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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的经济和地缘政治状况挑战重重，但是全球企业均展示了良好的适应能力。他们在巨大的困境
中顶风而行，化挑战为机会。面对中美的贸易紧张、不断抬头的贸易保护主义和地缘政治变化，以
及脱欧的潜在影响，全球企业对其未来依旧乐观。全球企业有半数以上表示比一年前更加乐观，而
其中 79% 的企业预计未来一年中销售将会增长。

企业展示出的乐观态度源于若干因素。虽然各经济体的增长速度放缓，但是大多数依然在继续发
展。另外，灵活的企业正利用贸易格局的转变来抓住市场份额，并拓展新市场。

我们的问卷调查发现的另一个趋势显示：企业更多地认识到全球贸易对其商务及对整个社会的有利
作用。全球贸易的益处包括激发创新、帮助提高收入，以及支持包容政策。

结果显示，现在终端客户所要求的可持续经营与监管标准正帮助提高运营效率和销售增长。企业也
更加主动地采取可持续发展的经营方式。近三分之二的企业认为，他们能对联合国的可持续发展目
标 (SDG) 发挥作用，而四分之一的企业更表示他们能发挥重要的作用。

概览
在不确定的环境中，信心依旧

当前状况

2019 年 8-9 月，我们对 35 个国家及地区的 9100 多家企业进行了问卷调查，以了解企业对其当
前和未来发展的评价和展望。同月，欧洲经济强国德国经济陷入负增长，而面对即将来到的脱欧，
英国出现了自 2012 年以来的首次季度国内生产总值 (GDP) 下跌。中美经济紧张使全球经济体愈
发担忧会再次出现世界性萧条。在我们撰写本报告的同时，印度正面临经济急剧放缓，此外，对本
应推动南美市场发展的经济体（如阿根廷和巴西）的发展预测则跌到了历史新低。

尽管对全球经济环境存在这种不确定性，但是连续三年来，商业展望仍在不断上升，全球企业乐观
地预测 2020 年将会是持续发展的一年。参与问卷调查的企业有一半以上（56%）预计未来一年
销售增长会超过 5%，而有 40% 的企业相信增长会达到 10% 或更多。不确定性不但没有使企业
陷入悲观，反而似乎成为了推动企业采取行动的因素之一。其结果是，一些企业正寻找新机会和新
市场、积极采用新技术、规避风险，以及削减成本。

技术、新市场可达性与生产力

不确定性不但没有使企业陷入悲观，反
而似乎成为了推动企业采取行动的因素
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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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需要了解：

参与问卷调查地企业中，近半数（47%）对未来的销售增长比
一年前更乐观，而约五分之一（22%）的企业（高增长企业）
则极为乐观——他们预计未来一年销售增长会超过 15%。

开展国际贸易的企业比那些只开展国内贸易的企业更自信
（80% 比 77%）。

推动企业发展的首要因素是开拓新市场（38%）和技术投资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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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预计未来一年销售高增长（15% 或更多）的特殊企业对于国际贸易的展望比全球同行明显更
为乐观（97% 比 81%）。这些灵活、适应性强的企业将打入新市场视为首要策略。企业依赖新市
场为其提供机会发展并克服在现有市场中所见的风险。虽然不同的区域和行业存在差异，但是整体
的商业展望乐观。在欧洲，虽然考虑到脱欧的影响，但是 78% 的企业依然乐观地预计其销售会增
长，不过欧洲预计增长超过 10% 的企业比例最少（30%）。

很明显，对企业掌控能力强、能够开拓新市场，并通过投资于人才和技术来影响增长的企业比那些
面临切实的外部风险的企业要自信得多。有 12% 的企业预计未来一年其业务会收缩，而他们认为
最大的威胁来自南美、亚太、中东和北非 (MENA) 显著的政治环境不确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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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的企业可采取的行动 

主动应对风险挑战。调查显示，30% 的企业通过提高其产品/
服务的质量、29% 的企业通过开拓新市场、26% 的企业通过
投资于创新来克服挑战。

仅有超过五分之一的企业表示，投资于客户体验和员工新技能
是其未来发展的三大策略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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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全球贸易保护主义政策增多，企业领导者中有一项较为突出的趋势：他们将贸易视为强大的积
极力量，并认识到贸易不仅对企业有益，同时还为整个社会提供更广泛的利益。约八成企业认为国
际贸易有益。80% 的企业表示国际贸易能推动创新、79% 的企业认为国际贸易能提供新的商业机
会、78% 的企业相信国际贸易能提高效率。另外，超过三分之二的企业认为国际贸易的更广泛的
利益为支持就业（73%）、提高收入（70%）和推动包容性（68%）。67% 的企业领导者还将促
进和平与稳定视为其中一项利益，而 66% 的企业领导者认为对抗气候变化也是利益之一。

