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汇丰在境内外人民币业务领域均走在前列:
® 拥有全球最大的人民币网络之一，人民币业务覆盖50多个

市场

® 创在华外资行先河，开设了内地首家外资控股证券合资公

司，业务包括股票与债券保荐和承销、股票研究、证券经

纪，以及兼并收购（并购）咨询

® 成为首获“境外非金融企业熊猫债”主承销资格的外资行，

可以在中国银行间债券市场开展境外非金融企业债务融资工

具(“熊猫债”)的主承销业务

® 领先的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机制(QFII)与人民币合格境外机

构投资者机制(RQFII)境内托管行1

® 首批提供深港通和沪港通交易服务的银行

® 首批“债券通”做市商银行，“债券通”启动的首周内获得

8笔债券发行中的6笔发行委任

® 以联席主承销商身份参与发行“债券通”下的首笔“一带一

路”熊猫债

® 首批在内地香港基金互认（基金互认）制度下发行基金的银

行，占据南向市场最大份额

® 首家在六大洲实现人民币贸易结算的银行

® 自2011年以来，离岸人民币债券承销连续排名第一2

® 助力国际机构发行境内人民币债券的领先外资行3

® 首批加入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CIPS)的银行,跨境双向支付业

务量均排名第一4

1.  来源：QFII/RQFII 审批数量来自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网站。QFII/RQFII 审批额度来自国 

     家外汇管理局网站。数据更新时间：2017年12月。

2.  来源：彭博

3.  来源：彭博

4.  SWIFT RMB Tracker, 2018年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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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币：真正的全球性货币 何谓“一带一路”倡议？汇丰连续六年开展人民币国际化调查，以更好地了解企业对使用

人民币进行跨境交易的态度与展望。截止到2017年12月末，人

民币已成为第五大国际支付货币4，较2012年的第20位排名显著

上升5。

人民币使用率正逐年稳步上升，推动因素如下：

® 人民币基础设施持续改善，2015年10月正式启动人民币跨境支付

      系统（CIPS）

® 全球人民币清算行数量增加（截止到2018年2月中旬已达24家）， 

       人民币货币互换协议数量已达36份，总额逾3万亿人民币

® 银行支持度上升，超过1900家金融机构在国际支付中使用人

      民币6

® 新的资金与现金流解决方案使得企业能更加便利地在收付款时

      使用人民币

® 市场对人民币相关规定的了解更加清楚全面，交易对手方对于使用

      人民币更加放心

® 中国资本市场限制放松，监管不断演进，致力于促进长期投资。

2017年，人民币跨境交易量同比下滑。部分原因在于中国经济的不确

定性、汇率波动加剧，以及对资本流出的限制。尽管存在这些趋势，

但我们的调查结果显示，随着人民币汇率企稳，且中国政府仍致力于

推动人民币国际化，企业对人民币的使用在不断增加，长期前景看

好。我们也发现，企业使用人民币的业务范围更加多元分散，不再局

限于跨境贸易结算和支付。其中包括使用人民币进行风险管理和外汇

套期保值、现金与流动性管理，以及投融资。

2017人民币
国际化调查

4. SWIFT RMB Tracker, 2018年2月

5. SWIFT RMB Tracker, 2012年12月

6. SWIFT RMB Tracker 特别报告, 2017年7月

7. 来源：SWIFT,截止到2017年11月.

