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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红“宅经济”：意外崛起还是未来趋势？

广告

筲“宅经济”带动企业利润“涨涨涨”筲看似“意外”走红，其实早有准备 筲“宅经济”下还有哪些“风口”？

■ 姜琳

中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占我国 1.25
亿户市场主体的绝大部分，吸纳就业更是占

90%以上。疫情以来，中小微企业“日子”过得

怎么样？还有哪些困难待解？

围绕热点问题，中国中小企业协会执行

会长张竞强近日接受了新华社记者专访。

问题一院疫情以来，中小微企业发展状况

如何，面临哪些突出问题？今年上半年，经营

情况怎样？

答院疫情发生以来，中小微企业受到很大

冲击。随着疫情防控形势好转，复工复产全面

推进及一系列政策支持，企业生产经营状况

逐月好转。特别是二季度，企业成本有所下

降，效益和资金状况得到改善。但是中小微企

业抗风险能力差，疫后恢复依然比较艰难，发

展仍面临复杂严峻局面。

资金紧张是当前企业反映最突出的问

题。我们的调查显示，有 60%以上的企业反映

流动资金紧张，只有 10%的企业表示自有资

金能支撑半年以上。需求不足则是中小微企

业面临的最大挑战。分行业看，住宿餐饮、批

发零售、文化旅游等第三产业受疫情影响最

大、恢复最慢。

问题二院今年出台的一系列支持中小微企

业发展的政策效果如何？企业是否有“获得感”？

答院为应对疫情冲击、稳企业保就业，党中

央国务院和各级地方政府及时出台多项政策

措施，力度大、覆盖面广、可操作性强，政策红

利不断释放，为广大企业打了一针“强心剂”。

协会于 6 月下旬对 2507 家企业开展的

调查显示，在各项政策中，企业对减税降费满

意度最高，“获得感”最强。普惠金融政策也获

得小微企业普遍“点赞”。一些过去与银行“绝

缘”的小微企业主，首次通过线上快速获得无

抵押、无担保的小额贷款，对缓解企业资金周

转问题发挥了积极作用。二季度，中小企业资

金指数首次高于景气临界值 100。
问题三院 融资难融资贵是中小微企业面

临的老问题，疫情以来表现更加突出，破解这

一问题的关键在哪儿？

答院按照银行现行贷款制度，中小微企业

绝大部分是民营企业，既缺乏信用背书，也缺

乏房产等有效抵押物，很难受到银行“青睐”。

去年以来，国家加大对普惠金融的政策

支持力度，通过定向降准、对金融机构小微企

业贷款利息收入免征增值税等，从体制机制

上推动了商业银行敢贷、愿贷、能贷。尽管从

资金覆盖面、资金规模等方面还远远不能满

足企业所需，但“老大难”问题终于“破题”了，

小微企业也从中受到了鼓舞，增强了信心。

银保监会数据显示，目前普惠型小微企

业贷款余额已超 13 万亿元，平均利率

6.03豫。按照今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大型商

业银行普惠型小微企业贷款增速要高于

40%”，未来普惠金融将为破解小微企业融资

难融资贵问题发挥更大作用。

问题四院 中小微企业对哪些支持政策感

受还不强？帮助中小微企业和广大个体工商

户渡过难关，还需在哪些方面加力增效？

答院 企业反映贷款展期政策还有待进一

步加强落实。按照银保监会的数据，截至 5 月

31 日，银行机构对 79.9 万户的 1.44万亿元到

期贷款本金实行了延期。相较于 3000 多万户

中小微企业，贷款展期覆盖面还比较小。特殊

时期给企业一点“喘息”机会，鼓励金融机构

主动给企业办理贷款展期业务，是缓解中小

微企业资金紧张最有效、最直接的方法。

