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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小企业状况报告
【译者按】2020 年 7 月，在新冠疫情对全球经济带来极大重创背景下，

Facebook、OECD 和世界银行协同发布了《全球小企业状况报告》。基于“未

来商业调查”的调研工作，报告阐述了当前小企业对全球经济的重要贡献、

新冠疫情对全球小企业的影响以及主要国家的应对措施。报告指出，新冠

疫情使全球小企业陷入生存困境，各国政府结合本国国情，主要在就业、

补贴、税费、融资方面强化对小企业的支持力度，助力小企业渡过难关。

赛迪智库中小企业研究所对该报告进行了编译，期望对我国有关部门有所

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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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小企业是全球经济的无名英雄，它们为每个国家创造了无

数的就业机会，大力推动了国家经济增长，助力减少了贫困和

收入不平等问题。受突如其来的新冠疫情影响，小企业正面临

着史无前例的挑战。新冠疫情不仅是突发的公共卫生事件，也

是一场经济危机，对小企业生存与发展带来了极大冲击。

本报告基于对 5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 3万多名小企业领导者

的调查而做出。调查显示，2020 年的 1 月至 5 月，调查样本中

四分之一以上的小企业表示，它们已被迫停业，在某些国家，

这一数字上升到 50％以上。仍在营业的小企业中，有三分之一

的企业在疫情期间裁员。这种迹象表明一场旷日持久的就业危

机已经来临。近三分之二处于营业状态的小企业表示，其销售

额与去年同期相比大幅度下滑。旅游、酒店等以线下销售为主

的行业受到的疫情冲击更为巨大，这些行业中近 50%的小企业被

迫停业。这是因为人们受疫情影响减少了出行支出。此外，女

性领导的小企业受疫情冲击更严重，其闭店率比男性领导的企

业高出 7 个百分点。这是因为，女性领导的小企业多集中在以

线下营销为主的行业，且相对于男性领导的小企业而言，女性

领导小企业在疫情防控方面更加严格。

尽管如此，许多小企业家对未来仍持乐观态度。在调查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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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中，四分之三已停止经营的小企业表示，一旦解除疫情封锁

它们将立刻复工复产。但重启之路仍存在较高的不确定性，许

多小企业需要当地政府和相关机构的扶持才能重回正轨。本报

告旨在结合调查分析结果，指出当前帮扶小企业的重点领域，

进一步提高政策制定的准确性。

导论

本报告将小企业定义为拥有 500名及以下雇员的企业。小企

业是创造社会价值的主要来源，约占OECD统计的所有企业的 99％，

它们是全球经济活动的主要推动者，在创造就业方面发挥着重要

作用。此外，小企业还为女性和其他社会弱势群体创造就业机会，

从而推动全球经济向更加包容性的方向发展。

小企业在许多方面与大型企业不同。尽管小企业比大企业更

加灵活，适应性更强，但为满足日常运行和支出，它们对日常收

入和留存收益的依赖性更强。相对于大企业而言，小企业的规模

较小、资产基础薄弱、对风险感知较慢，导致其融资难、融资贵。

可见，小企业在经济低迷时期更难以渡过难关。

小企业对全球经济的贡献主要表现为：

•推动全球经济增长：小企业为全球经济增长做出了重要贡献，

在高收入国家，小企业创造了绝大部分的就业岗位，平均创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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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至 60％的增加值（例如，通过工资、利润和税收）。在发展

中国家，小企业同样是当地经济的重要贡献者。相较于大企业，

它们为产业链供应链创造了更多的就业岗位。

•对社会弱势群体的扶持：小企业通过跨越地理区域和部门来

创造更多的就业岗位，为更多低技能劳动者创造就业机会。在发

展中国家，小企业在消除贫困和收入不平等方面作用突出，为妇

女、少数民族和残疾人等弱势社会群体提供了更多的就业岗位。

•促进创新：小企业善于利用商业机会来推动创新，例如善于

在智能工作、健康和娱乐等高附加值领域把握商机、推动创新。

它们善于抓住大企业忽视的技术机遇来推动产品、生产方法和管

理流程的不断创新进步。

•推动经济可持续发展：小企业善于开发创新业务模式，这使

其在可再生产业中发挥了重大作用。小企业正蓄势待发，抓住当

地清洁技术市场中涉及绿色供应链的机会，推动社会经济可持续

发展，促进生态环境保护。

尽管小企业具有较高的灵活性，但由于规模较小且资源获取

渠道有限，小企业也面临着诸多挑战。即使在健康的经济环境中，

它们也会在财务、供应链、网络和资源上存在问题。例如：

•缺乏信贷和融资渠道：由于信贷记录有限和缺乏详细的财务

信息等，相比于大企业，小企业获得融资的几率较小。相反，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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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更依赖内部资金来经营和发展企业，这一现象在发展中国家尤

