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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國小型企業期望通過可持續發展的營商模式，改善增長及盈利能

力 

 
**只有四分之一的加國小型企業把 

投資優先放於促使業務更持續發展之上** 
 

滙豐資料顯示，三分之二 (66%) 的加拿大小型企業
1
 表示，可持續發展營商模式，能改善增長及

盈利能力。不過，只有 25% 將投資優先放於促使業務更持續發展 

之上。  

 

調查訪問了 14 個國家（包括加拿大）1,400 位決策人，其中半數 (50%) 認識到客戶要求產品能

夠保護環境及社會。這也許能為公司帶來競爭優勢。事實上，全球 59% 的企業認為，可持續發

展營商模式，能改善增長及盈利能力。  

 

全球而言，製造業公司 (72%)，以及印度 (68%) 和沙地阿拉伯 (66%) 的公司，最可能認識到這個

商業優點。  此外，全球每 10 間公司就有 3 間 (30%) 認為提升業務的可持續發展能力，對未來 

3 年內改善財務表現會有幫助。 

 

為求獲得更大增長，四分之一 (25%) 的加國小型企業將投資優先放於促使業務更 

持續發展之上。相比之下，在受訪各國企業當中，沙地阿拉伯 (34%)、香港 (33%) 及澳洲 (33%) 

的企業有較高比重。全球的礦業 (36%)、專業服務 (34%) 及公用事業 (33%) 公司最致力於通過投

資提升業務持續力。  

 

加拿大滙豐銀行執行副總裁兼商業銀行主管 Linda Seymour 表示：「有智慧的 

可持續發展營商模式，能令所有人受惠。不過，許多小型公司雖然致力做好， 

卻面對競爭激烈、邊際利潤低以及履行現有職責所需成本等問題。滙豐樂於投入更多時間和精

神，協助小型企業繼續增長及提升可持續發展營商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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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調查結果細分 

 

 

 % 小型企業將可持續發展

列為 3 大長期 

目標之一 

% 小型企業表示可持續發展

的營商模式能改善增長及盈

利能力 

% 小型企業將投資優先放於

促使業務更持續 

發展之上 

全球  30% 59% 27% 

澳洲 34% 61% 33% 

加拿大 29% 66% 25% 

中國 32% 54% 23% 

法國 22% 56% 27% 

德國 26% 62% 25% 

香港 30% 56% 33% 

印度 28% 68% 19% 

印尼 43% 62% 31% 

墨西哥 24% 55% 23% 

沙地阿拉伯 36% 66% 34% 

新加坡 26% 54% 25% 

阿聯酋 36% 44% 23% 

英國 19% 60% 27% 

美國 28% 56% 28% 

 

 

平均來說，只有 18% 小型企業將可持續發展的行動評為對當前業務很重要； 

不過，近半數 (46%) 表示對中、短期業務（未來 3 年）很重要。對這些公司來說，未來更為重

要的行動就是：設立專門負責「企業社會責任」的團隊。 

 

在改善持續發展這方面，公司目前可以著手處理的重要範圍是在供應鏈中尋求提升運作效率的

方法。近半數 (47%) 決策者認為這有助促進公司未來 3 年的財務表現。  

企業能通過以下有效途徑，令可持續發展成為業務核心價值： 

 在供應鏈中尋求既環保又符合成本效益的方法以提升效率。例如，縮短 

原料運送距離，有助減排及節省運輸成本。 

 隨著客戶的喜好改變，公司亦應以新的業務模式配合。如果公司的產品 

來源及生產重視可持續發展，也許會更受支持環保的客戶喜愛，有助提高 

收益。 

 投資於再生能源，例如風力及太陽能發電設備，能為環境足跡管理作出 

更多的貢獻。   

 引入及執行有關人權及當地社區關係的操守準則及政策。 

 滙報「環境、社會及管治」(ESG) 表現。公司透明度是贏得消費者及投資者信任的首要

一步。 

 

滙豐 2017 年調查的受訪決策者來自下列國家和地區中聘用 200 至 2,000 人的企業：澳洲、加拿

大、中國、法國、德國、香港、印度、印尼、墨西哥、沙地阿拉伯、 

新加坡、阿拉伯聯合酋長國、英國及美國。  
 

上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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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媒查詢： 

 
Caroline Creighton 416 868 8282 caroline.x.creighton@hsbc.ca 
Sharon Wilks 416 868 3878 sharon_wilks@hsbc.ca 
 
 
 

給編輯的資料： 

 
1全球而言，小型企業指聘用 200 至 2,000 人的企業。在加拿大，小型企業指聘

用少於 500 名僱員的企業。 

 

以下材料亦可供參考： 

 滙豐商業銀行客戶維護環球主管 Bryan Pascoe 撰文「小型企業推行環保有助 

增長」（Smaller firms go green for growth）：www.hsbc.com/news-and-

insight/insight-archive/2017/smaller-firms-go-green-for-growth  

 YouTube 影片「推行環保帶來的業務增長潛力」：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haukVl1_f8g&feature=youtu.be  

 

滙豐承諾在 2025 年之前提供 1,000 億美元用於可持續發展的融資及投資上，使 

客戶能發展或安裝清新能源及減碳技術。  

這是滙豐在所屬社區中致力應付氣候轉變及支持可持續增長的 5 項承諾之一。 

我們的其他承諾包括： 

 到 2030 年，我們使用的電力 100% 來自再生能源，中期目標是到 2025 年達

至 90%。 

 減少投資燃煤工業，並積極管理其他高碳排放產業的過渡情況。 

 採納「氣候相關財務聲明工作小組」的建議，以便改善透明度。 

 設立「可持續融資中心」（Centre of Sustainable Finance），主導及引領有關 

可持續融資及投資的討論。 

 

滙豐商業銀行服務 

 

150多年來，滙豐一直抓緊經濟增長的脈搏，不斷協助客戶開拓商機。今天，滙

豐商業銀行在全球為200多萬家企業提供服務，對象從專注本地市場的小型公司

到 

大型跨國企業。無論是營運資金、定期貸款、貿易融資或資金管理，我們都能

為 

企業提供發展業務所需的工具及專業知識。作為滙豐集團的基石，我們的龐大

http://www.hsbc.com/news-and-insight/insight-archive/2017/smaller-firms-go-green-for-growth
http://www.hsbc.com/news-and-insight/insight-archive/2017/smaller-firms-go-green-for-growth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haukVl1_f8g&feature=youtu.be
http://www.hsbc.com/news-and-insight/insight-archive/2017/hsbc-makes-new-sustainability-pledg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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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絡覆蓋全球貿易及資本流向的90%以上，能為公司及企業提供進入全球市場

的門徑。詳情請上網到: http://www.hsbc.com/about-hsbc/structure-and-

network/commercial-banking 

 

加拿大滙豐銀行簡介 

 

加拿大滙豐銀行，為滙豐控股有限公司的附屬機構，是本國首屈一指的國際銀

行。我們透過三個環球業務範疇，協助加拿大公司及個人客戶在國外經營及管

理財務：工商金融、環球銀行及資本市場，以及零售銀行及財富管理服務。滙

豐為全球最大的銀行及金融服務機構之一，總資產為25,260億美元（2017年9月

30日）。 

加拿大是集團的其中一個首要市場。滙豐在歐洲、亞洲、北美洲、拉丁美洲、 

中東及北非的 67個國家和地區設有大約3,900間辦事處，通過高科技連繫，為 

全球各地客戶服務。詳情請上網瀏覽 www.hsbc.ca，或關注我們的「推特」賬號 

@HSBC_CA ，或「面書」賬號 @HSBCCanada。 

 
 

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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