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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提要  

本文对全国多地 1435 家中小企业受武汉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影响的

情况及诉求进行了问卷调查，包括收入下降幅度、可维持的时间、成本支付压力、

自身对策及对政府诉求等 8 个问题，验证了政府近期出台的支持中小企业的应急

政策的必要性和及时性。基于疫情持续时间和影响的假设，提出了政策预案建议。

包括：减免债务、设立国家中小企业救助或振兴基金，以及增加重要节日假期天

数，弥补疫情期间未实现的消费，拉动经济恢复和持续增长。 

二. 调查结果 

1. 行业分布 

前四位的行业分别是：高科技企业占 19.23%，零售服务业占 17.21%，餐饮

住宿娱乐及文化旅游占 16.93%，加工业占 14.70%；物流运输批发贸易占比 7.11%、

建筑业占 7.04%。 

选项 占比（%） 

加工制造业 14.70 

物流运输批发贸易 7.11 

零售与服务业(教育、孵化平台) 17.21 

餐饮住宿娱乐文化旅游 16.93 

农林牧副渔业 0.98 

高科技(含软件、互联网) 19.23 

电商 1.60 

建筑业 7.04 

其他 15.19 

2. 员工人数 

64.67%的企业员工人数不超过 50 人，50-100 人的企业占 14.01%，100-500



人的企业占 13.94%。员工人数在 500 人以内的企业合计占 92.62%。 

选项       占比（%） 

50 人以下 64.67 

51-100 人 14.01 

101-500 人 13.94 

501-999 人 3.55 

1000 人以上 3.83 

3. 2019 年营业收入 

75.62%的企业 2019 年营业收入在 5000 万元以下，9.34%的企业营业收入在

5000-9999 万元。营收 1 亿元以下的企业合计占比 84.94%，营业收入不超过 6 亿

元的企业占 98.39%。 

选项 占比（%） 

5000 万元以下 75.62 

5000-9999 万元 9.34 

1 亿元-5.9 亿元 13.45 

6-10 亿元 0.49 

10 亿元以上 1.11 

4. 账上现金余额能维持企业生存的时间 

35.96%的企业只能维持 1 个月，31.92%的企业可以维持 2 个月，17.03%的企

业可以维持 3 个月，能维持 6 个月及以上的企业只有 9.27%。 

选项 占比（%） 

1 个月以内 35.96 

2 个月 31.92 

3 个月 17.03 

4 个月 2.02 

5 个月 3.98 

6 个月及以上 9.20 

5. 预计本次疫情对公司营收的影响程度 

31.08%的企业估计疫情导致 2020 年营业收入下降幅度超过 50%，27.80%的

企业预计营业收入下降 20-50%。合计 58.88%的企业 2020 年营业收入下降 20%

以上。 

 

选项 占比（%） 

10%以下 3.76 



 

 

 

 

6. 疫情期间贵公司面临的主要支出压力？ 

员工工资和五险一金占 59.79%，租金 16.59%，两项合计 76.38%。说明多数

中小企业员工薪资和五险一金是成本支出的大头，其次是租金。偿还贷款占

13.45%，三项合计占 89.83%。 

选项 占比（%） 

员工工资及五险一金 59.79 

        租金 16.59 

偿还贷款 13.45 

支付应付账款 7.04 

其他费用支出 3.14 

7. 如何应对现金流短缺？ 

为渡过难关，22.79%的企业计划减员降薪， 15.75%的企业选择停产歇业，

这两项影响就业的选择合计占 38.54%。还有 10.24%的企业选择民间借贷，21.25%

的企业准备贷款，13.31%的企业选择股东增资。当然，企业可能会同时采取多种

途径渡过难关。 

选项 占比（%） 

现有股东提供资金 13.31 

引入新股东 4.74 

贷款 21.25 

民间借贷 10.24 

延迟支付货款 6.76 

减员降薪 22.79 

员工集资 0.42 

停产歇业 15.75 

其他 4.74 

 

8. 对政府和金融机构的诉求 

50.45%的企业希望政府在社保、租金、员工薪资等成本支出方面给予补贴或

减免，20.28%的企业希望减免税费，希望提供流动性支持的企业占比 13.17%，还

有 10.24%的企业希望适度延期偿还贷款或豁免部分债务。 

10-20% 15.82 

20-50% 27.80 

50%以上 31.08 

无法判断 21.53 



 

 

