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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年第二季「星展人民幣動力指數」調查報告 
（本文為中譯本，以英文版為準） 

 
「星展人民幣動力指數」（DRIVE）在 2015 年第二季上升至紀錄高位 
2015 年第二季「星展人民幣動力指數」由 2015 年第一季的 55.1 上升至 60.5（圖 1）。

上次高位在 2014 年第二季錄得，當時指數達 60.4。人民幣的業務需求有所增加，因越

來越多公司在過去 12 個月使用人民幣客戶訂單／發票，以及有越來越多的企業在未來

12 個月預期會使用之。與上季度相比，於 2015 年第二季使用人民幣付款和應收賬款的

企業增加。使用人民幣貿易服務的企業數目則與上季度一樣。公司獲得人民幣貸款／信

貸額度較為容易，但對人民幣融資的需求仍然有限。與上季度相比，有較多的受訪企業

表示業務放緩。此外，較多的受訪企業看淡在未來 12 個月的業務表現（圖 2a 及 2b）。 

 
主要的研究結果及星展見解 
* 除非另有說明，否則括號中的數字代表 2015 年第一季的調查數據 

 
1. 雖然業務表現放緩，但人民幣的業務需求回升 
 30%（23%）的受訪企業表示在過去 12 個月有人民幣客戶訂單／發票。 

有 63% （66%）的受訪企業表示，在過去 12 個月並無人民幣客戶訂單／發票 
（圖 3a）。 

 35%（32%）表示在未來 12 個月將使用人民幣作上述用途（圖 3b）。 
 自 2014 年第二季以來，企業的業務表現持續惡化。在 2015 年第二季，製造業、零

售、社區及個人服務等類別均表示經營業績轉差，並指經濟增長放緩為主要原因。 
 這是自 2013年第二季以來，企業表示未來 12個月的業務前景最為暗淡的一次，28%

（18%）的受訪企業認為業務表現會轉弱，當中以製造業表現最差，有超過一半的

受訪企業預期業績會倒退。 
 
星展見解 
企業對人民幣的業務需求是以人民幣客戶訂單／發票的使用量代表，為反映人民幣在企

業層面實際接受程度和使用水平的主要指標。自 2014 年第二季以來，有跡象顯示人民

幣的業務需求有下降趨勢，但在 2015 年第二季已見回升。儘管業務表現和業務前景惡

化，但人民幣需求仍然回升。 

 
2. 人民幣升值預測與業務需求呈現正比的關係 
 越來越多的企業（2015 年第一季為 13%，2015 年第二季為 24%）預測，人民幣將

會在未來 12 個月升值。與上一次調查相比，人民幣匯率較為穩定。在 2015 年 5 月

7 日至 2015 年 6 月 11 日進行調查的期間，人民幣/美元匯率平均上升 0.02%[1]。相

比之下，在上一次（2015 年 2 月 10 日至 2015 年 3 月 18 日）進行調查的期間，人

民幣/美元匯率下跌 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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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展見解 
指數追蹤數據已達 11 個季度，我們觀察到香港公司採用人民幣的進度增長一直非常緩

慢，這可能是由於香港 98%的公司均是中小企業，而與大型企業相比，中小企業對人民

幣的需求有限。 

 
人民幣升值的預測可能影響香港公司對人民幣的業務需要（人民幣客戶訂單／發票）。

在 2015 年第二季，商界再次預測人民幣將升值，而人民幣的業務需求亦相應增加。事

實上，在我們調查的過程中，升值預測與人民幣的業務需求一般呈現正值關係（圖 4）。
另一方面，人民幣的升值預測與人民幣產品使用量之間的關係則較為不明確（圖 5）。 

 
儘管國務院最近宣布，將會擴大人民幣兌美元的交易區間，但預計短期內匯率波幅不會

大幅擴大。一方面，中國政府在中國經濟增長放緩時，很可能會保持人民幣匯率相對穩

定，以避免引起資金外流的憂慮。另一方面，透過保持人民幣大致穩定，中國可進一步

推動人民幣的跨境使用。 
 
3. 人民幣產品的使用增加 
 使用人民幣產品[2] 的公司比例由 2015 年第一季的 27%上升至 30%（圖 6）。歷史

最高位是在 2014 年第二季錄得的 34%。 
 25%（24%）的受訪企業表示目前使用或將在未來 12 個月考慮使用人民幣存款。 
 5%（5%）的受訪企業表示目前使用或將在未來 12 個月考慮使用人民幣貿易服務。 
 在使用貿易服務的公司中，有 41%（36%）使用人民幣付款及應收賬款或在未來 12

個月將考慮使用作上述用途（圖 7）。有 18%（11%）使用人民幣貿易服務或在未來

12 個月將考慮使用作上述用途（圖 8）。 

 
星展的見解 
使用貿易服務的公司對人民幣服務的需求增加，如經營業務所需的存款、付款和應收賬

款，以及貿易服務。 

 
我們預計使用人民幣產品將會越來越普及，因隨著中國繼續放寬金融監管，公司採取各

種對沖策略，以減輕匯率波動擴大的影響。此外，更多中小型企業傾向以人民幣結算發

票，因這些公司未必具備能夠有效對沖外匯風險的經驗及／或專業知識。 

 
於 2015 年 6 月，人民幣保持其作為全球第五大最常用付款貨幣的地位，佔全球付款額

的 2.09%。 

 
4. 對人民幣融資的需求仍然偏低 
 自 2012 年第四季推出「星展人民幣動力指數」的調查以來，對人民幣融資的整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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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仍然偏低。在 2015 第二季，99%的受訪公司表示，在未來 12 個月無意申請人