8. 来源：国际清算银行

9. 来源：2017汇丰储备管理趋势

10. 数据更新时间：2017年9月; 来源：亚洲开发银行 

全球第五大支付货币7

5th

8th
2016年交易活

跃度全球排名第

八，新兴市场排

名第一8

101个国家使用人民币进行与中国内地和香港的付款

57个国家 的人民币支付量

占其支付总量的10%以上 7

其中

3rd

3rd

人民币已成

为全球第三大

贸易融资货币1

中国的债券市场规模已跃居全球第三

市场总规模约为

 
其中外资约占3% 8

2012年, 仅有三国

央行投资人民币。

如今这一

数字则

上升至 45
9

USD8.2trn10

有必要指出，受访企业均认为，由习近平主席于2013年首次提出的宏

伟全面战略“一带一路”倡议将带来积极影响，推动人民币使用率上

升。“一带一路”涵盖陆路与海路两大贸易线路，总体目标在于促进中

国与其他各国间的贸易、资本与服务流通往来。“一带一路”连接超

过65个国家和地区，贯穿亚洲、中东、非洲与欧洲。

这一倡议已经带来了影响，“一带一路”相关的贸易与投资已开始或

正考虑使用人民币结算。因此，在今年的调查中，我们设计了更多的

相关问题，希望了解大家对“一带一路”及其相关机遇的知晓情况，

以及企业如何看待“一带一路”对人民币使用的影响。

以下内容为我们的调查结果，以及对这些态度背后的市场因素分析。

中国政府将投资

以开发基础设施，构建

“一带一路”沿线区域联动网络

“一带一路”致力于扩大海上贸易

路线和陆地基础设施网络，实现中

国与超过65个国家和地区的互联互

通，贯穿亚洲、欧洲、中东与非洲。
65

沿线国家总人口约44亿，

占世界人口63%，

全球GDP29%。

“一带一路”预计将促进贸易、资本

和服务在全球范围内的流动，推动

经济增长

中国与其他“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

区间的年贸易额预计将在未来十年内

翻一倍以上，达到

USD4trn 

USD2.5tr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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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受访企业在

2017年使用

人民币开展

跨境交易

的人民币使用者使用人民

币进行贸易结算。与此同时，

人民币也越来越多地用于贸

易融资及外汇与风险管理

的人民币使用者表示，使用

人民币的主要原因在于交易

对手方的要求

关键调查结果概览

管理境内人民币盈余

资金是使用人民币的

最大挑战
目前还未使用人民币的企

业表示计划未来将使用

人民币。这一比例较2016
年的25%
显著上升。

的受访者表示，“一带一
路”倡议将对人民币的使用

带来积极影响

32% 82% 42%65% 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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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方法

在2017人民币国际化调查中，我们委托专业机构对在跨境交易中人

民币的使用情况进行了全面研究，总共调查超过2,500家企业，覆盖

包括5个新增市场在内的19个国家和地区。

受邀参与此次调查的企业须符合两大条件：在中国内地开展业务或

与中国内地有业务往来；年销售额在300万至5亿美元之间或更多。

受访者包括高管或财务专业人士，例如首席财务官、企业资金管理负

责人，以及金融机构中国企业海外服务部总监。每一位受访者均接

受了系统性的电话采访。

125
家中东与北非企业

阿联酋

377
家欧洲企业

家北美企业

英国

法国
德国

375

加拿大

墨西哥

美国

1,654
家亚太企业

澳大利亚

中国内地

印度*

印度尼西亚*

香港

地区

韩国

Taiwan

马来西亚
新加坡

菲律宾*
泰国* 越南*

*2017调查中的新增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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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人民币开展跨境交易的企业数量不断增加。近1/3的受访企业

（32%）表示已经开始在跨境贸易中使用人民币。这一比例较之

2016年的24%和2015的17%显著上升。

跨境交易人民币使用率逐年上升

% 使用人民币开展跨境交易的企业比例

全球大部分地区正越来越多地使用人民币

亚太地区

人民币使用率最高的地区为亚太地区，主要原因在于其紧邻中国内

地，也是中国内地主要的贸易与投资伙伴。在香港，76%的受访企

业正使用人民币开展跨境交易，比2016年的48%大幅提升。在新加

坡，这一比例为65%，而2016年仅为26%。在澳大利亚，这一比例

为59%，而2016年仅为18%。

欧洲

在欧洲，使用人民币的受访企业比例也在上升，2016年为14%，2017

年则升至25%。最值得一提的是，近一半 (49%) 的英国受访企业表示

正在使用人民币，而2016年这一比例仅为9%。或许其中的部分原因

在于，伦敦是主要的外汇与支付中心，超过1/3 (36.3%) 的离岸人民币

交易均在英国完成11。

北美

北美受访企业在跨境交易中使用人民币的比例微降，2017年为

14%，2016年为15%。然而，美国市场却增长显著，使用人民币的

受访企业2017年为26%，相比2016年的16%有大幅提升。

在美国人民币交易和清算工作组的支持下，人民币在美洲地区的使

用有望继续增加。该工作组有两家在美人民币清算行创始成员，一家

为中资银行，另一家为美资银行。自2014年加拿大人民币清算中心启

动以来，人民币仅在多伦多的使用量就增长了67%。这表明，人民币

在加拿大还有巨大的增长潜力。12

中东和北非

阿联酋也正越来越多地使用人民币。这里的受访企业代表了中东和

北非地区的整体情况。根据受访者提供的信息，人民币的使用率已

从2016年的4%上升至2017年的16%。

人民币在全球范围内的
使用日益增加

 北美

14%
 (2016: 15%)

欧洲

25%
(2016: 14%)

 中东与北非

16%
 (2016: 4%)

亚太

40%
(2016: 35%)

各地区受访企业使用人民币开展跨境交易的比例

%

2015

17%

2016 2017

24%

32%

11.   SWIFT RMB Tracker, 2017年4月

12.   SWIFT RMB Tracker,  2017年10月特别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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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如何且为何使用人民币

