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滙豐研究發現，雖然保護主義帶來不明朗因素， 

但加美墨企業對貿易及北美自由貿易協定依然樂觀 

 

***半數受訪企業認為北美自由貿易協定會在未來兩年為公司業務帶來正面影響*** 

 

***北美洲企業對北美自由貿易協定帶來的商業利益較為樂觀， 

勝於其他貿易協議*** 

 
紐約、多倫多及墨西哥城消息——滙豐發表的新報告「商貿領航：商界的現狀、未來和業務方
式」(Navigator: Now, next and how for business) 顯示，雖然保護主義貿易政策帶來不明朗因

素，但美國、加拿大及墨西哥的商界領袖對北美自由貿易協定 (NAFTA) 前景以及企業面對的

影響依然感到樂觀。 
 
北美洲各地的受訪商界領袖當中，超過 60% 認為政府為了捍衛國內企業，逐漸傾向採取提升

貿易壁壘的保護主義立場。  
 
不過，雖然北美自由貿易協定談判仍在進行，但半數受訪企業（美國 49%、加拿大 52%、墨

西哥 53%）認為該項貿易協議在未來兩年仍會帶來有利影響。 
 
美國滙豐商業銀行主管 Wyatt Crowell 表示：「雖然我們面對新的貿易壁壘，但跨境業務，尤

其是與我們的北美鄰國之間，預料仍會繼續增長。我們看到現時美國客戶表現得非常樂觀，原

因是放寬監管、減稅、美元稍為減弱、能源價格攀升，以及環球經濟發展加快。 滙豐是全球規

模最大的貿易銀行，也是美國領先的國際商業銀行，因此我們擁有獨特優勢，能夠提供範圍全

面的服務：安排跨貨幣融資交易，讓客戶接觸更廣泛的機構市場，以及擔任客戶的主要營運及

交易銀行。」 
 
滙豐調查了全球 6,000 間國際企業，發現超過四分之三 (77%) 對國際前景感到樂觀，雖然全球

亦有近三分之二的國際企業 (61%) 憂慮各國政府加緊保護國內經濟。  
 
調查顯示，少於一成 (9%) 美國企業認為北美自由貿易協定會抑制增長——對該協定持負面觀

點的比例少於墨西哥 (16%) 及加拿大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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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實上，調查發現北美洲企業對北美自由貿易協定的態度，比起其他與較遙遠貿易夥伴簽訂的

協議更為樂觀。例如，認為太平洋聯盟（墨西哥、秘魯、哥倫比亞及智利組成的貿易圈）會帶

來正面影響的墨西哥企業 (43%)，少於北美自由貿易協定 (53%)。同樣，加國企業認為綜合性

經濟貿易協議 (CETA) (43%) 及跨太平洋夥伴全面進展協定 (CPTPP) (39%) 帶來的增長機會少

於北美自由貿易協定 (52%)。  
 
加拿大滙豐銀行商業銀行主管 Linda Seymour表示：「北美自由貿易協定令加拿大、墨西哥及

美國顯著受惠。這項協定促進了更多貿易，為顧客提供更多選擇，容許提供更多服務，而且鼓

勵加美墨三國政府及商界有更大的增長和合作。」 
 
三國企業對在國外營商都保持樂觀，墨西哥為最甚，87% 受訪企業預料貿易量會在未來 12 個
月增加，美國企業為 77%，加國企業 70%。  
 
滙豐拉丁美洲及墨西哥商業銀行主管 Juan Marotta 表示：「北美自由貿易協定已成為價值   
1.2 萬億元的北美洲貿易及投資走廊，為三國企業提供增長和擴展的良機。  滙豐在每個協定國

都有舉足輕重的地位，因此我們處於理想的立足點，能夠為企業帶來北美洲各地以至全世界的

商機。」  
 
加美墨三國的受訪企業都將北美自由貿易協定的夥伴國列為拓展業務的兩個最重要目標市場。   

 美國企業將加拿大 (20%)、墨西哥 (19%) 及日本 (11%) 列為拓展業務的主要市場；  
 墨西哥企業以美國 (39%)、加拿大 (27%) 及阿根廷 (10%) 為拓展業務的焦點；  
 加拿大企業認為能在美國 (36%)、墨西哥 (18%) 及中國 (14%) 找到商機。  

 
其他主要調查結果包括： 
 
加拿大 

 為支持預期增長，過半 (54%) 受訪加國企業認為貿易融資需要會增加，過半 (53%) 也
認為會有更多機會獲得貿易融資。  

 過半 (57%) 加國企業認為服務貿易量會在未來 12 個月增加。 
 企業間 (B2B) 服務佔總服務出口的比例，預料到了 2030 年會剛超過總服務出口量的 

50%，高於目前的 42%。 
 差不多三分之二的加國企業認為數據規管 (62%) 及巨量資料 (55%) 也許會為開放競爭

及提供跨境服務帶來屏障。 
 
 

