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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研 13

疫情之下中国企业发展环境调研报告（中）
（上接第十二版）对于营商环境的各项维度的满意度采用 5
分计分，其中，<=2.5 分代表“差”，2.5—3 分（包括 3 分）代表
“较差”
，
3—3.5 分（包括 3.5 分）代表
“一般”
，
3.5—4 分（包括 4
分）代表“较好”，4—4.5 分（包括 4.5 分）代表“良好”，4.5—5
分（包括 5 分）代表
“优”
。
（一）政策环境是支持企业实现自身目标的最重要的发
展环境
从整体而言，
“政策环境”
“市场环境”
与
“金融环境”
是企
业实现发展目标的最为重要的三项外部环境。具体而言（见
表 3），57%的受访企业认为，政策环境是支撑企业实现发展
目标的最重要的外部环境之一，45.6%的受访者将市场环境
列为最为重要的外部环境之一，40.4%的受访者认为金融环
境是促进企业实现发展目标的外部环境之一。相比之下，
仅
有 19.7%的受访者认为开放环境是推动企业实现其发展目
标的重要外部环境。
虽然不同性质的企业对于营商环境的重要性的排序不
尽相同，但是从调查结果中可以看出，1）政策环境依然是支
持企业实现自身发展目标的最为重要的营商环境之一，
特别
是中小民营企业（58.5%）与外商投资企业（83.3%）。政策环
境作为受访企业认为的最为重要的营商环境凸显了政策在
支持企业实现其发展目标过程中的重要作用，
同样也强调了
政策制定工作的重要地位，
提醒政府相关部门深入了解企业
诉求，为企业发展提供切实有效的政策支持；2）受访企业普
遍对于市场环境的重要性有较为深刻的认知，
市场环境在中
央企业、
地方国有企业、
大型民营企业、
中小民营企业与外商
投资企业发展过程中的重要性比例分别为 41.4%、50%、
37.8%、52.5%和 16.7%。因此，营造自由、平等、公平的市场
环境能够为企业实现发展目标营造良好的氛围；
3）金融环境
的重要作用在大型民营企业、
中小民营企业与外商投资企业
的发展过程中日益凸显，其重要性比重分别为 42.2%、42.4%
和 66.7%。不同的是，金融环境在中央企业与地方国有企业
的发展目标实现的过程中所占的比重较低，分别为 34.5%和
33.3%。由此可见，优化金融环境是支持民营企业与外商投
资企业发展的重点工作之一。综上所述，强化政策实施、营
造良好的市场环境、
优化金融环境应当是当前及未来一段时
间内政府的工作重点。
值得注意的是，
受访企业普遍认为法治环境在企业实现
发展目标过程中的重要性较低，远远低于政策环境、市场环
境与金融环境的重要性，
法治环境对于企业发展的重要性尚
未凸显出来。究其原因可能是，
当前企业对于利用法律武器
保护企业权益、处理纠纷的意识仍有待提升，各级政府为企
业营造良好的法治化营商环境的宣传与实践工作也有待进
一步加强，法治工作在支持企业发展、保障企业权益层面的
作用尚未得到充分发挥。营造良好的法治环境，
为市场主体
保驾护航也应是当前政府工作重点。
（二）企业普遍对法治环境与政务环境满意度较高，
对金
融环境满意度较低
调研数据显示（见表 4），疫情期间所有受访企业对营商
环境的总体满意度得分为 6.8 分，
处于 6—7 分的评分区间，
对
疫情期间各项营商环境的评价较为一般。其中，
受访企业对
法治环境与政务环境的满意度最高（7.0 分），
创新环境与供应
链环境次之（6.9 分），
市场环境、政策环境与开放环境的评分
稍低（6.8 分），
要素环境评分为 6.7 分，
金融环境的满意度最低
为 6.5 分。因此，
优化金融环境，
加强金融信贷工作应当成为
支持企业恢复生产经营，
促进企业可持续发展的重中之重。
企业对营商环境的满意度因企业类型的不同而呈现鲜
明的区别：
中央企业：中央企业对营商环境的总体满意度得分为
6.8 分，仅高于外商投资企业和中小民营企业。中央企业对
于政策环境与供应链环境最为满意（6.9 分），但是对金融环
境与政务环境的满意度最低（6.6 分）。中央企业对于各项营
商环境的评分处于 6—7 分的区间，
评价较为一般。
地方国有企业：
地方国有企业对营商环境的总体满意度
得分为 7 分，居于第二位。地方国有企业认为法治环境较
好，评分高达 7.5 分，而认为供应链环境较为一般，得分仅有
6.1 分，
与最高分相差了 1.4 分。
大型民营企业：
大型民营企业对营商环境的总体评价较
好（7.6 分），
整体满意度在所有类型企业中最高。其中，
认为
供应链环境表现良好（8.1 分），虽然对于金融环境与政策环
境的评价相对较低，
但仍处于 7—8 分的较高区间。
中小民营企业：
中小民营企业对于营商环境的总体评价
较为一般，且评分最低（6.5 分）。其对法治环境的满意度最
高（6.8 分），对于金融环境的满意度最低（6.2 分），均处于 6—