对大多数企业而言，人民币跨境交易仍然以贸易结算为主(82%)，与

2016年的调查结果一致。越来越多的企业正使用人民币开展贸易融

资，比例从2016的23%飙升至2017的81%. 今年，受访企业表示，利

用人民币进行外汇和风险管理(44%)对他们也很重要。 

 

人民币跨境交易的主要类型

% 占比

人民币使用的趋势

贸易结算

离岸贷款

信用证或贸易融资

外汇与风险管理

现金与流动性管理方案

集团公司内部跨境

人民币贷款

固定收益类和/或

权益类投资

其他类型的业务

境内外市场
人民币发债

18%
19%

44%

23%
81%

82%
82%

NA

NA

交易对手方

要求使用人民币

有利于为海外客户

提供更具竞争力的价格

向中资供应商

争取更低的价格

为获得更多的业务

降低外汇风险与成本

日常业务经营/会计操作

更加便利

看好人民币升值

而持有更多的人民币

其他

65%
53%

52%
32%

47%
26%

44%
54%

34%
34%

48%

境内市场人民币盈余

资金的管理方案有限

相关规定不清晰或易变

报备要求复杂

对手方能享受的

支持与服务不足

 收到的人民币对

对手方毫无用处

对手方难以获得

人民币用于对外支付

73%
16%

47%
30%

30%
46%

与往年一样，我们发现，大多数非中资企业(65%)表示，他们决定使

用人民币主要是因为来自中资交易对手方的要求。其他关键因素包

括：向供应商争取更具吸引力的价格(52%)；抢占先机，以获得更多

业务(47%)；以及降低外汇相关风险与成本(44%)。

跨境使用人民币的决策因素 (人民币使用者)

% 占比

人民币使用的挑战和障碍

近3/4的受访企业 (73%)表示，他们面临的最大挑战是境内人民币盈

余资金的管理方案有限，反映这一情况的企业比例比2016年的16% 

大幅上升。这一挑战背后有若干原因，包括近年来中国政府对资本流

出的限制（自2017年下半年以来，这一限制开始缓慢放松）。此外，

监管环境也在不断变化，交易文件要求在企业看来也较为复杂。

人民币跨境业务的挑战

% 占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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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未来人民币
使用的态度

计划未来将使用人民币

45% 的企业还“不确定” （2016年的调查中未包括此选项)

仍然看好人民币的增长

在当前还未使用人民币开展跨境交易的受访企业中，有更大比例

的企业表示计划未来将使用人民币，2017年这一比例为42%，高于

2016的25% 。

45%的受访企业表示不确定，这是今年调查中的新增选项。不论受

访企业是计划使用人民币，还是仍不确定，对于何时将使用人民币

这一问题，两类想法各占一半：一类企业已有明确的时间表，另一类

企业则以业务量为考虑标准。

还未使用人民币的企业：预计未来将使用人民币

% 占比

有影响 没影响 不知道

尽管63%的受访企业认为明年人民币的汇率波动将加剧，但大部分企业（80%）表示这并不影响自身的计划，未来仍将扩大或开始使用人民

币。

人民币汇率波动展望

% 占比

人民币汇率对长期商业机遇的影响

% 占比

人民币汇率对人民币跨境业务的影响

% 占比

不知道

将减弱

将保持不变

将加剧

不知道

有影响，我们

不大有兴趣使

用人民币

没影响，不会

影响到我们的业务

9%
5%

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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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半以上(54%) 的受访者表示知道“一带一路”，这一比例高于

2016年的41%。

亚太地区是“一带一路”知名度最高的地区。与此同时，这一比

例在北美和欧洲显著提高。2017年，知道“一带一路”的 北美受

访者比例为52%，而2016年仅为18%。欧洲的这一比例则分别为

2017年的58%和2016年的22%。

对“一带一路”的知晓情况

% 知晓比例

“一带一路”倡议的
  知名度不断上升

北美

52%
 (2016: 18%)

 欧洲

58%
 (2016: 22%)

 中东与北非

24%
(2016: 50%)

 亚太

68%
 (2016: 58%)

各地区对“一带一路”的知晓情况

% 知晓比例   

54%的受访者

知道“一带一路”倡议

不

知

道

知

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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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带一路”相关机遇

总体而言，受访企业认为“一带一路”将带来机遇。超过1/3 (34%)

