的成本（Carson et al.，2018）。此外，还发现其

它节省成本的因素：如减少每笔交易的审核成本、检查交易状况、数据和数字设施

状态的检查。另一个有趣的降价因素源于网络建设（也就说，在本情况下源于网络

建设的缺乏），因为区块链确保资金拥有者和借款人之间的直接联系，从而大大降

低中介机构产生的（数据审核等）成本（Catalini – Gans，2019）。

中小企业部门的数字化进程

近几年，中小型企业数字化程度不断提高，这个进程因新冠肺炎疫情显

著加快。随着时间的推移，数字化发展导致的设备安全、金融安全等其他因

素变得越来越重要（Taylor et al.，2020）。由于其架构和极高的安全层，区

块链技术在上述问题的基础上提供安全保障，而且它以分布式、可靠以及点

对点的结构，使得它对几乎任何类的攻击都有很强的抵抗力。

经合组织的数据显示，越来越多的中小企业积极上互联网，这实际上确

保分布式总账连上分布式总账技术，因为总账技术和分布式总账的连接是

DLT完整性的前提（见图2）。

经合组织的数据表明，在2019年，有67家匈牙利家中小企业直接使用区块链

技术进行融资。总的来说，这可能不是一个大数字，但与几年前相比，这个数字

正稳步提高。仅使用加密货币资产的公司没有列入此清单，而且重点放在真正使

用区块链技术（如零售产品的支付网关或无需交易付费而直接连接企业与客户的

机制）的中小企业。值得一提的是，由于大多数将区块链技术作为降低交易成本

技术的中小企业都是初创企业，所以他们的商业和人口状况是相当不稳定的。由

于这个原因，我们还不能为区块链技术确定合适的业务（见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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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信息与通讯技术在企业中的获取和使用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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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经合组织（2020）

在匈牙利成立的企业主要专注于开发基于区块链的IT解决方案和产品。大多

数初创企业在信息技术和服务业领域经营，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他们围绕技术开

发产品并提供解决方案。区块链技术及其由企业采用可能会导致企业的意图发生转

移。这可能在匈牙利也是这样，因为我国也有1990年代初成立的企业。2017年是区

块链最激动人心的一年，大多数匈牙利初创企业在这个时候开展业务（图3）。

图3、从事区块链技术的匈牙利企业的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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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贾格里斯/Giaglis等人，2020

从区域角度看，区块链技术的传播主要集中在较大的城市，其中相当一部分

在布达佩斯及其邻近（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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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区块链技术的区域普及情况

来源：贾格里斯/Giaglis等人，2020

小型企业管理部门也可以用区块链技术来简化申请和借款流程。由于在区

块链平台上所有数据都是可见的，SBA贷款人可以在没有申请过程的情况下也

可确定借款人的承债能力。我们看到，匈牙利企业家和企业已求助于区块链支

持，以解决资本获取问题。包括Crypto和Finclusive在内的许多私营公司，通过

区块链和加密货币提供金融服务。

当要从金融机构借钱融资企业时，中小企业可能遇到挑战，特别是新成立

的企业。缺乏资金的中小企业不太可能生存，几乎有30%的中小企业在头三年

就已倒闭。对具有国际业务的中小企业来说，另一个挑战是获得商业融资。

获得贸易融资的能力是中小企业成功的一个关键因素，但这对他们来说并不

总是那么容易。中小企业难以获得传统的贸易融资产品，尤其是在融资产品

（McIntyre，2020）。小型企业因无法获得资本而受到较大伤害，这遏制增长

并影响现金流。为采购原料、启动生产流程、支付员工的工资或其他业务费

用，企业都需要现金流。迟付会决定小型企业成败（Moris，2022）。为获得

融资并缓解现金流困难，当前的中小企业在寻找其他融资渠道。P2P借贷和众

筹（后者主要侧重于技术企业）是近年来流行的贷款工具，但一直以来严重缺

乏任何针对企业的另类融资方式（Bloomenthal，2021）。图6总结与传统融资

相比，中小企业使用区块链融资技术情况下成本的大幅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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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适用数字贸易融资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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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结

区块链技术在确保数据的完整性和安全，以及加项目参与各方之间增加责

任感和信任方面具有很大的潜力。中小型企业和初创企业可以通过基于区块链

的应用克服规模挑战。经合组织制定的《中小企业和企业家的区块链》匈牙利

国家案例分析，让我们深入了解了有意探索区块链创新的企业所面临的机遇和

挑战，以及对区块链生态系统总体发展的状况。区块链政策最初旨在了解和监

管加密资产交易，但近年来各国政府正越来越多地采取细微的方法来鼓励不同

产业使用区块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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