7 分的
“一般评价”
的区间。
外商投资企业：
外商投资企业对营商环境的总体满意度
得分为 6.7 分，
仅高于中小民营企业。并且，
外商投资企业对
于各营商环境的评分差距较大，认为政务环境表现较好（7.3
分），但是对于金融环境和政策环境的评价很差，评分仅为
5.3 分和 5.5 分，
相差将近 2 分。由此推测，
外商投资企业在疫
情期间获得的金融与政策支持对于帮助其渡过难关发挥的
作用有限，
由此导致其满意度较低。
（三）中小民营企业与外商投资企业对营商环境的不满
意程度较高
整体而言（见表 5），
受访企业表示对营商环境不满意（即
得分 <= 5）的比例在 30%左右，
其中，
约有 32%的企业对金融
环境不满意，
其次为政策环境（29.8%），
从另一层面反映了金
融工作与政策支持在推动企业发展过程中的重要作用。具体
而言，
中央企业的不满意程度最低，
不满意的比重均在 25%以
下。然而，
外商投资企业的调研数据显示，
约有 50%的企业对
于政策环境和金融环境不满意，仍有 1/3 的企业对于市场环
境、
创新环境、
要素环境和供应链环境不满意。此外，
39.8%的
中小民营企业表示了对金融环境的不满意，
36.4%的中小民营
企业对于政策环境表示不满。外商投资企业与中小民营企业
对于金融环境和政策环境的不满意比例均高于所有企业平均
水平，
说明针对外商投资企业与中小民营企业的金融支持与
政策支持仍旧是当前工作的短板，
亟待进一步加强。
（四）中小民营企业与外商投资企业对市场环境的评价
一般，其感知到的市场竞争公平性、市场准入平等性与政府
招投标程序的规范性有待提升
企业对市场环境的总体评价一般（见表 6），全部企业的
满意度评分为 6.8 分。但是，大型民营企业对于市场环境的
评价较好，
满意度评分为 7.4 分，
地方国有企业次之（7.1 分），
中小民营企业与外商投资企业对市场环境的评价最为一般，
评分为 6.5 分。
企业对市场环境各维度评价较好，满意度评分均处于
3.5—4 分的评分区间。大型民营企业对于市场竞争公平性、
市场准入与政府招投标程序的评分均最高（均为 4.0 分）。中
央企业与地方国有企业的具体评分同样处于 3.5—4 分的评
分区间。可见，大型民营企业、中央企业与地方国有企业实
力较为雄厚，
规模较大，
其所享受到的市场准入、
市场竞争与
政府招投标的待遇也可能较为优越，因此，对于市场环境的
评价较好。
中小民营企业对于市场环境的评价较为一般，
三个维度
的具体评分为 3.5、
3.5 和 3.5。外商投资企业认为市场竞争公
平性较差，
评分仅有 3.0 分，
对于市场准入平等性与政府招投
标程序的评价比较一般，
具体评分分别为 3.5 和 3.3。调研结
果显示，
中小民营企业与外商投资企业均认为市场竞争公平
性、
市场准入与政府招投标程序的表现一般。这很可能是因
为中小民营企业与外商投资企业在参与市场竞争与招投标
时处于相对劣势，
其市场竞争结果并不如意。

