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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团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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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1：问卷填写者的个人背景分布

图表 2: 问卷填写者的管理职务分布

图表3：问卷填写者的管理经验分布中欧EMBA校友/学员

中欧高管教育课程校友/学员

中欧金融MBA (FMBA)校友/学员

中欧卓越服务EMBA (HEMBA)校友/学员

中欧Global EMBA (GEMBA)校友/学员

中欧MBA校友/学员

其他

公司决策层正职

公司决策层副职

财务高管

项目经理/商业开发经理/产品经理

市场营销高管/销售高管

制造、运营、物流、工程高管

人力资源高管

研发高管

其他

20年或以上

10年到19年

5年到9年

少于5年

1	“外资企业”包含中国香港、中国澳门和中国台湾的公司，“中资企业”指中国大陆的公司。
	 问卷填写者中有294位任职于外资企业，883位任职于中资企业，另有11位其就职公司的背景不详。

1.1. 研究项目简介

中欧国际工商学院（以下简称“中欧”）研究团队在2021年4月1日至14日期间就新冠肺炎疫情

对在华企业商业运营的影响做了线上问卷调查。本次调查共收到有效答卷1,188份，问卷填写者

中有883位（约75%）任职于中资公司或中资占比50%及以上的合资公司（以下统称“中资企

业”），有294位（约25%）任职于外资公司或外资占比50%以上的合资公司（以下统称“外资

企业”）。1	

图表1显示问卷填写者的个人背景分布。由于本次调查问卷主要是在中欧国际工商学院的线上平

台发布，绝大多数问卷填写者为中欧校友或在读学员（占总样本的95%），其中又以EMBA校友

或在读学员为多（占总样本的54.5%）。图表2显示问卷填写者的管理职务分布，有44.2%担任公

司决策层正职（如首席执行官/总经理/大股东/主要合伙人/首席代表），34.4%担任公司决策层副

职（如副总裁/副总经理/总监/总经理助理），余下的约20%担任所在公司的部门高管。图表3显示

问卷填写者的管理经验分布，超过三分之二的问卷填写者有至少10年的管理经验。问卷填写者中

28.3%为女性，71.5%为男性。

从问卷填写者的个人背景和管理职务分布来看，本次调查所获样本不是在华经营企业的典型样

本，更多反映的是有中欧学习背景的企业高管们所在企业的情况，尤其是高层管理人员工商管理

硕士项目（EMBA/GEMBA/HEMBA）的校友和学员们所在企业的情况（占总样本三分之二）。

中欧EMBA官网显示，该项目学员的平均年龄为39.8岁，平均工作经验为16年，平均管理经验为

11.7年，其中超过98%为高层管理者。中欧校友共计两万多位，其中EMBA校友有一万多位，那

些愿意抽出时间参与本次问卷调查的校友和在读学员应该是校友中最积极活跃的那部分。据此，

我们认为本次问卷调查所获结果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目前在华企业中的“头部企业”（即行业中

较领先、较活跃的企业）对新冠肺炎疫情所造成影响的评估和判断，因而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本次调查样本中大多数企业的产品和服务针对的是高端市场（详见第2.5节），这也印证了调查样

本的“头部企业”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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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宏观经济背景

本次调查的宏观经济背景可以用国家统计局在2021年4月16日发布的对第一季度中国经济的初

步核算结果来概括。图表4显示了以不变价衡量的第一季度中国经济各行业增加值和国内生产总

值（GDP）的同比增长率，即2021年第一季度数值较2020年第一季度数值的增长率。数据显

示，中国经济从去年新冠疫情造成的低谷中恢复，同比增长18.3%。住宿和餐饮业反弹幅度最大

(43.7%),	该行业也是2020年第一季度下降幅度最大（35.3%）的行业。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

的反弹幅度次之	(32.1%)，其去年同期下降幅度为14%。

第一产业（农林牧渔业）小幅上升，同比增长8.0%。第二产业中的建筑业和工业都有显著增

长，同比增长率分别为22.8%和24.4%。2020年同比下降幅度最大的第三产业（服务业）也迎

来反弹。批发和零售业同比增长26.6%，其去年下降幅度为17.8%。服务业中，2020年第一季度

实现正增长的金融业及信息传输和信息技术服务业2021年继续保持增长，增长率分别为5.4%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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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概览：国家统计局发布的2021年第一季度中国经济初步核算数据