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对房租减免政策

期待较高，但大多数企业租用的是非国有房

产，实际减免较少，有的甚至遭遇房东“坐地加

价”。大企业和政府拖欠账款也是困扰中小微

企业的难题。近日国务院颁布《保障中小企业

款项支付条例》，相信实施后问题能有所改善。

稳企业就是保就业、惠民生。建议进一步

丰富就业优先政策工具，加大实施力度。比如

推动银行降低“工资贷”的申请门槛，对疫情期

间坚持不裁员、不降薪的企业给予更多贷款利

率优惠，充分发挥金融对稳就业的支持作用。

问题五: 疫情给企业普遍造成较大影

响，但一些新业态新模式上半年却逆势发展。

这是不是也在倒逼中小微企业加速转型？

答院中小微企业在困境中突围，离不开外

部支持，但最根本是企业练好“内功”。近年来

协会始终在引导企业进行数字化转型，目前至

少三分之一的中小微企业已经开始迈向工业

互联网、拥抱数字经济和走“专精特新”发展之

路。当前全球疫情仍在蔓延，经济全面复苏尚

需时日。这需要企业自身坚定信心，找准方向。

相信在各方面共同努力下，中小微企业一定能

渡过难关、实现更好的发展。 渊据新华社冤

经济复苏
更需消费添动力
■ 陈炜伟

消费是经济稳定运行的“压舱石”。上半

年，我国经济由降转升、稳步复苏，消费领域

逐步回暖但仍然承压。面对新冠肺炎疫情冲

击和世界经济衰退带来的外部不确定性，尤

其需要激活国内消费大市场，为经济稳步复

苏注入更多新动力。

随着我国疫情防控形势持续向好，复工

复产、复商复市加快推进，居民增加外出活

动，“烟火气”又旺了起来。二季度，社会消费

品零售总额降幅比一季度收窄 15.1 个百分

点，6 月份降幅进一步收窄，已连续四个月改

善。但从累计值来看，上半年社会消费品零售

总额仍处下降区间，消费市场全面恢复仍需

加力。

2019 年，最终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

近六成。消费，既是当前经济复苏的压力点，

也是经济回升向好的着力点。当前，要更加注

重消除供需两端“温差”，把长期和短期结合

起来，做好扩大内需这篇大文章。

短期来看，要想方设法把被抑制的消费

释放出来。上半年，餐饮收入同比下降

32.8%，住宿、电影、旅游等行业受影响较深。

近一段时间，在各项促消费政策的带动下，从

推进家电、汽车消费到打造购物节、发放消费

券，从低风险地区电影院将有序恢复营业到

恢复旅行社跨省团队游，消费市场回暖的积

极因素越来越多，市场活力逐步提升。

激活消费市场，也要把在疫情防控中催

生的新型消费、升级消费培育壮大起来。疫情

“大考”下，以网络购物为代表的消费新业态、

新模式逆势而上。上半年，全国实物商品网上

零售额同比增长 14.3%，占社会消费品零售

总额比重同比提高 5.6 个百分点。当前，要顺

势而为促进线上线下融合、“互联网 + 社会

服务”等新业态、新模式发展，倾力培育消费

新增长点。

长期来看，要用改革的办法更大释放消

费潜力。要顺应消费升级大趋势，全面提升国

产商品和服务竞争力，丰富优质消费品供给。

同时，要多措并举稳就业、增收入，让老百姓

“钱袋子”鼓起来，让消费“跑起来”。此外，要

全面营造放心消费环境，强化市场秩序监管，

打通消费领域的堵点痛点。

两部门发文
推进债券市场
基础设施互联互通

记者 7 月 19 日从中国人民银行获悉，人

民银行、证监会近日联合发布公告，同意银行

间债券市场与交易所债券市场相关基础设施

机构开展互联互通合作。待债券跨市场发行

与交易的“道路”修通后，将进一步便利债券

投资者，促进资金等要素自由流动。

近年来，我国债券市场发展取得长足进

步，有力支持了实体经济发展。截至今年 6 月

末，我国债券市场托管余额 107.8 万亿元，公

