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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全球企业的眼中，中国是一个不断发展的巨大
消费市场。对消费者而言，收入在增加，对更优
质商品和服务的需求也在增加。

他们认为中国的吸引力还在于其拥有不断优化的
营商环境，以及持续向全球价值链上游发展的成
熟产业群。 

然而，如果希望在与中国的贸易中取得成功，全
球企业还必须认识到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性，对中
国企业来说，这已不仅只是环保的需要，更是切
实的商业考量。 

那些能够满足甚至提高中国的可持续发展水平的
海外企业将拥有更多机会。"

戴子华
汇丰亚太区工商业务主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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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份什么报告？

在这些企业中，近四分之一（23%）预计未来 5 年销售增
长至少会达到 15%

中国的消费增长和有利的商业合作机会是全球企业与中国
开展贸易业务的首要原因

服务业企业尤其关注中国市场

中国企业比其全球同行面临更大的可持续发展方面的压
力，所以如果海外企业希望与中国的贸易取得成功，就必
须缩小在可持续理念方面的差距。

《汇丰商贸领航：海外企业看中国》是一份调查
了来自 34 个全球市场1758 位企业决策者的报
告——他们参与了2019 年 8-9 月期间开展的汇丰
商贸领航问卷调查。

《海外企业看中国》
报告是汇丰2018 年发
布的《为中国制造》
报告的续篇。《为中
国制造》报告中分析
了中国财富日渐增长
所带来的影响，并特
别分析了中国的千禧
一代、以及中国对高
科技产品和服务的高
需求；并且指出中国
经济的快速发展在改
写着国际企业的商业
策略，如果说“中国制
造”曾被全球企业当作
中国业务指南的话，
那么如今他们需要的
是一本“为中国制造”
的新手册。

这 1758 位企业决策者代表了目前已与中国有贸易业务（包括 1173 家企业，
代表三分之二的采访对象）、或计划未来 3-5 年与中国开展业务的企业（包
括 585 家企业，代表三分之一的采访对象）。

我们的 海外企业看中国 报告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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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费王国

中国正在向以消费和服务为主导的经济转型。消费增长将会继续——计划扩张
中国业务或将业务拓展至中国市场的企业正是看好这一点。

全球企业与中国开展
贸易的动力 

明确的客户需求是最主要的动力。

中国的消费增长由以下几个原因
推动：

工资不断增长

财产性收入渠道例如股票和房地
产投资等也在不断拓宽

日益扩大的中等收入群体愿意为
高品质的商品和服务付费

电子商务的发展意味着商品可达
地区更广，包括农村地区，这也
意味着更多地区的消费潜力不断
释放。

这些趋势推动了中国经济不断向
消费驱动转型。2018年消费占据
了GDP增长的70%。

2

3

4

1

来源：世界银行2018 
以平价购买力计算的 GDP 和人均 GDP

42% 31% 30%

与中国开展贸易的前三大原因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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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满合作机会

海外企业与中国开展贸易业务的另一个原因就是这里充满合作机会。 

机会之一来自于那些围绕中国领先的重要行业及领域发展形成的产业群。 
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中国100多种轻工业产品的产量占世界第一位。

这些产业群在其他地方几乎不可复制。就像好莱坞一个多世纪以来一直是世界
电影制作之都，伦敦历来在银行和金融业保持着类似的地位。 

这些成熟的产业群是中国作为营商地的一个主要吸引力（或“粘性”）。虽然某
些新兴市场因更低的劳动力成本而变得更具竞争力，但是劳动力成本已不再是
决定在何处营商的主要因素。相比之下，生产率和基础设施等其他因素变得愈
发重要，而中国在这些领域都有显著的优势。 

第二个显著的机会来自于中国活跃的民营经济，民营企业在中国的经济活动中
占了很大比重，可谓中国经济的增长引擎。中国的民营企业近年来持续投资于
研发，以升级技术和保持竞争力。

