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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2020年注定是不平凡的一年，新冠病毒疫情不仅对世界人民的生命健康构成了直接威

胁，还对世界经济、社会乃至政治、军事、安全等产生深刻影响，使全球经济贸易、供应

链安全、治理体系遭受重大冲击，甚至在很多人心中“衰退”、“冲突”和“灾难”已经成为了

2020年的代名词。

同时新冠疫情也对企业的生存和发展提出了挑战。虽然疫情的潮水在德国不断退却，但

小规模的积极变化，并不意味着整体情况会马上回暖——全球面临的疫情形势依然严峻而复

杂。跨境流动继续受限，供应链和物流中断的持续时间依然未知，经济衰退的风险高悬，地

缘政治和安全环境存在进一步恶化的空间，以及可能出现的第二乃至第三波疫情的冲击。从

数据上看，虽然德国2020年上半年GDP下降6.7%，中国上半年GDP下降1.6%。但眼前的黑

暗已经露出曙光，中国的第二季度GDP增长3.2%，并成为全球主要经济体中首个由负转正

经济体。我们应当期待，在中国这个全球最大且最具活力市场的刺激下，中德两国商业贸易

以及经济合作将在下半年升到一个崭新的高度。

在这种情况下，在德中资企业一方面需要冷静反思并清点疫情对于企业造成的影响，另

一方面也要对未来充满信心，做好下半年的经营安排并准备多种预案，应对好随时可能出现

的不确定性因素。德国中国商会在疫情期间与在德中资企业同在，持续关注企业经营状况，

继今年3月24日发布的《在德中资企业经营受新冠疫情影响情况调研》（下简称“疫情初期调

研”）后，于2020年7月16日至8月7日开展了第二次相关调研，旨在深入了解在德中企在疫

情不同阶段的诉求，有针对性的协助在德中资企业克服困难、恢复生产。

 德国中国商会

2020年8月18日



二、统计数据

1.	 基本信息数据

本次调研共17题，涵盖了新冠疫情对企业收益以及未来发展等多个方面造成的影响，囊

括了从企业业务受阻程度、人员出行到德国政府扶持政策等多个角度。调研共收集问卷样本

83份，覆盖了超过17个主要行业的在德中资企业，有效问卷率超过95%，	具备较强的广泛

性和代表性。

调研企业行业分布情况表

汽车

其他行业

20%

13%

10%

10%

8%

7%

6%

5%

5%

4%

4%

4%

1%

1%

1%

1%

机械

商业

服务业

金融

金属工业

电子

物流

能源

通讯

建筑

医学

咨询

环境

化工

该行业接受调研企业数量占总样本数比例

表格中的其他行业分类包括航空航天、官方办事处、信息技术等，由于样本数量较少，

故不作为代表性行业单独统计。汽车、机械作为德国热门产业在本次问卷的样本数据中占比

最大，其次为商业、服务业、金融等。



2.	 内容数据

问题一  目前国内以及欧洲疫情对您公司的影响？

负面影响巨大，我司几乎停摆

其中，受到疫情负面影响的在德中资企业高达94,57%。与疫情初期调研结果（64%）相

比，受影响的企业数量增加了超过30%。另外，疫情初期调研仅有22%的企业表示会受到重

度影响，但根据本次调研结果，受到严重负面影响的企业已经增长到30%，从行业来看，受

到重大负面影响的企业主要集中在商业、服务业、机械、汽车、金属工业等。整体来看，本

次疫情造成负面影响的广度和深度均超过企业预期。	

负面影响较大，业务受阻严重

有负面影响，但还在可以承受的范围内

几乎没有影响，业务正常运转

4%

27%

61%

7%

1%

影响是积极的，我司获得一定发展

问题二   您的公司恢复到正常业务水平大约需要多长时间？

目前已经处于正常业务水平

还需要不到一个月

需要一个月至三个月

需要三个月以上

影响是积极的，我司获得一定发展

24%

5%

12%

17%

42%



从上表中看，大部分企业距离回复到正常业务水平还有一定的差距，近29%的企业表示

还需要一个月以上才能恢复到正常水平，有17%的企业则表示要三个月以上。另有42%的企

业表示由于疫情前景不明朗等因素所以表示目前暂时无法预估，下一步德国乃至全球的疫情

走向仍将是企业预估经营情况的重要依据。

问题三   按目前疫情发展来看，贵司账面现金流可以维持多长时 ？ 间？

已经难以为继 3个月以内

3-6个月 6个月以上

42%

受疫情影响，三分之一以上企业表示账面现金仅够维持半年以内的经营，其中有2%的企

业表示已出现难以为继的状况。对于经营困难较大的企业，希望各方面能够给予更多关注和

支持。

问题四   根据您的统计，目前国内外疫情的发展对您在德公司2020
            上半年的收益已经造成多大程度的影响 ？间？

2%
14%

19%

64%

6%

22%

23%23%

26%

有所提高 无影响

降低10%-20% 降低20%-50%