产业
GDP

占比
大类行业

现值

（万亿元）

GDP

占比

同比

增长率

第一产业 4.8% 农林牧渔业 1.19	 4.8% 8.0%

第二产业 37.3%
建筑业 1.20	 4.8% 22.8%

工业 8.10	 32.5% 24.4%

第三产业 57.9%

住宿和餐饮业 0.41	 1.6% 43.7%

批发和零售业 2.40	 9.6% 26.6%

交通运输、仓储和邮

政业
1.01	 4.0% 32.1%

租赁和商务服务业 0.77	 3.1% 7.9%

房地产业 1.95	 7.8% 21.4%

其他服务业 4.47	 17.9% 8.8%

金融业 2.31	 9.3% 5.4%

信息传输、软件和信

息技术服务业
1.13	 4.5% 21.2%

合计 100.0% 国民生产总值 (GDP) 24.93 100.0% 18.3%

2020年新冠疫情在全球蔓延，大经济体中只有中国实现了正经济增长。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2021年4月发布的《世界经济展望》，全球范围的经济复苏预计将到来，国际贸易也将回

暖。中国在疫情控制方面率先取得的成功很可能使其经济再次脱颖而出，继续呈现出比其他国家

更强劲的增长。虽然中国经济整体复苏状况较好，但不同行业和企业之间的复苏轨迹不同。对比

制造业和服务业的官方采购经理人指数（PMI），我们发现这两个产业都在2020年3月就开始呈

现出复苏态势，此后也一直在增长，但从制造业基于企业规模的官方PMI中，我们发现中小型企

业的复苏道路数度起伏，较为艰难。2

2	 制造业官方PMI从2020年2月的35.7反弹到2020年3月的52，服务业官方PMI从从2020年2月的30.1反弹到2020年3月的
51.8，随后两者都保持在50以上。小型制造业企业官方PMI在3月反弹，但在2020年6月到2021年2月期间有7次降至50以
下，中型制造业企业官方PMI也在2020年5月到2021年2月期间两次降至50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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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登记注册类型分布

图表5显示了样本企业按所有制类型的分类，共分为8类。其中超过一半的企业是民营全资企业

（占56.9%），其次是外资全资企业（占22.3%）。国有企业（包括国有为主的混合所有制企业

和国有全资企业）有110	家（占9.2%)，民营企业（包括民营全资企业和民营为主的混合所有制

企业）有738家（占62.1%)，外资企业（包括外资全资企业和外资为主的中外合资企业）有294	

家（占24.8%)。	

图表5：样本企业的所有制类型分布

图表6：样本企业的最大外资来源地分布

民营全资

外资全资

混合所有制，民营为主（没有外资）

混合所有制，国有为主（没有外资）

国有全资

中外合资，中资为主

中外合资，外资为主

其他

美国

中国香港

德国

瑞士

法国

英国

瑞典

其他

中国台湾

日本

新加坡

西班牙

韩国

荷兰

新西兰

加拿大

澳大利亚

 数据概览：样本企业的所有制类型

　 数目 占比

民营全资 676 56.9%

外资全资 265 22.3%

混合所有制，民营为主（没有外资） 62 5.2%

混合所有制，国有为主（没有外资） 55 4.6%

国有全资 55 4.6%

中外合资，中资为主 35 2.9%

中外合资，外资为主	 29 2.4%

其他			 11 0.9%

合计 1,188 100.0%

图表6显示样本企业最大的外资来源。在含外资的企业中，外资来源最多的三个地区分别为欧洲	

（合计为39.8%）、美国（28.7%）和中国香港（14.2%）。3

3	 部分问卷填写者对某些问题在回答“其他”时注明了具体内容，如果此内容符合问卷中的某个选项，我们会将此样本归入
这个选项，不再归入“其他”。如果注明的内容在问卷中没有对应的选项，而该内容被多位填写者所提及，我们会按此内
容将其单列为一种情形，不再归入“其他”，在此情况下，报告中的相关图表所列出的情形会多于调查问卷中的选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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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7显示了样本企业的上市地分布。在1,188家样本企业中，有355家	(29.9%)	是上市公司。上

