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SIEC2020 新冠肺炎疫情下中小微企业生存状态调查问卷 
 

尊敬的企业家，您好： 

面对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我们非常关注您公司当前的经营状态和需求，希望通过调研，

更好地为中小企业呼吁发声。 

本次调查由北京大学牵头的中国企业创新创业调查联盟发起，团队由来自北京大学、广东外

语外贸大学、哈尔滨工业大学（深圳校区）、上海对外经贸大学、中央财经大学（按拼音排

序）的专家学者和在校大学生组成。 

本次调研仅用于科学研究，信息数据严格保密，杜绝一切商业用途。完成本问卷大约需要 10

分钟。 

感谢您的支持！ 

 

1. 您当前最主要的公司在今年 2 月 10 日是否开工？ 

a) 是  3 

b) 否  2 

2、预计公司经营恢复时间 

a) 2 周之内 

b) 1 个月 

c) 1 个月-3 个月 

d) 3 个月以上 

e) 无法判断 

 4 

3、受疫情影响，请问您公司当前无法到岗的员工数量占比是多少？ 

b) 0% 

c) 1-10% 

d) 10-20% 

e) 20-30% 

f) 30%以上 

g) 无法判断 

 4 

 

4 请问疫情期间您公司面临的最主要成本压力？（最多两个选项） 

       a)员工工资及五险一金  

b)租金 



c)偿还贷款 

d)支付应付账款 

e)其它费用支出 

f)不存在压力 

5 

5. 您公司当前是否考虑裁员？ 

a)   是 5.1 

b)   否 6 

c)   不适用 

5.1 您预计的裁员比例是多少？ 

a) 0% 

b) 1-10% 

c) 10-20% 

d) 20-30% 

e) 30%以上 

 

 

6、 请问您公司当前的现金流可以维持多长时间的公司运转？ 

a) 1 个月以内  

b) 1-3 个月  

c) 4-5 个月 

d) 6 个月以上 

 

7、您目前考虑应对现金流短缺的最主要手段？ （最多两个选项） 

a) 向商业银行贷款 

b) 向互联网金融贷款 

c) 向小贷公司或私人贷款 

 d) 与贷款方协商，希望不要抽贷 

e) 股权融资（新增股东或者原股东增资） 

f) 降低运营成本（例如裁员和降薪） 

g）不存在现金流短缺问题 

h) 其它 ______ 

 

8、您目前考虑应对用工短缺的最主要手段？（最多两个选项） 



a) 涨工资 

b) 使用先进设备或软件，减少用工量 

c) 订单外包 

d) 延期供货 

e) 没有用工短缺问题 

h）其它 _______ 

 

9、您目前考虑应对原材料短缺的最主要手段？（最多两个选项） 

a) 减少生产 

b) 订单外包 

c) 提高采购价格 

d) 寻求新的采购渠道 

e) 延期供货 

f) 没有原材料短缺问题 

g) 其它  _______ 

 

 

10、您目前考虑应对合同履约困难的最主要手段？ （最多两个选项） 

 a) 双方协商自行解决 

 b) 法律或仲裁途径解决 

 c) 期望政府协调，提供明确免责协议 

 d) 支付违约金 

 e) 不存在合同履约问题 

 f) 其它_______ 

 

11、请问由于疫情，您公司是否还面临其他经营问题？（最多两个选项） 

a) 订单减少 

b) 无法交付现有订单    

c) 融资难度加大 

d) 现有贷款无法延期 

e) 物流受阻 

f) 上下游产业链中断 

g) 防护用品（例如口罩）不足 

h) 其它 _______ 



 

12 面对疫情冲击，中央各部委、各级政府、金融机构纷纷公布纾困措施，在下

列选项中，您觉得哪些政策对公司最为有效？（最多两个选项） 

a) 减免中小企业房租，降低电、气、物流等成本 

b) 降低税率，减免或延期缴纳税费 

    c) 降低中小企业融资成本，延长贷款期限或部分减免债务 

d) 临时减免五险一金，对不裁员企业返还失业保险 

e) 优化出口退免税服务 

f) 提供快速通道出具“不可抗力”认证，避免合同违约 

g) 其它方式 ____________ 

13 请您预计您公司 2020 年的营业总收入与 2019 年相比会： 

a) 增加 10%以上 

b) 增加 10%以内 

c) 持平 

d) 下降 10%以内 

e) 下降 10%以上 

f) 无法判断 

   13.1 您认为大多数同行对营收的预期比您的判断？ 

a) 更乐观 

b) 一样 

c) 更悲观 

14 请您预计您公司 2020 年的原材料及经营总成本与 2019 年相比会： 

a) 增加 10%以上 

b) 增加 10%以内 

c) 持平 

d) 下降 10%以内 

e) 下降 10%以上 

f) 无法判断 

    14.1 您认为大多数同行对原材料及经营总成本的预期比您的判断？ 



a) 更乐观 

b) 一样 

c) 更悲观 

15、如果您的公司是出口型企业，您预计这次疫情对公司的出口额有什么影响？  

a) 增加 20%以上 

b) 增加 20%以内 

c) 持平 

d) 下降 20%以内 

e) 下降 20%以上 

f) 无法判断 

g) 不适用（公司没有出口业务） 

 

16 请就您对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以下感受打分，最低分至最高分为 0...10 分 

      焦虑程度（一点不焦虑 到 非常焦虑）[SCORE-0-10] 

      害怕程度（一点不害怕 到 非常害怕）[SCORE-0-10] 

      担忧程度（一点不担忧 到 非常担忧）[SCORE-0-10] 

乐观程度（非常消极悲观 到 非常积极乐观）[SCORE-0-10] 

17 请问您这家公司所在的行业（使用下拉框） 

农、林、牧、渔业 

采矿业 

制造业 

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的生产与供应 

建筑业 

批发与零售业 

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 



住宿和餐饮业 

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 

金融业 

房地产业 

租赁和商务服务业 

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 

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 

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业 

教育 

卫生和社会工作 

文化、体育和娱乐业 

18. 请问您公司在 2019 年末的员工人数 

a) 小于 10 人 

b) 11-50 人 

c) 51-100 人 

d) 101-500 人 

e) 500 人以上 

f) 不适用 

19. 请问您公司 2019 年的营业总收入 

a) 小于 100 万元 

b) 100-500 万元 

c) 500-1000 万元 



d) 1001-5000 万元 

e) 大于 5000 万元 

f) 不适用 

20. 请问您公司的成立年份（下拉框，2019，…, 2000，早于 2000 年） 

21、请问您公司所在城市或地区？（下拉框） 

22. 您在公司的职位是？ 

a) 董事长 

b) 总经理 

c) 董事或副总经理 

d) 财务或会计负责人 

e) 业务（销售）负责人 

f) 技术负责人 

g) 其他：         （填空） 

23 请问您公司的全称是？（选填） 

24. 您愿意参与我们的追踪访问吗？如您愿意，请留下您的手机联系方式（选填） 

（如果您是中国企业创新创业调查的样本企业，烦请留下联系方式，以便我们匹配您

的历史信息。） 

25. 您对企业自身经营、国家应对疫情的政策还有什么意见和建议，欢迎留言 （选

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