降低50%以上

从今年上半年疫情对企业收益已经产生的影响来看，企业受到的实际影响呈分化态势。

与初期调研相比，一方面受影响较大的企业（收益降低超过20%）数量比初期调研提高了近

20%，另一方面表示疫情对经营没造成影响的企业占比提高也了18%。



问题五   根据您的估计，目前国内外疫情的发展对您在德公司2020
            全年的收益会造成多大程度的影响？ 间？

42%

从上面两个问题的结果对比看来，企业对下半年的经营情况信心不足。总体来说，大部

分企业预计今年全年收益将降低10%-50%。3%的企业表示虽然上半年收入没有受到影响，

但全年来看收益可能会降低。另外，有5%的企业表示下半年的业务量可能会有一定程度的

回升。 

6%

21%

19%

26%28%

有所提高

无影响

降低10%-20%

降低20%-50%

降低50%以上

问题六   受疫情影响，当前贵企业/项目的经营处于什么状态？ 间？

完全开工

部分开工，
开工率50%以上（含）

31%

27%

22%

19%

员工在家办公

部分开工，开工率50%以下

1%完全停工



对比疫情初期调研，企业复产复工方面没有明显改善，反而开工率继续降低，一方面业

务需求的减少导致企业需要进一步压缩成本，另一方面由于人员流通依然受限，很多企业员

工无法回德开工。相比疫情初期，完全开工的企业减少了超过20%，更多的企业由疫情初期

的完全开工状态更改为部分开工。开工率50%以上的企业增加了21%，开工率50%以下的企

业也增长了近10%，在家办公的单位减少了5%，完全停工的企业则减少了1%。

对于复产复工难的原因，部分企业反馈如下：

部分开工率较低的企业反馈 ：

• 车厂3到5月中旬停工，目前还没有恢复到正常产能。我们员工已经实行短时工作

         制度以缓解业务萎缩带来的现金流压力；

• 疫情原因，部分在家办工，生产部门人员在现场受到人数限制；

• 目前形势依然严峻，公司实行轮班制，依然实行短工时制度；

• 主要考虑疫情防控，控制上班人数；

• 没有客户需求、订单，销售业绩恢复太慢；

• 工厂继续开工，办公室职员可酌情在家办公；

• 生产订单减少，防疫物资销售增加，所以工人减少；

• 工作量减少。

部分员工在家办公企业反馈：

• 居家办公基本满足防疫和经营需要。

• 安全第一，居家办公效果一样。

• 处于北威州，感染人数比较多，考虑到员工安全。

• 国内客户无法赴德，属地员工做一些合作伙伴关系的基本工作。

• 轮流到办公室办公，减少员工出行必要。

总体来说，开工率较低的企业主要受生产经营问题影响，采取居家办公的企业则大多出

于安全因素考虑。生产型企业在复产复工过程中面临更大的压力，并且受到更多因素制约，

企业对居家办公反馈效果较好，甚至有企业表示疫情之后，居家办公会成为一种常态。



问题七   请进一步告知此次疫情对您在德业务的影响？ 间？

相较于疫情初期调研结果，表示“疫情造成市场需求下降”的企业占比上升了12%，达到

了58%。超乎预期的是，相比于需求下降，疫情导致的“展会、客户访问、会谈等商业活动

被取消”对企业经营造成的负面影响更为明显，70%的企业同意这一点对其在德业务造成了

影响，成为了疫情造成的最大影响。其他例如资金流压力、由于物流中断导致无法按时交货

等负面影响与先期调研相比均有下降。综上，对于政府来说，接下来如何进一步控制好疫

情，同时在保障好安全的前提下增强人员的流动性将是重中之重。

展会、客户访问、会谈等商业活动被取消，
造成项目拖期或停摆

市场对公司产品、业务需求下降

70%

13%

29%

22%

14%

12%

12%

8%

6%

资金流压力

裁员或缩短工时

难以做出经营和投资相关决定

由于物流中断导致无法按时交货

租金等固定成本负担过重

由于供应短缺导致生产延误

其他

市场对公司产品和业务需求上升

员工短缺工短缺 讯

合规经营成本上升

58%

22%

16%

14%



问题八   此次疫情对您企业经营管理有哪些中长期影响？

42%

加快数字化转型，业务线上化

发现新机会，加快产业转型

46%

34%

19%

17%

促使生产经营智能化，机械化，减少人工

收缩海外业务，减少投资

14%扩大海外业务，加大投资

13%没有特别影响

有46%的中资企业表示由于疫情影响，企业将在中长期发展中加快数字化转型，推动业

务线上化。近20%的企业表示疫情促进了生产经营智能化、机械化，并将在未来的经营中减

少人工。另有34%的企业表示通过此次疫情发现了新机会，企业将在未来加快产业转型。可

以看到，疫情为企业的数字化和智能化转型按下了“快进键”，这一过程中虽然存在困难，但

我们更应当期待企业的成长和蜕变。

问题九   贵司的人员差旅往来是否受到疫情影响？

42%

人员国际往来受到严重影响

德国境内差旅受阻严重

87%

37%

12%

2%

人员往来受到一定影响，但影响不大