市地排名前三的是深圳(23.1%)、上海(22.8%)和美国(19.7%)。

图表7：样本企业的上市地分布

中国深圳

中国上海

美国

中国香港

英国

中国大陆及香港两地上市

法国

瑞士

其他

德国

瑞典

中国新三板

新加坡

日本

中国台湾

澳大利亚

2.2. 中国业务占比分布

图表8显示了样本企业的中国业务对其2020年总营收的贡献。中国业务占据总业务收入超过50%

的有890家（占比76%），我们称之为“内向型企业”。海外业务占据总业务收入超过50%的有

281家	(占比24%)，我们称之为“外向型企业”。

图表8：样本企业的中国业务对其2020年总营收的贡献

100%

75%到99%

50%到74%

25%到49%

0%到24%

其他

数据概览：中国业务对其2020年总营收的贡献

　 　 数目 占比

内向型：中国业务占据	

总业务收入超过50%

	合计：890（占比76%）

100%	 517 43.5%

75%到99%		 281 23.7%

50%到74%		 97 8.2%

外向型：海外业务占据	

总业务收入超过50%		

合计：281（占比24%）

25%到49%		 84 7.1%

0%到4%		 204 17.2%

其他 5 0.4%

　 总计 1,188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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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样本企业行业分布

图表9显示了样本企业的主营业务分布。图表10显示了服务业样本企业的行业分布。图表11显示

了制造业样本企业的行业分布。

我们对样本行业分布与对应的国家统计局行业分布做了比较。在“数据概览”表中，第1栏显示

了国家统计局的行业分类，第3栏显示了本次调查使用的行业分类，共有26个行业，其中第一产

业1个行业（农林牧渔矿），第二产业12个行业，第三产业13个行业。调查样本中属于农林牧渔

矿业的企业有23家，仅占1.7％。考虑到大多数中欧校友和学员的企业从事的是与制造业相似的

现代农业生产，我们将农林牧渔矿归在制造业之下，因此制造业样本总数为598，占比43.5％，

含13个大类行业。我们又将建筑业和房地产业合并为一个大类行业归在服务业之下，由此服务业

样本总数为777，占比56.5％，覆盖13个大类行业。

图表9：样本企业主营业务分布

图表10：服务业样本企业的行业分布

图表11：制造业样本企业的行业分布

既有服务业，又有制造业

(N=187)
15.7%

制造业

(N=411)
34.6%

服务业

(N=590)
49.7%

金融服务

专业服务和商务服务

批发和零售

电信和信息服务

建筑业和房地产业

医疗卫生健康

教育

物流、运输与仓储

文化、娱乐和休闲

餐饮、住宿和旅游

汽车相关服务

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

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

消费品

机械设备

医药制品和医疗器械

通讯和电子产品

化工和能源产品

汽车和运输设备

金属和非金属制品

农林牧渔矿

土木工程和建筑

环保和公用事业（水电气供应）

造纸和印刷

纺织服装

橡胶和塑料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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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11：制造业样本企业的行业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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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概览: 样本行业分布和国家统计局行业分布的对应关系

