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深30%企業資金僅夠捱1個月

■香港文匯報記者
李昌鴻 深圳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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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新冠肺炎疫情的影響，有調查發現，

作為全國高科技產業製造中心的深圳市，

大量復工企業目前面臨抗疫物資短缺、現

金流不足和訂單下跌等問題，有逾三成企

業可用資金不足1個月。面對收入大降疊加

人工和租金支出，上游原材料供應不足的

困境，企業期望政府在防疫物資、稅收、

租金等多方面予以支持和援助。

疫情重創收入 原料供應不足 失訂單

該份由深圳市現代供應鏈管理研究
院發佈的調查報告，覆蓋深圳市

上千家製造業企業，包括電子計算機通
信製造、設備製造、塑料製品、化學製
造、金屬製造等，其中一半為民營企
業。根據調研結果，企業預計一季度營
收下降20%以上的企業佔比達7成，下
降10%至20%佔比為15.3%，僅有2%
的企業表示實現正增長，預計一季度利
潤虧損的企業佔比達23.5%。

26%企業暫停經營
從《報告》針對疫情給企業經營帶來
的影響程度，按重要性分別為：防疫物
資採購困難及復工不足造成企業經營計
劃無法正常實施、收入大降疊加人工、
租金等剛性成本正常支出、原料上游供
應不足、潛在客戶訂單取消、訂單境外
轉移及客戶流失、合同履約風險和物流
效率受限等。有49%的被訪企業表示，
疫情影響很大，企業經營明顯困難；
26%的企業認為影響較大，企業經營已

暫時停頓；3.5%的企業認為影響嚴重，
企業面臨倒閉。
現金流承受能力方面，企業表示，如
果疫情得不到快速緩解，資金鏈將面臨
巨大的壓力。其中，30.7%指現金流僅
能維持一個月，45.5%可用資金不足3個
月，12.4%稱可用資金不足6個月。近四
成企業資金缺口20%以上，亟需融資。

企業庫存明顯不足
受疫情影響，產業鏈開工不足，整個
原材料段不僅供應不暢，而且原材料運
輸受影響，通關速度和進出口量也有明
顯的放緩趨勢，不僅造成供應緊張，同
時也會引發原材料價格的上漲。
調查企業中68.4%表示，因上游開工不

足及物流影響，企業原料採購成本較疫情
前有所上漲；有45%的企業表示，原材料
成本增長10%以上。90%企業表示當前產
品訂單已較去年同期下降，其中下降50%
的企業達到27%，並有31%企業稱基本
無庫存，45.5%僅供一個月內銷售，僅

12.4%企業庫存可以供3個月內銷售。

低到崗率拖慢項目
從事人工智能研發的深圳高科技企業

雲天勵飛有關負責人表示，目前對公司
主要的影響是人員復工難，外地員工到
崗率低，企業復工申請難，特別是外地
的研發中心。這會在一定程度上拖延項
目進度。用工的短缺又造成產能跟不
上，而上下游供應鏈緊張，加上原材料
的漲價，都將令公司成本增加。
服務高科技製造、從事航空國際貨運
的港企東捷運通董事長黃鵬表示，新冠
肺炎的疫情令很多國家和地區來往內地
的海運和空運業務暫停，因為貨櫃船和
飛機都禁運。據統計，今年1月份的貨
量及營收比去年同期下降28%，2月情
況現時來看較去年有五成或以上跌幅。
他說，最大的壓力來自營運成本，收入
下跌，但開支上仍是正常，幸虧政府和
銀行均推出如免租和融貸政策，相信對
中小企有較大的支持。