为明显。

•对本土市场依赖性较大：小企业经常开发高度依赖本地供应

链和资源的特定产品和服务。这些产品和服务对本土小众客户群

体的依赖度较大，使小企业在应对国际市场需求时经营较为困难。

•对新技术的使用相对滞后：小企业的灵活性可以促进其内部

组织结构和交付模式不断适应新需求，但受融资难和可利用资源

较少等因素限制，导致小企业在新技术使用上相对滞后。

•进入全球市场能力相对较弱：与大企业相比，小企业在监管

和行政方面的能力较弱，导致其进军国际市场和从事国际贸易的

资源和能力都相对薄弱。

由于小企业长期存在上述问题，而新冠疫情进一步加剧了对

小企业的负面影响。

一、新冠疫情对小企业生存的影响

（一）小企业被迫停业存在明显地区差异

调查样本中有超过四分之一的小企业（占 26％）表示，它们

在 2020 年 1 月至 5 月期间被迫停业，但地区和国家之间存在显

著差异。例如，在南亚国家，有 46%的小企业已停止营业，其中

孟加拉国（50％）和印度（47％）受影响最大。相比之下，东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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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太平洋地区（18％）、欧洲地区（21％）受到的影响相对较小。

此外，大多数停止营业的企业表示，由于当地政府及其卫生部门

发布疫情防控的相关措施而导致被迫停业。

闭店率在地区和国家之间的差异性均十分明显。例如，在东

亚和太平洋地区，台湾只有 4％的小企业停止营业，小于日本

（10％）、韩国（10％）和新加坡（31％）。在欧洲国家，捷克

共和国、荷兰、德国和瑞典的小企业闭店率均低于 10％。然而，

爱尔兰（58％）和英国（43％）的闭店率较高。在中东和北非地

区、撒哈拉以南非洲、拉丁美洲地区的小企业闭店率较高，但差

异性较小，闭店率平均值在 30%至 45%之间。上述情况是由于不

同地区和国家之间采取的封锁措施的严格程度不同，闭店率高的

国家封锁措施更为严格。

（二）以线下服务为主的小企业受到的冲击较大

旅游业和其他以消费者为中心的企业受到的打击尤其严重。

通过调查研究可知，闭店企业最多的行业有：旅游（54％）、接

待和活动服务（47％）、教育和育儿服务（45％）、表演艺术和

娱乐（36％） 以及餐饮（32％）。此外，受融资渠道、现金储

备和资源的限制，越是规模较小的小企业所受的冲击较大。相比

于全样本的平均闭店率 26％。企业员工数量在 50名以上的小企

业，其闭店率为 19％，所受冲击较小。而微型企业（这里定义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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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人拥有和经营的小企业），其闭店率高达 30%，所受冲击较

大。

二、新冠疫情对小企业销售的影响

（一）多数小企业的销售额下降

正在运营的小企业（62％）显示，与 2019 年同期相比，其

月销售额下降明显。这种情况在世界各国基本一致。例如，在北

非和南亚地区，分别有 70％和 58％的小企业出现月销售额下降。

特别是在中国香港、意大利、阿联酋和肯尼亚，有 75％及以上的

小企业表示其月销售额下降。只有丹麦和菲律宾有不到 50%的小

企业表示其销售额下降。这说明即使是正常运营的小企业，其销

售也受到了极大的重创。此外，这种现象在行业层面上也十分一

致。在所有行业中，平均超过 50％的企业表示其销售额下降，其

中餐饮、接待和活动管理、表演艺术和娱乐、运输物流等行业的

销售额受新冠疫情冲击较大，且这些行业中的绝大多数小企业表

示，营业额较 2019年同期大幅下降。

（二）超过一半的小企业销售额下降幅度超过 50％

通过调查可知，有 57％的小企业表示其销售额下降幅度超过

50％。英国、意大利、葡萄牙的小企业消费额下降幅度较大，与

2019年同期相比，分别有 68％、69％和 71％的小企业的销售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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跌幅超过 50％。在拉丁美洲，墨西哥（63％）和厄瓜多尔（64％）