行业名称（国家统计局） 行业GDP占比（国家统计局） 行业名称（调查问卷） 样本数目 样本数目占比

第一产业 4.8% 农林牧渔矿 23 1.7%

第二产业

（不含建筑业）
32.5%

消费品 105 7.6%

机械设备 98 7.1%

医药制品和医疗器械 95 6.9%

通讯和电子产品 90 6.5%

化工和能源产品 61 4.4%

汽车和运输设备 51 3.7%

金属和非金属制品 40 2.9%

土木工程和建筑 15 1.1%

环保和公用事业（水电气供应） 7 0.5%

造纸和印刷 5 0.4%

纺织服装 4 0.3%

橡胶和塑料 3 0.2%

其他 1 0.1%

　 　 制造业合计 598 43.5%

第三产业（含建筑业） 62.7% 　 　 　

金融业 9.3% 金融服务 144 10.5%

房地产业 7.8%
建筑和房地产 82 6.0%

建筑业 4.8%

批发和零售业 9.6% 批发和零售 108 7.9%

信息传输、软件和	

信息技术服务业
4.5%

电信和信息服务 94 6.8%

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 5 0.4%

交通传输、仓储和邮政业 4.0% 物流、运输和仓储 29 2.1%

租赁和商务服务业 3.1% 专业服务和商务服务 143 10.4%

住宿和餐饮业 1.6% 餐饮、住宿和旅游 25 1.8%

其他服务业 17.9%

医疗卫生健康 78 5.7%

教育 31 2.3%

文化、娱乐和休闲 28 2.0%

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 5 0.4%

汽车相关服务 5 0.4%

　 　 服务业合计 777 56.5%

合计 100.0% 总计 1,375 100.0%

注：本次调查样本中有187家企业既有服务业，又有制造业。

本次调查中服务业大类行业的样本数目占比与国家统计局2021年第一季度服务业大类行业的GDP

占比较为接近，例如金融服务业的样本数目占比为10.5%，而金融业在GDP中的占比为9.3%；信

息服务业样本数目占比为6.8%，其在全国GDP中的占比为4.5%；物流、运输和仓储业的样本数

目占比为2.1%，其在全国GDP中的占比为4.0%；餐饮、住宿和旅游业的样本数目占比为1.8%，

其在全国GDP中的占比为1.6%。国家统计局数据中将教育、医疗和娱乐休闲等服务行业加总归

入“其他服务业”中，而在我们的样本中单列了教育（2.3%），医疗卫生健康（5.7%）以及文

化、娱乐和休闲（2.0%）三个行业。这些行业分布上的相似性增加了本次调查结果的参考价值。

2.4. 样本企业规模分布

图表12显示了以在中国雇佣员工数衡量的样本企业的规模分布。

图表12：样本企业的规模分布（以在中国雇佣的员工数衡量）

超大型

特大型

大型

中型至大型

中型

小型至中型

小型

特小型

微型

数据概览：样本企业规模

　 员工数 数目 占比

超大型 50,000及以上		 41 3.5%

特大型 10,000到49,999		 125 10.5%

大型 5,000到9,999		 70 5.9%

中型至大型 2,000到4,999		 132 11.1%

中型 1,000到1,999		 104 8.8%

小型至中型 300到999		 247 20.8%

小型 50到299		 308 25.9%

特小型 10到49		 128 10.8%

微型 0到9		 33 2.8%

　 合计 1,188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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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产品/服务等级分布

图表13显示了样本企业主要产品/服务的等级分布。我们看到，大多数样本企业的主要产品/服务

中含高端类，其中25.5％为高端，35.0％为高中端兼有，17.7％为高中低端兼有。这一结果呼应

了本次调查样本的“头部企业”特征，参与调查的大部分企业在各自领域中处于领先地位。	

图表13：样本企业主要产品/服务的等级分布

业内高端

业内中端

业内低端

高、中端兼有

中、低端兼有

高、低端兼有

高、中、低端兼有

其他

数据概览：样本企业的主要产品/服务等级

　 数目 占比

业内高端 303 25.5%

业内中端 166 14.0%

业内低端 15 1.3%

高、中端兼有 416 35.0%

中、低端兼有 67 5.6%

高、低端兼有 7 0.6%

高、中、低端兼有 210 17.7%

其他 4 0.3%

合计 1,188 100.0%

2.6. 中国业务客户类型分布

图表14显示了样本企业在中国的主要客户类型分布。

图表14：样本企业在中国的主要客户类型分布

企业/组织客户 (B2B)

既有个人客户 (B2C)，又有企业/组织客户( B2B)

个人客户 (B2C)

无中国客户

其他

数据概览：在中国的主要客户类型

　 数目 占比

企业/组织客户	(B2B)	 663 55.8%

既有个人客户	(B2C)，	

又有企业/组织客户	(B2B)	
353 29.7%

个人客户	(B2C) 162 13.6%

无中国客户 8 0.7%

其他 2 0.2%

合计 1,188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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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疫情对中国和海外影响的对比分析

本章从四个方面详细对比分析了2020年新冠疫情对中国和海外的影响，包括

与2019年相比的营收变化、营收下降最大的时间、业务恢复时间点，以及对

供应链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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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不同区域经营活动所受影响

3.1.A. 在华业务 

基于对问题9“与2019年相比，2020年贵公司中国地区的营业收入：”的回答，	图表15显示了制

造业和服务业在新冠疫情影响下在华业务的营收变化，图表16显示了不同所有制类型的变化。

 