在高增长企业中，这种观点更为强烈，其中 96%  将贸易视为发展动力。企业对其国际贸易展望也
很乐观。81% 的全球企业对其国际贸易可能性感到乐观。

虽然企业热衷于寻找境外的贸易伙伴，但总的来说，他们寻找的范围并不算太远。在未来 3-5 年
里，区域内的贸易预计将增长，尤其是欧洲和北美的企业。即使在南美，重心也在转移，因此现在
不到一半的企业与北美的企业开展贸易，而是转向与南美的企业开展贸易。

还有迹象表明国际贸易的固定对象在变化，可能性也在扩大，这通常反映出更广泛的地缘政治问题。
北美与亚太的贸易从 30% 降到了 24%，与欧洲的贸易也从 49% 降到了 42%。

对国际贸易最有吸引力的五大市场仍然较容易预测：美国、德国、中国、加拿大和法国。

贸易前景
贸易作为发展动力

企业对其国际贸易展望也很乐观。81% 的
全球企业对其国际贸易可能性感到乐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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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那些计划改变其供应链的企业，其中 28% 表示原因在于他们正计划开拓新市场——对比去年
已增长 5%。他们不是要用一个市场来取代另一个市场——45% 已开展国际贸易业务的企业在过
去两年里未停止与任何市场开展贸易，而约半数企业表示他们无计划在未来两年里停止或减少与任
何市场开展贸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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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需了解的事情

对开展国际贸易最有吸引力的五大市场是：美国、德国、中
国、加拿大和法国。

企业将全球贸易视为发展动力，认为其对企业和社会都有益。
利益包括推动创新、提高效率、支持就业和提高收入。

全球企业对国际贸易的兴趣增加。想继续只在国内开展贸易活
动的企业比例降到了 10% 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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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的企业可采取的行动 

有策略性地选择贸易伙伴。考虑将寻找贸易伙伴的范围从明显的
市场扩大到您能够提供优质产品/服务或获得先发优势的市场。

了解开拓新市场、增加对数字/技术的利用（各28%）或增加对
战略供应商的关注（20%）都意味着您需要做出改变。 

在您的邻近市场寻找潜在的贸易伙伴。在 2018-2019 年，大多
数企业依然倾向于在区域内开展贸易，以及利用有利的区域贸
易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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贸易保护主义依然对全球企业产生影响。近三分之二（65%）的企业认为各国政府越来越保护国内
市场，过去两年均上升了 2%。

然而，许多企业的乐观态度并不受此趋势的影响。这可能存在多种原因。企业在充满不确定性的环
境中展现了非凡的灵活性和创新能力。结果，企业为克服威胁而制定了不同的策略，这也是他们能
够预计增长的原因。另外，虽然增长放缓，但是大多数经济体依然在增长，而服务业或消费者支出
似乎并未出现放缓。

毫不意外的是，仅开展国内贸易的企业有更大比例（64%）认为贸易保护主义对他们来说利大于
弊。相比之下，有 52% 开展了国际贸易的企业认为贸易保护主义对他们来说利大于弊。很有可能
那些开展了国际贸易的企业最终会感到他们在国内的获利会超过他们在国外的损失。

大多数企业也感到了地缘政治风险的影响，全球平均值达 64%。该数字在某些区域要高出许
多——北美 76%，77%。

 

企业展现出适应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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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需了解的事情

近 65% 的全球企业感觉贸易保护主义在上升。

企业指出贸易保护主义的一些最负面的影响：关税增加了营商
成本（27%）、监管标准加大了营商难度（23%），以及迫使
其不得不对供应链做出改变（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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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的企业可采取的行动 