的小企业销售额下降幅度最大。在整个东亚和太平洋国家和地区，

新加坡（75％）的小企业销售额下降最大。而小企业销售额跌幅

未超过 50％的国家和地区只有中国台湾（28％）、挪威（39％）

和丹麦（48％）。

三、新冠疫情对小企业就业的影响

（一）各地小企业受新冠疫情影响裁员幅度各不相同

通过调查可知，有三分之一的小企业在新冠疫情中进行了裁

员，但地区和国家之间存在明显差异。在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国家，

疫情对就业的影响更加严重。例如，在东亚和太平洋地区的抽样

国家中，裁员比例最高的小企业位于印度尼西亚（50％）、马来

西亚（42％）和越南（46％）等低收入或中等收入国家。高收入

国家的小企业裁员比例则相对较低。例如，荷兰（13％）、比利

时（14％）、法国（14％）、丹麦（15％）、波兰（16％）、俄

罗斯（ 16％）、日本（18%）。此外，部分高收入国家受其政治

和社会因素影响，小企业裁员比例相对较高，例如，美国（29%）

和澳大利亚（31%）。

（二）各国扶持小企业人员就业的方法各不相同

不同地区和国家的小企业，保留或解雇人员的情况也不尽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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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导致各国在支持小企业员工就业和保障薪资待遇有所差别的

原因是各国新冠疫情爆发的时间、影响程度，以及各国政府对小

企业人员扶持的政策举措不同。通过调查可知，有 20％的小企业

表示，它们在停业期间仍在支付员工一定比例的工资。在加拿大

和美国分别有 6%和 13%的小企业为员工提供工资补贴。尽管北

美地区已停业的小企业支付员工工资的比例最低，但北美地区的

小企业让员工享受带薪临时休假的比例相对较高，例如：美国

（12%）和加拿大（23%）。

四、新冠疫情对小企业融资的影响

（一）多数小企业得到了政府财政援助

在接受调查的国家中，有近四分之一（23％）的小企业表示，

它们在新冠疫情中获得了政府财政援助，但各国家和地区间的差

异性较为明显，在东亚和太平洋、欧洲、北美地区的抽样国家中，

小企业获得的财政援助比例分别为 29％、30％和 37％。而澳大

利亚、比利时和爱尔兰，获得政府财政扶持的小企业比例高达

50％以上。

（二）政府为小企业提供资金支持仍存在较多问题

针对新冠疫情，各国对小企业提供财政扶持还不具有普遍性，

总体上有 27%的小企业表示没有获得任何应对新冠疫情的政府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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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支持，其主要原因在于当地政府没有出台任何针对性的扶持政

策。在北非、南亚和撒哈拉以南非洲的国家中，这种情况尤为突

出，分别有 33％、34％和 34％的小企业表示没有获得任何形式

的政府财政扶持。在加拿大和美国，分别有 57％和 46％的小企

业承认虽然有扶持政策，但对它们来说却并不适用。另一项针对

新冠疫情对小企业的影响的调查还发现，美国小企业对扶持政策

的关注度较高。在调查中，有 77％的小企业表示，它们关注了在

新冠疫情期间可以帮助其经营的联邦政府或州政府扶持项目。然

而在拉丁美洲，有 27％的小企业表示，它们已经申请了应对新冠

疫情的扶持项目，但未获得当地政府批准，特别是秘鲁（42％）、

阿根廷（37％）和哥伦比亚（30％）等国家的数据尤为突出。这

一比例明显高于其他地区的小企业，例如北美地区（15％） 和

欧洲地区（12％）。可见，部分国家和地区政府为帮扶小企业渡

过新冠疫情难关而出台的相关资金扶持政策并不到位，其出台政

策和小企业实际需求之间的匹配度仍需进一步提高。

五、新冠疫情对小企业领导者的影响

新冠疫情和随之而来的封锁措施不仅使小企业日常运行受

限，还使得小企业领导者在平衡照顾家庭（如儿童保育和照顾老

人）与业务发展之间的压力倍增。绝大多数小企业领导者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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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新冠疫情影响，他们每天在家务和照顾家人上花费了更多时间