民幣融資（圖 9），與上季度的水平一致。其中，有 59%（69%）表示，公司並不

需要人民幣或主要使用其他貨幣。只有 2%（2%）基於人民幣匯率的波動性而不申

請人民幣融資。 
 更多的受訪公司（2015 年第一季為 10%，2015 年第二季為 14%）表示，獲得人民

幣貸款或信貸融資為「容易」（圖 10）。同時，7%（11%）表示「困難」。有超過一

半反映獲得人民幣信貸遇到困難的受訪公司表示，困難是由於審批標準嚴格或獲批

核的融資額度很小。 

 
星展的見解 
展望未來，由於人民幣的匯率波幅擴大及結構性升值減少，將進一步利好離岸貸款業

務。有公司通過以人民幣代替美元借款或使用衍生工具以穩定美元債務的融資成本，從

而減少外匯風險。隨著新的自由貿易區成立，跨境貸款項目將會擴張。 

 
展望：股市下挫對人民幣國際化的進程影響有限 
股市近期急跌，應不會動搖中國政府推動人民幣國際化的計劃。貨幣國際化是指推動貨

幣在本國以外的地方普及使用。這個過程可分為三個類別：1）貨幣用作爲定價和發票

貨幣； 2）用作為融資和投資工具；及 3）採納為儲備貨幣。 
 
對於人民幣而言，三方面均有令人鼓舞的進展。中國以人民幣結算貿易的比重已由 2010
年的 3%飆升至 25%。在過去三年，以人民幣結算流入及流出的直接投資已分別上升

850%和 830%。自 2008 年以來，離岸人民幣債券市場的規模每年擴大一倍。截至 2015
年 7 月，流通債券金額（包括存款證）達人民幣 7 千億元。更重要的是，許多外匯儲備

管理人員對人民幣的需求增加。目前，合計約有 50-60 家央行、主權機構和跨國組織投

資人民幣。基於以上各項，人民幣目前屬於相對較為成熟的貨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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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星展人民幣動力指數 
星展銀行 (香港) 有限公司推出的「星展人民幣動力指數」，為業界首個專門用來衡量香

港註冊公司使用人民幣的水平、對使用人民幣的接受和滲透程度的指數。雖然有關人民

幣離岸流通量的宏觀數據可以從廣泛途徑獲得，但有關數據卻並未從深入角度剖析香港

作為人民幣離岸中心的演變步伐。從公司層面出發的人民幣使用水平與接受程度更具代

表性。「星展人民幣動力指數」旨在成為首個基準，能真正衡量人民幣於香港的國際化

趨勢。而且，決策人、各大企業和投資者將會視「星展人民幣動力指數」為實用的策略

工具。 

 
星展銀行 (香港) 有限公司已委託獨立研究機構尼爾森由 2012年第四季度開始編制「星

展人民幣動力指數」，並於每個季度進行相關的調查。繼後每季公布的指數會反映香港

作為人民幣離岸中心的演變步伐。在分析未來時間序列後，便可釐定相應的政策建議。

指數的應用範圍日後將會擴大，並延伸至其他有意成為人民幣離岸中心的國家。 

 
研究方法 
研究以電話訪問的方式進行，訪問對象是每年營業額達到港幣 100 萬元或以上的香港註

冊公司企業決策者。是次研究於 2015 年 5 月至 6 月進行，一共訪問了 211 家公司。抽

選樣本由 200 家中小型企業(每年營業額介乎港幣 100 萬元至港幣 10 億元) 和 11 家大

型企業(每年營業額達港幣 10 億元以上) 組成。中小型企業的樣本抽選乃通過以香港政

府統計處公布的公司行業和營業額分布為基礎的配額抽樣方式進行。參照香港政府統計

處發布的資訊，最終抽選樣本會經過加權計算，以確保能代表香港的營商環境(表 1 及

2)。 

 
指數的計算方法和成分 
此季度指數旨在衡量香港註冊公司使用人民幣的水平、對使用人民幣的接受和普及程

度。我們根據六個問題衡量推動香港企業採納人民幣和人民幣國際化的四個關鍵層面，

分別是(1) 過去 12 個月的實際業務表現及未來 12 個月的預期表現；(2) 於過去和未來

對使用人民幣經營業務的需求；(3) 企業對人民幣應收付款服務及貿易服務的使用水

平；及(4) 企業獲得人民幣融資的難易度。指數乃以應用於上述主要範疇的因子分析 [3] 
計算的加權平均值，當中每個主要範疇的權重乃以各主要範疇之間的統計方差和相關性

計算。所計算的因子得分將會重新調整為介乎 0 和 100 之間的數值。 

 
每個季度指數乃根據以下公式計算：  

指數 (i,j) =  

 
N = 這一期間的樣本規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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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 = 選取問題的數目 
Q*ij = 選取問題的回應（調整至 0-100 之間）  
Wj = 個別問題的權重 

 
附註：  
[1] 根據二十天移動平均數值 
[2] 人民幣存款(包括 CNY 定期存款／CNY 存款、來往及儲蓄戶口)、人民幣付款及應收

賬款服務(包括自動轉賬、電匯／匯款服務)。人民幣投資服務、人民幣融資服務(包括：

貸款、發行債券、證券等)、人民幣貿易服務(包括貿易融資、信用證、票據等)、人民幣

保險產品、人民幣強積金產品、人民幣對沖產品 
[3] 因子分析是一種統計方法，以提供計算指數所使用參數的可變性 

 
關於尼爾森 
尼爾森 (紐約證券交易所股票代碼：NLSN) 為全球性的信息和測量公司，在市場和消

費資訊、電視和其他媒體測量、網上情報、移動測量、貿易展覽及相關資產具市場領先

地位。該公司業務遍布約 100 個國家和地區，總部設在美國紐約。如欲索取有關尼爾森

的進一步詳情，請瀏覽 www.nielsen.com。 

 

http://www.nielse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