中国不断推动高科技产业的发展、积极打造先进制造业基地，并且在“全球创
新指数”等排名中的地位不断上升，其影响是显而易见的。在世界知识产权组
织最新发布的《2019年全球创新指数报告》中，中国的创新力在中等偏上收入
经济体中位居榜首。

创新是中国“十三五”规划中的五个关键主题之一，是推动中国不断提升其在全
球价值链上的地位的一个重要因素。根据“十三五”规划的部署，中国正积极推
动许多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例如新能源汽车、新一代信息技术和生物技术。

“一带一路”倡议

虽然有利的合作机会和找到新的合
作伙伴将会有许多重叠的领域， 
但就后者来说，更值得一提的是中
国的“一带一路”倡议。中国与“一
带一路”各经济体之间更紧密的联
结已开始加速商品、人员和资本
的流动。 

以东盟为例。作为中国第二大贸易
伙伴，中国与东盟等新兴市场的联
结加深，为目前已与中国有贸易业
务或计划开展贸易的企业提供了获
得新合作伙伴的机会。 

中国正在重新定位其出口竞争力，
转向向新兴市场销售电子产品和机
械设备；而随着中国企业向全球价
值链上游发展，他们正逐渐赢得
更多新兴市场的份额。例如，中
国智能手机制造商在印度（全球
发展最快速的消费市场之一）的
市场份额在 2019 年第一季度达到
了 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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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硬币的两面

中国有着强大的客户需求和有利的商业合作机会，所以不难理解为何众多全球
企业会对与中国开展贸易业务如此乐观。 

在目前已与中国开展贸易、或者计划未来 3-5 年里与中国开始贸易的企业中，
四分之三（75%）预计明年销售额会增长，而接近五分之一（18%）的企业预
计销售会增长 15% 或更多。超过五分之四（83%）的企业预计未来 5 年销售
会增长，而且近四分之一（23%）预计销售增长会超过 15%。

预计销售增长率

In the next year In the next 5 yea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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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pectations for future business growth

Expectation for sales growth

In the next year In the next five years
Sales to grow 75% 83%
- -Growth of 15% or more 18% 23%
Sales to stay the same 8% 7%
Sales to shrink 16% 9%
Don’t know 1% 1%

快速的发展与激烈的
竞争并存。在这些企业
中，“竞争加剧”是其最
关心的问题。 

此外，受访企业表示全球不断抬
头的贸易保护主义可能会导致他
们的业务放缓甚至收缩，但是很
重要的一点是，抛开美国商品关
税，根据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
的数据，中国对世界其它国家/地
区的平均关税率一直在下降。也
就是说，虽然中国对美国部分商
品提高了关税，但是与此同时，
中国对世界其它国家/地区移除了
贸易壁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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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中国开展贸易时， 
全球企业最应注意什么？ 

五个字：可持续经营。
随着教育和收入水平的上升，以及
生活品质的提高，中国消费者的环
保意识和对绿色产品的需求也在上
升。这种态度的改变，也是源于之
前一直困扰中国的环境污染和食品
安全问题。根据香港贸易发展局的
一项问卷调查，中国内地各类绿色
产品的消费量正在不断增长。

所以，中国企业正面临来自上游（
政府和监管部门）和下游（客户）
的压力，需要变得更具可持续性。
更重要的是，在激烈的竞争环境
下，他们还面临来自同行的压力。 
在可持续发展上落后于同行，会让
企业处于劣势。

保持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性
在此背景下，2019 年的 汇丰商贸领航报告指出，全球仅有四个市场的受访企
业认为“保持长期竞争力”是他们践行可持续发展的主要动力，而中国是其中之
一，或许就不足为奇了。（其它三个国家是瑞士、泰国和越南。）中国有三成
企业（30%）认为可持续发展对其保持长期竞争力非常重要，比全球平均高出
了9个百分点，比亚洲平均高出了 6个百分点。   