款时仍具有相对优势。金融信贷应该持续性、
有针对性地向
中小民营企业和外商投资企业倾斜，
以保障其日常经营。

（五）中小民营企业与外商投资企业对金融环境的评价
较为一般

（六）各类企业对政策环境的评分差距较大，
中小民营企
业和外商投资企业对政策环境的满意度低于平均水平

企业对于金融环境的总体评价比较一般（见表 7），评分
仅有 6.5 分。各类性质的受访企业对于金融环境的评分差距
较大，
大型民营企业和地方国有企业认为金融环境的表现较
好，
评分分别为 7.2 和 7.1 分。外商投资企业对金融环境的评
价最差，评分仅为 5.3 分，与最高分之间有 1.9 分的差距。中
小民营企业对金融环境的评价一般，
具体评分为 6.2 分。
企业对于融资成本合理性、
融资便利性以及融资渠道的
评价一般，
平均评分均为 3.5 分。其中，
外商投资企业认为融
资成本合理性、融资便利性以及融资渠道多元化表现很差，
评分分别为 2.3，2.3 和 2.5 分。中小民营企业的各项评价较
为一般，分别为 3.4、3.3 和 3.4 分。中小民营企业对于金融环
境各维度的评分仍显著低于中央企业、
地方国有企业与大型
民营企业。其中，大型民营企业对融资成本、融资便利与融
资渠道的评分最高、评价较好，分别为 3.8、3.9 和 3.8，处于
3.5—4 分的高水平区间。外商投资企业与中小民营企业对
于金融环境各维度相对偏低的评分反映出，疫情期间，融资
成本、
融资便利性与融资渠道并不能很好地满足企业融资需
求，
以至于企业对其满意度较低。因此，
从提升融资便利性、
降低融资成本、拓宽融资渠道等角度改善金融环境，有助于
为外商投资企业与中小民营企业提供更为合理、
有效的金融
服务，
从而支持企业的经营与发展。
此外，中央企业、地方国有企业与大型民营企业的较高
评分反映出，当前规模较大、实力较为强劲的企业在融资贷

企业对于政策环境的总体评分为 6.8 分，总体评价较为
一般（见表 8）。其中，大型民营企业政策环境的评分高达 7
分，
中央企业的政策环境评分仅次于大型民营企业（6.9 分），
地方国有企业与中小民营企业的总体评分相同（6.7 分），均
处于 6—7 分的中等水平区间，对于政策环境的评价均较为
一般。但是，外商投资企业对于政策环境的评价较差，仅为
5.5 分。由此推断，疫情期间外商投资企业享受到的政策支
持一定程度上难以满足企业维持日常经营、实现恢复的需
求，
导致外商投资企业对于政策环境的满意度较低。
由政策环境的具体维度的评分可知，
企业对于征信服务
体系的平均满意度较高，
平均得分为 3.8 分；
涉企收费的规范
性以及企业税负的满意度相对较低，分别为 3.7 分和 3.6 分。
总体而言，企业对于征信服务体系、涉企收费规范性以及企
业税负合理性的评价较好，
均处于 3.5—4 分的区间。但是外
商投资企业对征信服务、
涉企收费的规范性与企业税负的评
分仅为 2.7、2.6 和 2.5 分，评价较差。中小民营企业对于以上
三项维度的评分分别为 3.8、3.6 和 3.5 分，评价较好，但是却
略低于总体平均值。而经营实力较为雄厚的中央企业、
地方
国有企业与大型民营企业对于政策环境的评分相对较高，
侧
面反映了其得到的相关政策支持能够有效满足其生产经营
需求。由此可见，为了进一步优化企业营商环境，支撑企业
实现生产经营的稳定恢复，
政策支持力度应着重向中小民营
企业和外商投资企业倾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