（六个小时以上），且女性企业领导者（23％）的比例明显高于

男性（11％）。在南亚、拉丁美洲和撒哈拉以南非洲，小企业领

导者因受新冠疫情影响而造成家庭责任增加尤为明显。例如，在

肯尼亚、秘鲁和孟加拉国，绝大多数的小企业领导者表示，疫情

期间承担的家庭责任对其工作产生了重大影响，特别是在照顾家

人、教育孩子和做家务方面。而且一些小企业领导者还陷入了难

以负担家庭日常开销的困境，其中撒哈拉以南非洲、南亚和拉丁

美洲国家的比例最高。

（一）小企业领导者在平衡工作与家庭之间压力倍增

即使在正常经济环境下，小企业领导者在发展业务方面也面

临着重重挑战，它们通常需要在常规工作时间之外投入大量时间

来克服这些挑战。然而受新冠疫情影响，超过三分之一的小企业

领导者表示，他们每天需要花费比平时更长时间来照顾家庭（四

个小时以上），而近五分之一（17％）的领导者表示每天花费六

个小时或更长时间。新冠疫情不仅加剧了这些压力，而且对某些

小企业领导者而言，他们的家庭责任进一步加重。在调查样本中，

大约三分之二（67％）的小企业领导者表示，家庭责任的加重极

大影响了他们对小企业的经营，其中家务（31％）和照顾孩子

（26％）对小企业经营的影响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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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北美和欧洲，有 59％的小企业领导者表示，家庭事务的增

加对其工作产生了较大影响。其中，仅德国（43％）和丹麦（45％）

的比例相对较低。在南亚和撒哈拉以南非洲，绝大多数的企业领

导者表示，家务对其工作产生了重大影响，且孟加拉国（90%）

的比例最高。但在日本、丹麦、瑞典、希腊和比利时，不超过 10％

的企业领导者表示，新冠疫情对其家庭负担影响较重，新冠疫情

造成的家庭责任加重对这些国家小企业影响较小。

（二）新冠疫情对女性企业领导者的影响更为显著

女性企业领导者在疫情期间需要花费更多时间来平衡工作

和家庭，因此其受到的影响更大。在调查样本中，女性企业领导

者受到影响的比例比男性企业领导者要高出六个百分点（女性企

业领导者为 66％，男性企业领导者为 60％）。女性企业领导者

受到照顾孩子、家庭教育和家务劳动影响的比例要比男性企业领

导者高出十个百分点。与男性企业领导者相比，女性企业领导者

在照顾家庭上花费的时间更多。

在调查样本中，每天花六个小时或更多时间照顾家庭的女性

企业领导者是男性企业领导者的两倍。但仅在以色列这一个国家，

男性企业领导者（15％）每天在照顾家庭上花费超过六个小时的

比例高于女性（12％）。在一些国家，男女企业领导者之间在家

庭责任加重上的差异很大。在巴西、日本和波兰，每天花费六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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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时或更多时间照顾家庭的女性企业领导者的比例比男性企业

领导者高出约 18个百分点。

在所有接受调查的国家中，女性企业领导者更希望自己照顾

孩子或其他家人，而少依靠配偶。在澳大利亚、比利时、匈牙利、

荷兰、罗马尼亚和俄罗斯，自己照顾家人的女性企业领导者的比

例比男性企业领导者高出 30至 50个百分点，依靠配偶来照顾家

人的女性企业领导者的比例比男性企业领导者要低 20至 30个百

分点。

（三）小企业领导者陷入难以负担家庭日常开销的困境

许多小企业依靠财政援助来维持正常运行，特别是那些以线

下营销为主的行业。在许多情况下，就像企业面临财务困难一样，

许多企业领导者也面临着家庭财务紧张。尽管无法与新冠疫情之

前的家庭财务状况进行比较，但在调查样本中，超过 50％的小企

业领导者表示，他们在接受调查时就已经难以负担家庭的日常开

销。

这一点在发展中国家十分明显，例如，在撒哈拉以南非洲、

南亚和拉丁美洲，超过三分之二的小企业领导者表示，他们难以

负担家庭日常开销。特别是在哥伦比亚、孟加拉国、加纳、肯尼

亚和南非等国，超过 70％的小企业领导者表示，他们难以负担这

些费用。在整个欧洲和北美国家中，难以担负家庭开销的比例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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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较低。这些地区的国家中，不到 40％的小企业领导者表示，在