探索不同的途径，以保护您的企业不因贸易保护主义政策受
损。本报告所采访的企业采用最多的策略是削减成本（30%）
和接受更低的利润（22%）。

与本地合作伙伴更紧密地合作。企业为了避免因贸易保护主义
受损而采取的措施还包括：寻找合资企业、从国内供应商处采
购、设立新办事处或收购当地公司。

为了减轻地缘政治和贸易保护主义风险，企业正在重新评估其
商业模式，并常专注于数字渠道和平台。

贸易保护主义和地缘政治



您需要了解

在未来 5 年，企业将加大投资于技术、创新和基础设施 
（33%），以及改善员工健康、福祉和安全（31%）。

企业感受到来自竞争对手（36%）、客户（34%）和政府 
（32%）的压力，需要在未来 5 年变得更具可持续性。

许多企业有志于提升可持续性的原因还在于它能提高效率、 
帮助企业达到监管标准、提供竞争优势和推动销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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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的企业可采取的行动

通过商业案例演示可持续经营应如何成为企业的重心。通过展
示践行可持续理念可如何提高效率、帮助企业达到监管标准、
获得竞争优势和增加销售来赢得买进。

通过出色的 ESG 指标吸引顶尖人才。例如，在汽车行业，近三
分之一的企业表示可持续性对于吸引和留住最佳人才很重要。

战略投资。企业最关注的是通过投资于技术、创新和基础设施
来提高可持续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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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现将可持续经营看作其成功的基础，而 21% 的企业认为可持续性对其保持长期竞争力具有非常
重要的作用。企业感受到来自竞争对手、政府和客户的压力，需要在未来 5 年提高可持续发展的能
力。

可持续经营对所有企业而言都是重中之重，尤其是对高增长的企业。大多数高增长的企业正积极地做
出改变，以提升可持续性、推动增长，以及对社区和经济体带来正面的影响。20% 的高增长企业正
对其供应链做出改变，以提升可持续性；而 81% 对企业认为他们能对对抗气候变化发挥作用。

鉴于这种态度上的转变，全球企业在制定商业策略时也会考虑环境、社会和管理 (ESG) 指标。尤其
是在环境、社会和管理方面，企业正关注于产品安全和质量、能源利用和环境因素，以及高管薪酬。

近三分之二的企业认为他们能对联合国的 SDG 发挥作用，而四分之一的企业感觉他们能发挥重大作
用。现今的企业感觉他们能够对改善健康和福祉、产业创新与基础设施、良好的工作和经济发展，以
及经济实惠的清洁能源做出直接的贡献。

虽然企业明显有意愿提升可持续性，但是他们也指出了未来 5 年这方面工作的障碍，尤其是缺乏
额外的资金（35% 的企业将此列为挑战），以及员工在提升可持续性方面投入时间和精力必须以
牺牲其它工作为代价（31%）。企业还指出另一项障碍：环境、社会和管理原则和不同政府与监管
部门所设定的框架之间缺乏衡量的一致性。

可持续的未来
可持续经营被视为商业成功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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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哪个行业未受到技术的影响，所有企业都清楚地认识到了不创新就会有被甩在后头的风险。 
企业都在依赖技术进步，并利用其成为经营效率、销售增长和提高生产力的强大推动力。在拥抱 
技术的同时，他们也更加了解前沿创新技术和变化趋势，以及下一波科技浪潮将如何切实地影响其
业务。

在未来 3-5 年里，企业预计数据安全、人工智能 (AI)、5G、机器人技术和物联网 (IoT) 会变得
越来越重要。重要性的级别按区域而有所不同，但是只有在 亚太区，人工智能的重要性（31%）
超过了数据安全（26%）。在几乎所有其它地方，通过数据安全技术保护商业网络都是重中之重。

不同的企业对各种技术的利益预测范围很广泛。企业预计人工智能（42%）、机器人技术（31%） 
和物联网（30%）会提高产品和服务质量，而将人工智能（48%）、机器人技术（44%）和 
5G（36%）视为帮助提高生产力的领先技术。

突破性技术
创新是关键

您需了解的事情

数据安全、人工智能 和 5G 是企业在考虑未来技术对其企
业的影响时所想到的关键创新技术。

企业认为人工智能、机器人技术和物联网 是对提高产品和
服务质量最具影响力的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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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的企业可采取的行动

提高生产力与削减成本。无论是人工智能和机器人技术推
动制造业发展，还是 5G 推动物流业的物联网，技术都能
帮助彻底改变经营效率。

了解最新进展。特定的技术将最适用于某些益处。例如，
面部识别、增强现实 (AR)、物联网 和 5G 预计都能改善客
户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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