制造业和服务业都有约15％的企业营收基本没有变化。从图表15可以看出，服务业企业的业绩差

异更大：相较于制造业以及全样本，更多服务业企业处于营收增长25％或以上和营收下降50％

或以上的情况。从图表16中可以看出，63.6％的国有企业营收增长，而只有51.9％的民营企业和

54.1％的外资企业在华业务营收增长。4与此同时，只有21.8％的国有企业营收下降，而有32.4％

的民营企业和29.6％的外资企业营收下降。外资企业中营收增长25％或以上的比例最低，而营收

下降50％或以上的比例最高。

4	 图表17和18没有展示营收下降25%或以上和上升25%或以上的企业数量在所处行业中占比低于2%的行业。

图表15：与2019年相比，2020年中国地区营收变化（分行业）

上升25%或以上

上升10%到24%

上升2%到9%

基本相同（上下2%以内）

下降2%到9%

下降10%到24%

下降25%到49%

下降50%或以上

  制造业           服务业           全部样本

在服务业中，餐饮、住宿和旅游业中营收下降25％或以上的企业占比最高，随后是教育业以及物

流、运输和仓储业。而物流、运输和仓储业中营收增长25％或以上的企业占比也最高，其次是电

信和信息服务业以及文化、娱乐和休闲业。	再看制造业，农林牧渔矿业中营收下降25％或以上的

企业占比最高，其次是医药制品和医疗器械业以及消费品业。医药制品和医疗器械业中营收增长

25％或以上的企业占比也最高，随后是通信和电子产品业以及汽车和运输设备业。

图表16：与2019年相比，2020年中国地区营收变化（分所有制）

上升25%或以上

上升10%到24%

上升2%到9%

基本相同（上下2%以内）

下降2%到9%

下降10%到24%

下降25%到49%

下降50%或以上

  外资企业           民营企业           国有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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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16：与2019年相比，2020年中国地区营收变化（分所有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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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降50%或以上

  外资企业           民营企业           国有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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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17：2020年中国地区营收“下降25%或以上”和“增加25%或以上”的服务
业公司占比

图表18：2020年中国地区营收“下降25%或以上”和“增加25%或以上”的制造
业公司占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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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降25%或以上           增长25%或以上

  下降25%或以上           增长25%或以上

3.1.B. 海外业务

以下图表是基于对问题10“与2019年相比，2020年贵公司中国之外的营业收入：”的回答。如

果填写者在问题8中选择“公司只在中国经营”，则跳过问题10。

从图表19中可以看出，与服务业相比，制造业受疫情冲击较小，有11.4％的制造业企业海外业务

营收增长25％或以上（15.7％的制造业企业在华业务增长了同样的幅度）。20.7％的服务业企业

海外营收基本没有变化，但有9.8％的企业海外营收下降了50％或以上。从图表205中我们可以看

到，58.2%	的外资企业海外业务营收下降，而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中营收下降的企业占比接近

（均为41%）。民营企业总体表现好于国有企业和外资企业，34.6%的民营企业海外营收增长，

国有企业和外资企业情况相似，分别有29.5%和28.2%的企业海外营收增长。	

5	 图表21和22没有展示下降25%或以上和上升25%或以上的企业数量在所处行业中占比低于2%的行业。

图表19：与2019年相比，2020年海外地区营收变化（分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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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升2%到9%

基本相同（上下2%以内）

下降2%到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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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降50%或以上

  制造业           服务业           全部样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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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17：2020年中国地区营收“下降25%或以上”和“增加25%或以上”的服务
业公司占比

图表18：2020年中国地区营收“下降25%或以上”和“增加25%或以上”的制造
业公司占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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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服务业中，餐饮、住宿和旅游业中营收下降25％或以上的企业占比最高，随后是建筑业与房地

产业以及文化、娱乐和休闲业。医疗卫生健康业中营收增长25％或以上的企业占比最高，随后是

物流、运输和仓储业。再看制造业，机械设备行业中营收下降25％或以上的企业占比最高，随后

是消费品业和农林牧渔矿业。医疗制品和医疗器械行业中营收增长25％或以上的企业占比例最

高，随后是农林牧渔矿业以及汽车和运输设备业。	

图表20：与2019年相比，2020年海外地区营收变化（分所有制）

图表21：2020年海外地区营收“下降25%或以上”和“增加25%或以上”的服务
业公司占比

图表22：2020年海外地区营收“下降25%或以上”和“增加25%或以上”的制造
业公司占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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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讯和电子产品