践行可持续性发展的主要动力

可持续发展的压力主要来自三大群体

中国 全球 亚洲

对保持长期竞争力的重要性 30% 21% 24%

为提升美誉度 27% 21% 22%

为提高运营效率 27% 26% 28%

为增加透明度和可追溯性 27% 21% 24%

中国

竞争对手 49%

客户 42%

监管部门 34%

全球

竞争对手 36%

客户 34%

政府 32%

亚洲

竞争对手 41%

客户 37%

政府 32%

中国的绿色经济转型之路

在过去，煤炭能源使得中国拥有了全球最大的制造业，也成为了全球最大的出
口国。但是情况已经在发生改变。中国政府从政策层面明确了要推动经济向可
持续发展转型，而且其在可持续发展方面的投入力度在所有主要经济体中居于
首位。

中国的“十三五”规划是至今为止最注重环保的：绿色发展是其五大主题之一， 
而且规划中所含的 25 个目标中有10 个与环境相关。

此外，中国已是全球最大的电动汽车市场，并且拥有全球最多的电动公共汽
车。具体到城市来看，深圳已成为全球首个全市公共汽车电动化的城市，并且
计划于 2020 年之前把全市的出租车电动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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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目前已与中国有贸易往来、或计划于未来 3-5 年里与中国开展贸易的
海外企业，所列举的践行可持续理念的动力中，“保持长期竞争力”仅排在第六
名。如果这些企业希望与中国的贸易取得成功，就需要缩小在可持续理念方面
的差距。

提升可持续发展的机会和挑战

在被问及如何提升可持续发展水平时，中国的企业热衷于投资能提高生产率和
供应链监控的技术。他们还热衷于提高能源效率，并且增加清洁能源和环保原
材料的采购。这都表明政府的政策正在发挥作用。

但是，中国企业在提升可持续发展水平时所面临的最大挑战就是资金需求。其
次就是额外的工作量，以及缺乏一致的衡量和报告制度。全球企业都面临着相
似的挑战。

回顾 2018 年的《汇丰商贸领航：为中国制造》报告，海外企业认为向中国销
售产品和服务的前三大挑战是：了解当地商业文化、定制产品和服务以满足当
地市场的需求，以及遵守当地法规。 

要在与中国的贸易中取得成功，海
外企业必须充分理解中国企业在可
持续发展方面的压力和需求。否
则，这种'可持续理念的差距'将阻
碍海外企业在中国充分发挥潜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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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与服务
在目前已与中国开展贸易的受访企业中，商品贸易占了三分之二：商品，67%
；服务，33%。这并不令人意外。自 2013 年以来，中国就是全球最大的货物
贸易国。 

但是，在计划未来 3-5 年里开展中国贸易业务的企业中，商品贸易和服务贸易
几乎对半：商品，53%；服务，47%。这说明了中国的服务业有巨大的可开发
潜力：从占据 GDP 的份额来衡量，目前中国内地的服务业所占的比重与其他
一些经济体相比尚有差距。

如前文所述，随着家庭收入的提高，消费（尤其是服务类）将上升。此外，根
据“十三五”规划，国内消费和高附加值制造业将推动可持续经济增长。 

同样重要的是，服务业提高了中国制造业的竞争力。根据经济合作与发展组
织 (OECD) 的统计，中国制造业出口中的 30% 反映了来自服务业的增值。 在 
2018 年 11 月举行的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中，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表示预
计未来15年，中国进口服务将超过10万亿美元。

哪些企业在与中国进
行贸易?

亚洲： 
发展之所在

在区域层面上，亚洲在目前已与中
国开展贸易、或计划于未来 3-5 
年里对中国开展贸易的企业中占了
最大的份额。 

这再次表明中国是亚洲的贸易
中心。根据汇丰环球研究报
告，2017 年亚洲新兴市场的区内
贸易份额已从 1997 年的 43% 上
升到了 53%。同时，由于亚洲依
然是全球发展动力之所在，因此如
果全球的企业增加它们与亚洲的商
业往来就不足为奇了。  