调查时他们难以负担家庭日常开销。在挪威和丹麦，不到四分之

一的企业领导者面临如上困难，但在葡萄牙（64％）和意大利

（58％）等一些国家，该比例明显偏高。

女性企业领导者更有可能出现难以负担家庭日常开销的情

况。例如在葡萄牙和意大利，超过 70％的女性企业领导者正面临

此问题，分别比这两个国家的男性企业领导者高出 13 个百分点

和 21 个百分点。在加拿大、以色列、波兰、比利时、泰国和日

本，女性企业领导者比男性企业领导者也高出至少 10个百分点。

然而，德国和西班牙是仅有的两个例外，更多男性企业领导者难

以支付家庭日常开销，比女性企业领导者高出 10 个百分点。出

现上述情况的原因可归结为，女性企业领导者通常是没有雇员的

小企业经营者，相对于大企业而言，这些小企业面临被迫停业的

风险更高，且这些小企业多处于遭受新冠疫情打击最严重的行业。

这导致女性企业领导者面临了更大的财务困境。

（四）小企业领导者对养家糊口更为关心

通过调查可知，将近 50％的小企业领导者最关心的问题是如

何挣钱养家糊口。在葡萄牙和意大利，对该问题表示关切的比例

分别高达 58%和 53%。在拉丁美洲地区，对养家糊口表示堪忧的

小企业比例则高达 60%。可见，新冠疫情不仅对小企业自身生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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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造成极大冲击，更使这些小企业领导者对维系家人基本生存

产生了极大的堪忧情绪。

六、小企业政策需求及解析

小企业受新冠疫情影响严重，如果疫情持续存在或第二波疫

情爆发，各国政府需结合本国国情，进一步优化对小企业的政策

扶持。根据调研结果显示，近三分之一的小企业认为最有必要的

扶持政策是工资补贴、税款延付、获得贷款和畅通信贷渠道。小

企业认为必要的扶持政策取决于以下多种因素，包括现在享有的

扶持政策、所处行业、封锁措施以及疫情程度等。此外，还存在

一些需要考虑的其他因素。例如，从金融机构已获得贷款或信贷

额度的小企业，更希望能推迟偿还贷款期限。随着时间变化，每

个地区小企业的现状和需求也会发生变化，在后续的调查研究中

将继续完善，进一步推动各国政府更为与时俱进的制定出适合小

企业的政策扶持机制。

（一）工资补贴、税款延付以及畅通信贷渠道是关键措施

在调研过程中，当小企业被问及最需要的三项扶持政策时，

小企业认为是工资补贴（32％）、税款延付（32％）和贷款与信

用担保渠道（29％）。同时，各调研地区均有超过四分之一的小

企业认为工资补贴措施更为重要。其中，东亚和太平洋地区、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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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和北非地区的小企业认为工资补贴重要的比例较高，分别为

39％和 35％。国家和地区认为工资补贴重要的比例差异较大，其

中比例较高的国家和地区有：中国香港（70％）、新加坡（53％）、

挪威（50％）、南非（50％）。相比之下，荷兰（18％）、厄瓜

多尔（16％）、加纳（16％）、尼日利亚（17％）的比例则相对

较低。

（二）租金和贷款延付、公共事业补贴和社保缴款减免对小

企业同样具有重要意义

通过调查可知，超过 20％的小企业领导者认为延期支付租金

和贷款（27％和 23％）、公共事业补贴（24％）和社保缴款减免

（23％）中的一项或多项扶持措施更为重要。在各调查地区中，

平均至少有四分之一的小企业认为延期支付租金更为重要。其中，

中东和北非地区比例较高（42％）。在具体国家中，认为延期支

付租金更为重要的有肯尼亚（42％）、哥伦比亚（41％）、新加

坡（42％）。土耳其和厄瓜多尔认为延期支付租金和贷款重要的

比例相对较高，分别为 47％和 45％。欧洲的多数国家认为延期

支付租金和贷款并不十分重要，认为该措施重要的比例仅为 18%。

调查显示，各大洲之间认为公共事业补贴是重要措施的差别

较小，北美为 19％，东亚和太平洋地区为 28％。但是，各国之

间差异很大。特别是在欧洲国家这种差异性较为显著，例如：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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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4％）、西班牙（6％）和丹麦（9％）的比例相对较低，法

国（41％）和意大利（40％）的比例则相对较高。此外，在接受

调查的欧洲国家中，三分之一的小企业认为社保缴款减免更加重

要，例如，波兰（70％）、法国（63％）、葡萄牙（62％）、西

班牙（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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