化工和能源产品

  外资企业           民营企业           国有企业

  下降25%或以上           增加25%或以上

  下降25%或以上           增加25%或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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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C. 海外不同地区业务所受影响

以下图表是基于对问题11“与2019年相比，2020年贵公司的营收在哪个地区下降的最多？（可

多选）”的回答。我们排除了在问题8中选择第一个选项(公司只在中国经营)的企业，以免误导。6	

对于不是只在中国经营的企业（671家），海外业务营收下降最多的地区是美国和欧盟。	

6	 图表24和25没有展示欧盟或美国是营收下降最多的区域的企业数量在所在行业中占比低于2%的行业		
(教育、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汽车相关服务、公用事业、造纸和印刷、纺织服装)。

图表23：2020年营收下降最多的地区（多选题）

美国

欧盟

中国大陆

东盟

日本、韩国

印度

中国香港

澳大利亚

俄罗斯、中东欧

中国台湾

在服务业中，选择美国（29.9%）是营收下降最多的地区的企业比例高于选择欧盟的比例

（24.6%），餐饮、住宿和旅游业选择这两个地区的企业比例都是最高的。再看制造业，选择欧

盟（32.8％）是营收下降最多的地区的企业比例略高于选择美国的比例（29.9％）。

图表24：2020年营收下降最多的地区为欧盟或美国的企业占比（服务业）

图表25：2020年营收下降最多的地区为欧盟或美国的企业占比（制造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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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欧盟           美国

  欧盟           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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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制造业           服务业           全部样本

  外资企业           民营企业           国有企业

3.2. 不同时间经营活动所受影响

3.2.A. 在华业务 

基于对问题14“贵公司中国地区的营业收入在以下哪个季度下降最多?（可多选）”的回答，我

们发现，不论制造业还是服务业以及所有制类型如何，大部分企业都认为其在华业务在2020年第

一季度受影响程度最大，营收没有下降的企业占比也基本相同。	

图表26：中国地区营收下降最多的季度（多选题，分行业）

图表27：中国地区营收下降最多的季度（多选题，分所有制）

营收没有下降

2021 Q1

2020 Q4

2020 Q3

2020 Q2

2020 Q1

营收没有下降

2021 Q1

2020 Q4

2020 Q3

2020 Q2

2020 Q1

3.2.B. 海外业务 

基于对问题15	“贵公司中国以外的营业收入在以下哪个季度下降最多?	（可多选）”7	的回答，

我们发现，不论是制造业还是服务业，大部分企业都认为其海外业务在2020年第二季度受影响程

度最大。对于不同所有制类型的企业，我们发现外资企业在2020年第三季度仍感到运营艰难，业

绩没有下降的比例也最低（只有4.1%，而民营企业的比例是7.7%，国有企业是8.2%）。

7	 如果问卷填写者在问题8中选择“只在中国经营”，则跳过问题15。

  制造业           服务业           全部样本

  外资企业           民营企业           国有企业

图表28：海外地区营收下降最多的季度（多选题，分行业）

图表29：海外地区营收下降最多的季度（多选题，分所有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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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在华业务恢复情况

基于对问题16“贵公司的中国业务在以下哪个季度首次恢复到了80%或以上?	”的回答，2020

年第二季度中国业务恢复到80%或以上企业占比31.6%，第三季度恢复到80%或以上的占29%，

只有7.5%的企业仍未恢复到80%或以上。如图表30所示，各所有制类型的企业大多数业务都在

2020年第二或第三季度恢复到80%或以上。民营企业（8.0%）和外资企业（7.1%）中仍未恢复

到80%或以上的企业比例略高于国有企业（6.4%）。

平均有9.6%的服务业企业和6.6%的制造业企业的在华业务仍未恢复到80%或以上。在服务业

中，教育和餐饮、住宿和旅游业的企业经营最为艰难，制造业中则是农林牧渔矿业和消费品业的

恢复最为滞后。8

8	 图表31和32没有展示仍未恢复到80%或以上的企业数量在所处行业中占比低于2%的行业。

  外资企业           民营企业           国有企业

图表30：中国业务在哪个季度首次恢复到了80%或以上 （分所有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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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31：中国业务至今没有恢复到80%或以上的企业占比（服务业）