深圳企業現時
面臨的主要難題

1 防疫物資採購困難及復工不足造成企
業經營計劃無法正常實施；

2 收入大降疊加人工、租金等剛性成本
正常支出；

3 原料上游供應不足、潛在客戶訂單取消；

4 訂單境外轉移及客戶流失、合同履約
風險和物流效率受限；

5 90%的企業當前產品訂單已較去年同
期下降，訂單下降50%企業佔比達
27%；

6 有45%的企業表示，原材料成本增長
10%以上；

7 近四成企業資金缺口逾20%亟需融資。

製表：香港文匯報記者 李昌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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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昌鴻 深圳報
道）面對疫情帶來的挑戰，不少企業並沒
有坐以待斃。據深圳市現代供應鏈管理研
究院調查指，有58%企業以加班方式彌補
停工停產損失，41%企業通過實踐在線辦
公、自動化生產等方式應對疫情。對於如
何吸引客戶，有32%企業表示將會加快新
產品開發、尋找新客戶；31%企業申請政
府補貼緩解困難，28%企業表示將關閉部
分生產線，減少固定開支。

盼政府提供防疫物資
據了解，接受調查的企業主要訴求包

括：80%希望政府支持企業解決口罩、
消毒水等防疫用品物資保障，切實幫助
企業做好復工防疫指導，協助企業組織
工人返廠，盡快回復生產；78%希望政
府分階段減免企業稅收、租金、五險一
金等稅費；70%希望政府維護市場價格
秩序，嚴防各行各業趁機漲價、哄抬價

格、囤積居奇等不正當價格行為；63%
希望政府支持企業人員招聘，多渠道提
供企業招工資源，給予企業招工補助；
49%希望政府通過低息融資、加大對中
小企業信貸支持等方式緩解企業資金周
轉困難問題。
此外，調查指，暢通物流通道、加大

法律援助、化解企業合同無法按期履約
的風險、支持企業走出去、加大境外市
場的開拓力度也成為企業的迫切需求。

近六成企業加班追進度
■深圳企業
復工受到疫
情影響。圖
為雲天勵飛
員工加班在
光明某社區
部署 AI 測溫
系統。 記者

李昌鴻 攝

■■王明凡指王明凡指，，因復工率低導致一因復工率低導致一
些訂單被取消些訂單被取消。。圖為中國香精香圖為中國香精香
料實驗室料實驗室。。 記者李昌鴻記者李昌鴻 攝攝

國際訂單面臨違約風險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昌鴻 深圳報道）
疫情未過，導致開工企業復工率低，同時即
使開工，工廠也面臨供應鏈未跟上等問題。
深圳市現代供應鏈管理研究院對深圳市上千
家製造業企業調查報告稱，因為疫情影響導
致大量出口企業交貨明顯延遲了半個月甚至
近一個月，有企業面臨訂單取消，以及因出
現交貨違約帶來的索賠問題。

進口量或同受拖累
東捷運通董事長黃鵬對香港文匯報表

示，現在企業面臨國際物流流通環節受
阻和國際貿易訂單違約的風險。受疫情
影響，從內地出口的貨品會面臨多國嚴
格檢驗檢疫政策，目前多國對於內地出
口貨品加以嚴格的檢驗檢疫政策（隔離
14天），導致從內地出口的貨品不能正
常如期交付，內地加工轉口貿易、出口
量勢必受到影響；另一方面，周邊國家
逐漸發展為新的加工貿易基地，預計進
口量亦會受到影響。
從事5G和新能源汽車配套設備研發和

製造的港企嘉瑞集團韓
小姐表示，公司因為受
到復工率低導致出口訂
單受影響，一些客戶要
求索賠，好在雙方多是
長期合作關係，通過解
釋對於也理解便放棄了
索賠，只希望他們能夠
持續及時供貨。港企中
國香精香料董事會主席王明凡說，他們
公司的出口訂單也由於復工率低，導致

部分訂單取消，但他相信隨着復工率逐
步提升，訂單將會回流過來。

■人行表示，要把再貸款再貼現快速精準落
實到位。 資料圖片

■餐飲企業指外賣平台收取的佣金難以承受，在疫情中更
是雪上加霜。 資料圖片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孔雯瓊 上海報
道）疫情下餐飲行業只能靠外賣「續
命」，但外送平台高企的佣金又讓行業
無法很好存活。近日，包括四川、河
北、雲南、山東、內蒙等多個地方的餐
飲協會齊齊喊話，稱外送平台佣金已經
高達20%以上，多家餐飲企業在疫情和
高佣金下已經「命懸一線」。