司信用类债券托管余额 25万亿元，成为仅次

于信贷市场的实体企业融资第二大渠道。

不过，我国银行间债券市场与交易所债

券市场之间，一直缺乏债券跨市场发行与交

易的机制安排，相关基础设施也未互联互通。

为进一步便利债券投资者，促进我国债券市

场高质量发展，人民银行、证监会近日联合发

布公告，同意银行间债券市场与交易所债券

市场相关基础设施机构开展互联互通合作。

央行有关部门负责人介绍，此次两个市场

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具体分为交易前台连接和

托管结算后台连接两个部分。一方面，外汇交

易中心与沪深交易所交易平台建立高效系统

连接，提供交易服务；另一方面，中央结算公

司、上海清算所和中国结算两两互相开立名义

持有人账户，建立高效系统连接，支持合格投

资者实现“一点接入”交易结算。渊吴雨 刘慧冤

中小微企业“日子”过得怎么样？
还有哪些困难待解？
———专访中国中小企业协会执行会长张竞强

本报讯 渊记者 李代广 实习记者 李葳冤
7 月 19 日下午，记者从 2020 秋季郑州糖酒

会新闻发布会上获悉，2020 秋季郑州糖酒会

将于 8 月 21 日至 23 日在郑州国际会展中心

如期举办，规划展览面积 35000m2。
中国酒类流通协会常务副会长刘员、河

南省酒业协会会长熊玉亮、瑞城文化传媒集

团总裁王永祥，以及郑州糖酒会经销商联络

站代表，相关酒类、食品、饮料参展企业代表、

主流媒体代表 150 余人参加了发布会。

据了解，本届展会规划设置食品类、饮料

类、粮油调味品类和综合酒类、国际葡萄酒、

食品包装与技术装备等六大主题展区，拟邀

请 1300 家优质酒类、食品、饮料、食品包装及

加工设备等相关食品生产企业参展，预计有

来自河南及周边省市的约 8 万+专业观众到

会选品洽谈、交流学习。

本届展会由中国酒类流通协会、河南瑞

城文化传媒集团、河南省酒业协会、河南省糖

酒食品流通协会主办，郑州瑞城展览服务有

限公司独家承办。

熊玉亮表示，作为中国第二大糖酒食品行

业盛会，担负着豫酒振兴和中国糖酒食品行业

改革创新、发展壮大重任的郑州糖酒会，始终

秉承“务实、落地、高效”的原则，现已发展成为

中部地区糖酒食品行业的风向标和晴雨表。

王永祥表示，2020 年秋季郑州糖酒会受

到了业界的高度关注和重视，目前，展会各项

筹备工作正在有序推进，展位预定顺利，各大

展商参展力度有增无减。

郑州糖酒会作为一张靓丽的行业名片，

参展企业和品牌向来实力不凡，据了解，包括

茅台、五粮液等酒企，以及仰韶等豫酒企业，

以汇源等为代表的的特色食品、饮料企业，以

及来自世界各地的进口及国产优质葡萄酒、

烈酒、精酿啤酒、保健酒等将同台竞技。

据王永祥介绍，中国食品行业互联网实

战应用论坛、郑州糖酒会--首届抖音短视频

大赛、河南酒业金象奖颁奖盛典、酱香酒精准

对接会、休闲食品精准对接会、瑞城葡萄酒大

讲堂、中国食品行业发展趋势郑州如意湖夜

话等系列活动将在糖酒会期间轮番登场。

王永祥特别强调，为全力保障展会的安

全性及广大与会客商的身体健康和生命安

全，组委会将联合郑州国际会展中心在市会

展业促进中心和公安部门、卫生防疫防控等

部门的指导下，制定详细的防疫防控预案，展

会期间进出展馆全员实名制，观众须提前线

上预登记进行信息核验、凭身份证原件、健康

码、行程码，经过测温消毒、安全检查后方可

进入展馆。进入展馆需全程佩带口罩，并采取

错峰分流、设置隔离观察专区等防疫措施。

规划设置六大主题展区 展览面积达到35000m2

2020秋季郑州糖酒会
将于8月21日至23日举办

荫瑞城文化传媒集团总裁王永祥在新闻发布会
上讲话

荫张竞强 渊资料图片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