图表32：中国业务至今没有恢复到80%或以上的企业占比（制造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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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供应链

基于对问题18“新冠疫情对贵公司所依托的中国境内供应链造成了怎样的影响?	”的回答,	图表

33显示大部分企业基本没有受影响或只受到温和负面影响。有7.1%的民营企业、4.1%的外资企

业以及仅1.8%的国有企业中国境内供应链受到严重负面影响。由于制造业企业更多地依赖供应

链，我们在图表34中细分了制造业中的行业，9	平均有60.0%的制造业企业的中国境内供应链受

到负面影响,	土木工程和建筑业中受到负面影响的企业占比最高。

	

9	 图表34和36没有展示中国境内供应链受到负面影响的企业数量在所处行业中占比低于2%的行业。	

  外资企业           民营企业           国有企业

图表33：新冠疫情对贵公司依托的中国境内供应链的影响（分所有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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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34：中国境内供应链受疫情负面影响的制造业企业占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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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对问题19“新冠疫情对贵公司所依托的中国境外供应链造成了怎样的影响?	”的回答,我们

发现只有14.9%的企业基本没有受到影响，10%的企业受到20%或以上的负面影响。其中外资企

业较民营企业和国有企业受挫更为严重。从图表36中，我们可以看到平均有64.1%的制造业企业

境外供应链受到负面影响，通讯和电子产品业以及汽车和运输设备业中受到负面影响的企业占比

最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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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35：新冠疫情对贵公司所依托的中国境外供应链的影响（分所有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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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讨论了企业为应对新冠疫情做出的调整，包括线上业务调整、人事管理方

面的调整（包括员工雇佣数量和薪酬调整）以及企业对所获中国政府政策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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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线上业务调整

基于对问题12“回顾疫情爆发前的2019年，线上业务在贵公司中国业务中的占比为:”和问题

13“2021年的今天，线上业务在贵公司中国业务中的占比为”的回答，我们分析了企业对线上业

务做出的调整。在疫情发生之前，不论所有制类型如何，大部分企业的线上业务比例都低于4%。

2019年,	仅11.9%的民营企业有80%以上业务为线上业务。疫情后，此比例仅略微增长至12.5%。

我们发现线上业务比例4%或以下的企业占比下降：民营企业从63.3%下降到53.0%，外资企业从

66.3%下降到57.8%，国有企业从56.4%下降到43.6%，国有企业中线上业务占5%到19%的企业

比例增长明显，从21.8%上升到31.8%。	

  外资企业           民营企业           国有企业

图表37：在疫情爆发前的2019年，线上业务在中国业务中的占比（分所有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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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 49%

5% -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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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外资企业           民营企业           国有企业

图表38：2021年的今天，线上业务在中国业务中的占比（分所有制）

80%或以上

50% - 79%

20% - 49%

5% - 19%

0% - 4%

对于从线下转移到线上的作用，我们在图表39和4010中对比了2019年和2021年线上业务比例

4%或以下的企业在不同行业中的占比情况。2019年，有55.3%的服务业企业线上业务占比在

4%或以下，2021年这一数字降至42.5%。2019年制造业中线上业务比例在4%或以下的企业

占比为76.6%，到2021年降至68.8%。所有行业都在往线上迁移，服务业中，从线下到线上转

移幅度最大的是教育业（线上业务比例4%或以下的企业占比从2019年的64.5%降至2020年的

41.9%），随后是文化、娱乐和休闲业（从46.4%到	28.6%）以及建筑业和房地产业（从82.9%

到67.1%）。而制造业中，从线下到线上转变最大的是消费品业（从51.4%	到33.3%)，其次是农

林牧渔矿业	（91.3%	到78.3%）。

10	 图表39和40没有展示线上业务占比4%或以下的企业数量在所处行业中占比低于2%的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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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图表39和40没有展示线上业务占比4%或以下的企业数量在所处行业中占比低于2%的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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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39：线上业务在公司中国业务中占比4%或以下  2019年 VS. 2021年（服务业）