美團一單外送抽成20%
2月25日，山東多個餐飲協會代表37
萬餘家餐飲企業，向美團、餓了麼等外
賣平台公開發佈《關於強烈呼籲外賣平
台全面降費的公開信》，信中透露，

「美團外賣對大型連鎖餐飲和中小型餐
飲分別收取18%和23%的佣金，餓了麼
外賣對大型連鎖餐飲和新簽商家分別收
取15%至20%不等的佣金。同時，美團
外賣對入駐其他平台的商家還額外上調
3%至7%的佣金，廣大餐飲企業難以承
受。」直言外賣平台高額佣金，使得餐
飲企業在疫情中苦不堪言、雪上加霜。
「我的餐飲店可能要撐不下去了。」

一家小型餐飲店老闆表示，「目前美團
平台一單抽成20%，如果一單不滿20元
（人民幣，下同），佣金直接算4元，
還沒有算上推廣費什麼的。之前生意好
使可以靠跑量覆蓋佣金成本，但現在疫

情中，堂吃不能開放，外賣數量亦不
多，如再算上佣金，真的太難熬了。」

設2億專項資金救市
據中國烹飪協會針對疫情對餐飲業影響

的報告顯示，相較於去年同期，今年春節
78%的餐飲企業營收損失達100%以上，僅
春節7天內已經造成5,000億元損失。有的
企業寄希望於外賣外送能增加收入，23%
的受訪餐飲企業在春節期間繼續提供外賣
外送業務，但效果並不明顯。其中一大原
因就是要向外賣外送平台支付佣金，91%
的企業表示平台佣金費率並沒有優惠，甚
至還有2%企業表示佣金費率有所提高。

除山東餐飲協會外，自2月18日起，
包括重慶市餐飲商會、四川省南充市火
鍋協會、河北省飯烹協、雲南省餐飲與
美食行業協會、內蒙古餐飲與飯店行業
協會等多地的行業協會，都發佈過類似
公開信，信中無一不呼籲要外賣平台降
低外賣佣金費率。
目前外賣平台已陸續有所回應，美團表

示提供2億元商戶專項扶持資金，幫助老
商戶上線經營和新商戶開業；餓了麼則會
對2月新上線的商戶予以降低3%至5%的
費率、補貼新店流量推廣費用等。不過，
餐飲企業們認為，平台措施主要還是拉新
用戶，對原有商戶的幫扶力度並不夠。

外賣平台勁抽水 內地餐飲業求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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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新冠疫情影響，深圳大量復工企業正面臨抗疫物
資短缺和訂單下跌等問題，有逾三成企業可用資金不
足1個月。 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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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中國人民銀行
昨天召開會議表示，在前期已經
設立3,000億元（人民幣，下同）
疫情防控專項再貸款的基礎上，
增加再貸款再貼現專用額度5,000
億元，其中，支農、支小再貸款
額度分別為1,000億元和3,000億
元，再貼現額度1,000億元；同時
下調支農、支小再貸款利率0.25
個百分點至2.5%。
人民銀行指出，2020年6月底

前，對地方法人銀行新發放不
高於LPR加50個基點的普惠型
小微企業貸款，允許等額申請
再貸款資金。人行還表示，要
把再貸款再貼現快速精準落實
到位，為企業有序復工復產提
供低成本、普惠性的資金支
持，切實解決企業復工復產面
臨的債務償還、資金周轉和擴
大融資等迫切問題。
另外，人行並指出，再貸款
再貼現資金要向重點領域、行
業和地區傾斜，在現有支持領
域基礎上，重點支持復工復
產、脫貧攻堅、春耕備耕、禽
畜養殖、外貿行業等資金需
求，並加大對受疫情影響較大
的旅遊娛樂、住宿餐飲、交通
運輸等行業，以及對防疫重點
地區的支持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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