三． 中小企业疫情时期面临的基本问题与解决思路 

1. 遭受的损失能否获得补偿？补偿多少？如何补偿？ 

不同的行业和企业，遭受损失的内容和程度不同。有些是原材料损失或者半

成品损失，有些是产成品损失，销售不出去；有些是应收账款难以收回；还有的

是确定的订单不能交货，可能遭遇赔偿；已有的货物遭遇拒收，或订单遭遇退款，

经营陷入困境；有的行业和企业甚至经营休克、中断。 

此次疫情爆发和传染属于天灾人祸，除了少数有保险赔付外，其他的重大损

失是否也应该赔偿或补偿？找谁赔偿或补偿？如何补偿？补偿多少？这个问题

需要专门研究。 

2. 如何合理分担各种法定的应付款？ 

很多企业因为疫情，经营收入受到重创，但企业在经营过程中已经发生或将

要发生的各种法定应付款仍然需要支付，其诉求者主要是政府、企业内部员工和

外部商业经营者——实体经济企业和金融机构，包括国企和民企。 

政府主要是税、行政事业费等，员工主要是薪资，产业链上下游供销商、经

销商、用户主要是应付账款、应收账款和预收账款退款，银行等金融机构的诉求

是本息，电力、水务企业涉及燃料动力水电费，经营场地提供者以及贸易、物流、

仓储、配送等服务商涉及租金、仓储运输配送费。 

减免中小企业法定支付压力，就是要在这些法定支付的诉求方之间分担。企

业法定支付的分担方式有 2 类： 

（1）企业自己承担，包括当期承担，延期支付。 

包括员工薪资、租金、社会保险费、税款、货款、贷款本息。例如，餐饮可

以将顾客定金转换为储值卡。 

（2）转移承担主体，由政府、金融机构、服务提供商、用户等利益相关者分别

承担一部分。可以细分为两种方式： 

⚫ 无偿承担 

    由利益相关者承担相应类型和数额的应付款，但不给予补偿。包括：企业裁

选项 占比（%） 

降低/减免税费 20.28 

减免利息 3.69 

成本补贴(租金、薪资、社保、利息等支出) 50.45 

适度延长贷款偿还期限或豁免部分债务 10.24 

提供流动性支持 13.17 

其他 4.60 



员、减少薪资支付，由员工承担；商业物业主减少商户租金；政府减少税费，要

求银行降低利率，甚至减免企业部分债务；或者由政府补贴企业的租金、利息、

员工薪资等成本支出。 

⚫ 有偿承担 

    利益相关者承担企业的应付款现金流出，但要从企业经营恢复后的收入中补

偿。例如，餐饮店把春节期间顾客预订的预收款，以更多优惠转为充值卡。如果

利益相关者承担的成本支付数额比较大，可以采用有偿分担方式，例如，作为债

务，获得一定的利息；甚至可以采用可转债或者直接折算为股份。 

    当然，企业还可以采取“无偿承担成本现金流出+有偿承担成本现金流出”