几乎没有影响

对于大部分在德中资企业而言，人员国际往来受阻的影响是最严重的，甚至超过德国境

内差旅受阻的两倍。仅有不到15%的企业表示疫情对其人员出行和往来影响不大。中德政府

对这种情况应当提高重视程度，对于复产复工来说，除了控制疫情之外，尽早建立商务人士

快速通道或企业包机等项目同样意义重大。



问题十   自新冠疫情爆发以来，德国政府出台了一揽子的企业扶持
            政策，这些政策对贵司是否有效？

87%

效果较好，我司受益很大 有一定的帮助，但效果一般

可有可无，影响不大 我司并没有享受到德国政府的补助

32%

10%

47%

11%

问题十一   您怎样看待德国政府的企业补助扶持政策？

0%

49%

10%

41%

十分满意 比较满意，但可以做的更好

一般，没有达到期望值 比较失望，没有缓解企业困境

上面两个问题反映了在德中资企业对于德国政府扶持政策的评价，总体上看，德国政府

的扶持政策有一定效果，有近57%的中资企业享受到了这些政策，但大部分企业表示政策效

果一般，并没有完全解决企业的燃眉之急。近60%的在德中资企业对其政策表示满意，其中

10%表示十分满意。在没有享受到德国政府政策的企业里面，大部分企业都是由于业绩在疫

情期间增长或者不满足申请标准，所以未能获得补贴。



税金减免或延期交付

  提供金融支持，降低企业融资难度，
拓宽融资渠道

63%

40%

37%

35%

统一渠道发布疫情信息以及相关政策、规定

放宽可能限制物流、通勤的政策

31%协助提供防疫物资并加强防疫指导

29%发布包含英语的多语通知

问题十二   贵司希望从德国当地政府得到哪些具体的支持政策？

4%其他

与疫情初期调研相比，企业的需求重点从需要金融支持逐步转向税金减免或延期交付，

该条需求较之前上涨了13%。此外企业对放宽可能限制物流、通勤的政策的需求较之前也有

所上升。相比之下针对防疫的需求，例如防疫物资、防疫指导以及多语言通知等均有下降。

企业需求不高。



三、调研反映的主要问题

•	 整体来看，本次疫情造成负面影响的广度和深度均超过企业预期。调查结果显示，

				疫情已经对高达94,57%的在德中资企业产生负面影响；

•	 大部分企业距离恢复到正常业务水平还需要一定的时间；

•	 从今年上半年疫情对企业收益已经产生的影响来看，企业受到的实际影响呈分

				化态势；

•	 企业对下半年的经营情况信心不足。大部分企业预估今年全年收益将降低

				10%-50%。

•	 疫情促进了企业的数字化、智能化转型；

•	 对比疫情初期调研，企业复产复工方面没有明显改善，开工率继续下降。一方面

				市场	需求的减少导致企业需要压缩成本，另一方面由于人员流通依然受限，很多

				企业	员工无法百分之百恢复经营；

•	 对于大部分在德中资企业而言，人员国际往来对企业复产复工至关重要，中德两国

				政府加紧商务人士“快速通道”、包机等项目的有关谈判有着重要意义；

•	 德国政府的扶持政策收获较高满意度，但很多企业表示其政策没有直击企业

				“痛点”，期待德国政府提供更多支持；

•	 企业的需求重点从需要金融支持逐步转向税金减免或延期交付等支持。



四、商会建议

基于本次调研情况显示的新冠疫情对在德中资企业的负面影响，德国中国商会向中德两

国政府提出以下建议，期待其给予包括中资企业在内的德国企业界更多有效支持：

1.	 希望中德两国政府能够就复产复工以及企业正常的商务交流，协调推动例如签证绿色

通道、商务人士包机等互惠项目，以促进两国商务人员的正常交流和往来，减少企业因此受

到的损失；

2.	期待德国政府能够进一步制定包括但不限于税收流动性援助、财政和工资补贴和延付

房租等纾困政策，切实支持实体经济的发展；

3.	在目前国际局势不稳定，孤立主义与保护主义盛行的情况下，希望两国政府能够继续

坚定维护多边主义和自由贸易，通过真诚对话，延续一直以来相互信任、团结合作的友好关

系，继续创造中国与德国经济稳定发展的双赢局面；

4.	希望德国政府能够建立联邦层面多语言的、统一的、透明的政策发布平台和渠道，避

免各个联邦州“抗疫”政策信息来源混乱和标准不统一等问题；

5.	目前疫情的未来走势尚不明确，存在第二波、第三波疫情到来的可能性，对此希望德

国政府能够提高防范意识，切不可因为疫情一时有所缓解就麻痹大意，同时制定好相关对

策，并在可能的情况下促进人员流动，协助企业复产复工；

6.	德国中国商会和在德中资企业感谢德国政府和各界对中国疫情防控的支持，我们坚定

的支持德方抗击疫情的努力。公共卫生危机是人类面临的共同挑战，我们愿意和德国各级政

府、各相关机构保持交流和沟通，提供一切力所能及的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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