商品与服务

目前已与中国有贸易业务或计划开展
贸易的企业

服务业占据 GDP 的份额

商品 服务

目前已与中国开展贸易业务 67% 33%

计划于未来 3-5 年里开展中国贸易业务 53% 47%

中国内地 52.2%

美国 77.4%

日本 69.1%

德国 61.5%

韩国 53.6%

新加坡 69.4%

中国香港 88.6%

来源：世界银行

In the next year In the next 5 years

Expect sales to grow in the next year

77%

30%

55%
51%

25%
27%

13%
15%

5%
6%

31%

17%

9%

26%

13%

80%

32%

31%

17%

8%

24%

11%

Grow by 5% or less or stay the same

Expect sales to shrink in the next year

Stay the same

Grow by 5% or less

Grow by 6-14%

Grow by 15% or more

Expectations for future business growth

 
next 3-5 years

Asia 51%

Europe 27%

North America 15%

6%

Currently trading 
with China

Intend to start in  
next 3-5 years

Asia 55% 51%

Europe 25% 27%

North America 13% 15%

Middle East and North Africa 5%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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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促进贸易自由化的举措 

在目前已与中国内地开展贸易业务或计划未来 3-5 年里与中国内地开展贸易
业务的企业中，六个市场（中国香港、美国、日本、德国、韩国和新加坡）
占了超过一半的份额。这六个市场都是中国内地最重要的贸易伙伴，因此它
们也将中国内地作为其最大的货物贸易伙伴。  

事实是：全球贸易紧张局势可能还在持续、地缘政治版图可能在变化，但是
中国市场的吸引力和重要性依然不变，而中国在全球价值链上的地位提升也
创造了新的商业机会。我们的问卷调查显示，无论是太平洋彼岸的企业，还
是那些被卷入贸易摩擦中的全球其他企业，都在继续扩大中国业务、或将业
务拓展至中国。 

如前所述，虽然中国对部分美国商品提高了关税，但同时也对世界其它国家/
地区移除了贸易壁垒。

 

结论

汇丰商贸领航 2019

中国的消费经济具有巨大的追赶
性增长潜力。随着收入不断增
加，消费水平也将上升——计划
扩张中国业务或将业务拓展至中
国市场的企业正是看好这一点。 
中国有利的商业合作机会也是越
来越多全球企业与中国开展贸易
业务的原因。

长期以来，成熟的产业群一直是
中国的一个主要吸引力，而且随
着中国不断推动高科技产业的发
展和打造先进制造业基地，这一
吸引力也在不断增加。综上，不
难理解为何众多全球企业会对与
中国开展贸易业务如此乐观。

但是这些企业必须记住，其中国
同行面临着巨大的可持续发展压
力——这种压力来自政府和监管
部门、客户，更重要的是，还来
自竞争对手。

有所准备，并能够满足甚至提高
其中国同行的可持续发展水平的
海外企业将拥有更多机会。未准
备好的企业可能会面临许多挑战。

您的企业是
否已经准备
就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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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汇丰商贸领航：海外企业看中国》

《汇丰商贸领航：海外企业看中国》分析了来自全球 34 个市场 1758家企业的决
策者的观点。这 1758 家企业目前已与中国有贸易业务，或计划未来 3-5 年与中国
开展业务。他们参与了 2019 年 8-9 月期间开展的汇丰商贸领航问卷调查。这个报
告主要分析调查结果反映的机遇和挑战。

调查问卷覆盖区域包括：阿根廷、澳大利亚、孟加拉国、比利时、巴西、加拿大、埃
及、法国、德国、希腊、中国香港、印度、印度尼西亚、爱尔兰、意大利、日本、马来西
亚、墨西哥、荷兰、波兰、俄罗斯、沙特阿拉伯、新加坡、南非、韩国、西班牙、瑞典、
瑞士、泰国、土耳其、阿拉伯联合酋长国、英国、美国和越南。



如有媒体需求，请联系： 

张宁 
汇丰中国企业传讯部 
harryzhang@hsbc.com.cn 
+8621 3888 2419

朱燕燕
汇丰中国企业传讯部
michellezhu@hsbc.com.cn
+8621 3888 2675

Or go to www.business.hsbc.com/navigator/china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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