组合的方式，减少自身损失。 

3. 如何保持融资性现金流入的供应？ 

企业经营过程沉淀了资金，包括原材料、半成品、产成品。疫情及经营恢复

期，大多数企业因为遭遇损失、经营循环中止，都会缺钱，需要注入新资金。 

首先是现有承诺的现金流入不中止。特别是现有贷款不抽贷、断贷和停贷；

其次是如何注入新的资金？包括债务、股权以及多样化的混合型融资工具。 

除了金融机构不抽贷、断贷、停贷，金融机构与危机行业及企业还可以通过

协商妥协，创新金融工具。历史上，当经济和行业受到重大危机时，往往会出现

相应的金融创新。例如，零息票、优先股、收入债券、高收益债券，条款更为灵

活，匹配企业经营恢复的现金流期限结构，满足投资者的风险收益要求。 

四. 政策验证与补充建议 

此次疫情突如其来，属于不可抗力，并非企业自身的经营问题，企业单独难

以承担，需要政府号召、动员，媒体宣传，政府、金融机构、企业、员工等全社

会力量一起行动，共同分担。 

上述调查结果，一定程度上验证了政府部门近期应急出台的企业扶持政策的

必要性和及时性，各地政府正在陆续出台相似政策。包括： 

1. 减轻中小企业经营成本负担方面 

根据企业法定支付项目构成及诉求方类型，需要在政府、政府控制的企业以

及民企之间分配如何减免中小企业的法定支付。 

（1） 调整税费政策，减轻法定税费负担。 

由于中小企业员工工资和五险一金两项合计占成本支出大头，因此，政府有

必要及时通过返还、减免、补贴或延期，以及允许企业在疫情防控期间与员工协

商薪酬等多种方式，直接减轻中小企业税费、租金、行政事业费、社保等支出。 



各地的中小企业行业分布和财政实力不同，需要进一步通过调研，根据企业

在疫情时期遭受的损失状况和维持就业能力，提出具体解决办法。例如，如果财

政状况比较好，在疫情结束后，延期支付半年的税费；对于餐饮、旅游、科技等

行业的企业，如果企业不裁员，政府给予担保公司一定的补偿，鼓励担保公司给

企业担保，银行提供一定额度的基准利率下浮的贷款。 

如果政府减免补贴能力有限，可以允许企业在疫情期间及经营恢复期的房租、

人员薪资等税前抵扣。 

（2） 国企提供的基础设施和公用事业服务收费也可以相应降低和减免 

例如，经营恢复期，可以减免水电费和物流企业及个体运输户的高速公路通

行费；国企提供的场地，可以适当减免租金。 

（3） 鼓励有实力的非国企减免中小企业费用 

例如，租金、物流配送费、广告费等。万达、大悦城等 500 多家商业物业主

已经宣布主动减免商户租金。 

（4）鼓励社会捐赠 

2. 降低资金成本，保持信贷供应，减免债务。 

（1）降低资金成本，保证信贷供应。 

《中国人民银行、财政部、银保监会、证监会、外汇局关于进一步强化金融

支持防控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的通知》向金融机构提出了若干要求。包括

“维持信贷供应，加大对疫情防控相关领域的信贷支持力度”和“为受影响较大

的地区、行业和企业提供差异化优惠的金融服务；对有发展前景但受疫情运行暂

时遇到困难的企业，不得盲目抽贷、断贷、压贷，对受疫情影响严重的企业到期

还款困难的，可予以展期或续贷，通过适当下调贷款利率、增加中长期贷款等方

式，以及降低再担保费用。”商业银行陆续制定了相关信贷支持政策，例如，不

还本续贷。关键是如何落实到位。 

（2）适当减免债务 

人民银行等几部委的通知没有提到贷款本金是否可以适度免除、列入坏账核

销。如果疫情持续 2-3 个月，可能有一些企业出现债务违约。为了减少企业破产，

特别是对能够恢复经营的企业，需要金融机构作出相应妥协。可以考虑给银行增

加疫情专项债务坏账计提额度，适度减免中小企业债务。 

（3）放宽上市条件 

疫情可能导致一些拟上市公司业绩下降。中国证监会需要针对拟上市企业由

于疫情导致报告期业绩下降、不满足上市前三年业绩达标的情况，相应放宽条件。 



五.  金融支持升级预案建议 

根据此次疫情防控上海医疗专家组长张文宏教授 1 月 30 号的分析，疫情防

控的最好情景是 2-3 个月内全国疫情得到控制，中间情景可能持续半年至一年。 

从调查结果可以看到，受疫情影响，31.08%的企业预计 2020 年营业收入下

降幅度超过 50%，58.88%的企业下降 20%以上。同时，能维持 6 个月及以上的企

业只有 9.27%。 

如果疫情持续半年以上，90%的企业将难以为继，很可能歇业或者破产，依

靠减免、返还和延迟缴纳税费，减少员工薪资、延期贷款偿还等政策可能还不够。

一些中小企业会因持续半年恢复经营、没有收入而还不了到期债务；更达不到现

有债务和股权融资条件，需要升级金融支持力度。 

1. 创新金融工具 

疫情持续半年以上，出现资金短缺的企业会更多。往往不符合现有贷款及股

权融资要求。需要针对企业的经营恢复状况，创新金融工具，在还款条件上设计

多种权力，增加灵活性。例如，半期限零息债务、收入债、高收益债等。 

2. 设立国家中小企业救助或振兴基金 

如果疫情影响持续半年至 1 年，前述政策很可能还不够。因为一旦大量的中

小企业持续半年以上不能恢复经营，企业股东未必愿意增资，民间金融、正规的

商业金融机构也会产生畏惧，出现资金全面紧张的局面。即使有融资能力的企业，

也会面临借贷无门。 

此时，需要进一步升级金融救助方案，政府金融站台、信用背书。可以考虑

由财政出资，甚至发行特别国债，成立国家及地方中小企业救助或者振兴基金。 

此次疫情，波及面大、持续时间可能比较长，对行业、产业和产业生态影响

甚大，只救助单个企业可能难以奏效。中小企业救助或振兴基金，可以细分行业

设立，以龙头企业为核心，包括国企和知名民企，从产业链或商业生态角度，设

计产业或产业生态层次的金融解决方案，带动产业或细分产业或细分行业更多的

企业恢复经营。 

此外，需要研究重大灾害及疫情保险产品。疫情防控见效后，可以考虑增加

五一、端午节、国庆假、元旦等重要节日的假期天数，弥补因疫情失去的部分消

费，拉动经济恢复和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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