的企业表示，“一带一路”将使他们更好地受益于中国的对外投资，

另有30%的企业认为“一带一路”将帮助他们更好地服务客户。约

1/4 (26%) 的企业认为“一带一路”将改善包括交通与物流在内的基

础设施连接（例如，开辟更多线路）。

“一带一路”倡议的最大机遇

% of Total

在全球范围内，1/5的受访企业表示已经开始利用或探索“一带一

路”相关机遇。这一趋势在欧洲和亚太地区的企业中尤其显著。欧

洲的企业更多地是在探索阶段 (64%)，而一些亚太地区的企业则表

示已开始扩大与“一带一路”国家的进出口贸易往来(44%)，还有一

些正加大在“一带一路”沿线的业务布局 (32%)。

随着企业开始响应“一带一路”机遇，他们也日益依赖银行提供全

面的传统服务，特别是贸易融资(79%)、跨境现金管理(66%)，以及

外汇与套期保值(65%)。
更好地受益于

中国的对外投资

更好地服务

现有客户与市场

获得新的供应商与人才

中标承建新的

基础设施项目

能更好地投资

“一带一路”国家

改善与现有供应商的合作

我不认为“一带

一路”会带来任何机遇

其他

改善交通与物流网络

（例如，开辟更多线路）

大多数受访者 (70%) 表示看好“一带一路”未来将对人民币的使

用将产生重大积极影响或积极影响。

“一带一路”对人民币使用的影响

% 占比

人民币国际化的关键动因之一在于中国的对外贸易不断增长。“一

带一路”预计将扩大中国与其他“一带一路”国家间的贸易往来，同

时也有望推动人民币成为贸易货币。事实上，2016年，中国在“一带

一路”沿线的贸易比其整体对外贸易表现得更加出色。此外，“一带

一路”也将增强人民币在融资中的使用力度，为沿线地区注入人民

币流动性13。为此，中国的政策性银行和国有商业银行已开始向参

与“一带一路”相关项目的中资企业提供人民币贷款。中国政府也

有望鼓励外资企业与金融机构在中国银行间债券市场发行熊猫债

券，以支持“一带一路”相关活动。此外，“一带一路”基建项目也将

带来对人民币套保方案的更大需求14。

“一带一路”对人民币
  使用的影响

1%
3%

26%

36%

34%

全球

重大积极影响    

积极影响

没有影响

负面影响

严重负面影响

13. “Renminbi internationalisation is gaining momentum again（人民币国际化势头再增）,”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南华早报）, 2017年6月25日, 网络版 http://www.scmp.    
       com/comment/insight-opinion/ article/2099674/renminbi-internationalisation-gaining-momentum-again

14.  同上

15.  汇丰：中国开放金融业     16.“Reading the tea leaves of China’s 19th Party Congress,（解读中共十九大）” David Dollar, The Brookings Institute（美国布鲁金斯学会）, 2017 

       年10月25日 https:// www.brookings.edu/blog/future-development/2017/10/25/reading-the-tea-leaves-of-chinas-19th-party-congress/

结论

尽管人民币的使用在过去18个月增速放缓(截止到2017年年

末), 汇丰环球研究预计，到2020年人民币将跻身全球货币交

易量前五强。通过进一步开放资本账户，鼓励多元市场主体

参与，并丰富外汇产品类型，中国的对外贸易与投资规模必

将扩大。15此外，正如习近平主席在2017年10月中共十九大

开幕式发言中指出，中国政府正致力于不断推进人民币国际

化。16对于还未使用人民币的企业而言，如果他们已经在中国

内地开展业务，或与中国内地有业务往来，或计划进军中国

市场，现在正是考虑采纳人民币战略的好时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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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business.hsbc.com/rmb-internationalisation

www.gbm.hsbc.com

人民币目前还无法自由兑换，通过在香港的银行兑换人民币会受到一定限制。客户应了解人民币产品的兑换风险。此外，人民币产品还存在流动性风险，尤其是当此类投资没有活跃的二级市场且存在巨大的买卖价差时。香港的人民币产品计价和结算币种为可在香港市场交割的人民币。香港人民币市场不同于内地人民币市场。对于每位客户而言，在香港兑换人民币不能超过每日限额。

如在人民币兑换其他币种或其他币种兑换人民币的过程中，出现总金额超出每日兑换限额的情况，则可能需要分时多次兑换。 如需了解包括风险因素在内的详细信息，请参阅相关人民币产品的发行文件。

重要声明：

本文件由汇丰银行（中国）有限公司（“汇丰”）出具。本文件内的信息来自于汇丰认为可以相信的来源，但汇丰并未对其进行独立核查。汇丰不会作出任何性质的陈述或保证（无论是明示或是暗示），亦不会对本文件中的任何信息、推测、陈述或保证（无论是明示或是暗示）的完整性或准确性、或本文件中的任何遗漏承担任何形式的责任。本文件不构成要约、邀请或业务招徕。汇丰不

会对因使用或依赖本文件或本文件内任何信息而产生的任何直接、间接损失向文件接收方或任何第三方承担任何责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