墨西哥 

 超過三分之二的受訪墨西哥企業認為在 2018 年對貿易融資的需要會多於去年，整整 
70% 認為會較易獲得貿易融資。  

 對近半數的 (48%) 服務企業來說，打入新市場是未來 12 個月內的增長關鍵，電子商

務使用量增加 (24%) 也提供支持。更有效使用數據 (23%) 以及提升僱員的技術技能 
(22%)，也被差不多四分之一的服務企業視為三大頂尖策略。 

 主要由旅遊業及金融服務業推動的服務出口，對墨西哥未來 10 年的整體貿易組合來說

會扮演愈來愈重要的角色。 
 墨西哥石油公司 (Pemex) 進行改革，目的是提升靈活度及競爭力。這些改革在未來幾

年應該會有助提高原油產量，以及促進下游產品（例如燃料及化學品）的生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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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 

 考慮到貿易前景樂觀，剛超過半數 (52%) 的受訪美國企業認為會在未來 12 個月內需

要更多貿易融資。類似數字 (49%) 的企業認為會有更大機會獲得貿易融資。  
 美國是全球首屈一指的服務出口國，據估計佔國際服務貿易總額的 15%。其中以企業

間服務所佔比例最高。   
 超過三分之一 (35%) 的受訪者認為科技的使用能刺激服務貿易增長。三分之一的受訪

者表示，打入新市場是增加服務貿易的頭號策略，電子商務則是第二個受歡迎策略。 
 超過四分之三 (77%) 的美國企業表示較易接觸數據，在國際業務中建立了較公平的商

業環境，三分之二 (68%) 則認為數據規管會對提供跨境服務構成妨礙。 
 
 
傳媒查詢： 

 
Matt Klein（美國） 212-525-4644 matt.klein@us.hsbc.com 
Caroline Creigton（加拿大） 416-868-8282 caroline.x.creighton@hsbc.ca 
Lyssette Bravo（墨西哥） 52 55-721-1288 lyssette.bravo@hsbc.com.mx 
 
 
給編輯的資料： 

 

「滙豐商貿領航：商界的現狀、未來和業務方式」  

「滙豐商貿領航」 (HSBC Navigator) 是關於環球貿易及商業信心的最詳盡報告。報告包含了 25 個國家 
的進出口商品及服務的中長期雙邊貿易經濟預測（由 Oxford Economics 進行），以及評估商業氣氛以及

貿易活動及業務增長期望的環球調查（由 Kantar TNS 進行）。 
 
「滙豐商貿領航」協助企業了解國際貿易前景，使他們能夠善用新的商機，及為未來作出明智決定。 
 
有關報告全文及 23 國報告（包括加拿大、墨西哥及美國），請瀏覽：www.business.hsbc.com/trade-

navigat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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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4 個
市場為約 170 萬客户提供服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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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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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通過三個環球業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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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220 億美元（2017 年 12 
月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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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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墨西哥滙豐 

墨西哥滙豐是墨西哥數一數二的金融及銀行集團，設有 971 間分行、5,532 部自動櫃員機及大約 16,000 
名僱員。Grupo Financiero HSBC 是滙豐拉丁美洲控股（英國）有限公司直接控制及持有 99.99% 股份

的附屬機構，該控股公司由滙豐控股有限公司全資持有。   
滙豐控股有限公司在 67 個國家及地區為 3,800 萬位客戶提供服務，業務遍及亞洲、歐洲、北美洲、拉丁

美洲、中東及北非。滙豐為全球最大的銀行及金融服務機構之一，總資產為 25,220 億美元（2017 年 12 
月 31 日）。  
 

美國滙豐銀行（全國機構）通過零售銀行及財富管理、商業銀行、私人銀行、環球銀行及市場分類，向客

戶提供服務。該行在下列地區設有分行：加州、康乃迪克州、特拉華州、 華盛頓特區、佛羅里達州、馬

里蘭州、新澤西州、紐約州、賓夕凡尼亞州、維吉尼亞州及 華盛頓州。美國滙豐銀行（全國機構）是美

國滙豐有限公司（滙豐（北美）控股有限公司的全資持有附屬機構）的主要附屬機構，亦是聯邦儲蓄保險

公司 (FDIC) 成員。投資及經紀服務通過滙豐證券（美國）有限公司提供。該公司為紐約證券交易所／全

國證券商協會／保障證券投資者協會的會員。保險產品則通過滙豐保險代理（美國）有限公司提供。 

滙豐控股有限公司 

滙豐集團的母公司為滙豐控股有限公司，總部設於倫敦。滙豐集團在 67 個國家及地區設有約 3,900 家辦

事處，為全球客戶提供服務，業務遍及歐洲、亞洲、北美洲、拉丁美洲、中東及北非。滙豐為全球最大的

銀行及金融服務機構之一，總資產為 25,220 億美元（2017 年 12 月 3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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