图表40：线上业务在公司中国业务中占比4%或以下  2019年 VS. 2021年（制造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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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人事管理调整

4.2.A. 员工规模

基于对问题21“新冠疫情爆发以来，贵公司的员工数量发生了什么变化?”的回答,	图表41显示了

服务业和制造业中采取各种调整措施的企业占比情况，图表42显示了不同所有制类型的情况。制

造业和服务业都有41%左右的企业员工规模基本不变，制造业在招聘上（39.3%的企业进行了增

员）比服务业（38.1%的企业进行了增员）略微积极一些。各所有制类型都只有不到10%的企业

大幅裁员，大部分企业基本不裁员。我们发现57.3%的国企选择保持员工规模稳定，使其比民营

企业和外资企业裁员较少，同时增员也较少，而41.7%的民营企业进行了增员。

  制造业           服务业           全部样本

  外资企业           民营企业           国有企业

图表41：新冠疫情爆发以来，企业员工数量变化（分行业）

图表42：新冠疫情爆发以来，企业员工数量变化（分所有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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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40：线上业务在公司中国业务中占比4%或以下  2019年 VS. 2021年（制造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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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人事管理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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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B. 员工薪酬

基于对问题22“新冠疫情爆发以来，贵公司的员工薪酬发生了什么变化?”的回答,	图表43显示了

服务业和制造业中采取各种薪酬调整措施的企业占比，图表44企业显示了不同所有制类型企业的

情况。大部分企业薪酬基本不变，56.4%的国有企业薪酬变动在2%以内，38.1%的外资企业全员

薪酬提高2%到9%，9.5%的民营企业甚至有10%或以上的全员涨薪。

  制造业           服务业           全部样本

  外资企业           民营企业           国有企业

图表43：新冠疫情爆发以来，企业员工薪酬变化（分行业）

图表44：新冠疫情爆发以来，企业员工薪酬变化（分所有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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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企业评估政策支持

基于对问题24“您如何评估疫情爆发以来贵公司所获中国政府政策支持的力度？”的回答,我们发

现全部样本的平均打分为5.5分（最高为10分），其中制造业评分较高，为5.8分，服务业评分较

低，为5.3分。图表46显示了国有企业、民营企业和外资企业对公司所受中国政府政策支持力度的

打分。各注册类型全部样本的平均打分为5.5分（略低于2020年调查中关于政策对行业支持力度

的5.72分的评价）。国有企业和外资企业都给出6.1分，而民营企业只给出5.2分。按企业规模区

分后，我们发现规模越大的企业对政策支持力度的评分越高，员工规模10,000人或以上的企业评

分达到6.7分，而不足10人的微型企业评分仅为4.3分。

图表45：对疫情爆发以来公司所获中国政府政策支持力度的评估 
(分行业，0=最低程度支持，10=最高程度支持)

图表46：对疫情爆发以来公司所获中国政府政策支持力度的评估
(分所有制，0=最低程度支持，10=最高程度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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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造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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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47：对疫情爆发以来公司所获中国政府政策支持力度的评估
(分企业规模=员工数量，0=最低程度支持，10=最高程度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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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 对于今年在华经营最关注的因素

基于对问题26“今年（2021）贵公司在中国经营方面最关注哪些因素?（可多选）”的回答,	图

表48显示了服务业和制造业企业关注的因素。服务业中，有45.8%的企业关注“影响本公司业务

的中国政府政策是趋好还是趋差”，其次有38.7%的企业关注“中国与美国及其他西方国家之间

的紧张关系如何发展”，以及31.9%的企业关注“中国境外的新冠疫情是否得到有效控制”。再

看制造业，44.6%的企业关注“中国与美国及其他西方国家之间的紧张关系如何发展”，其次有

38.5%的企业关注“中国境外的新冠疫情是否得到有效控制”，以及35.1%的企业关注“影响本

公司业务的中国政府政策是趋好还是趋差”。这说明制造业受外部环境影响更大，而服务业更重

视国内与其业务相关的政策。

  制造业           服务业

  外资企业           民营企业

图表48：样本企业2021年在华经营最关注的因素

中国境内新冠疫苗接种的覆盖率

中国境外的新冠疫情是否得到有效控制

中国与美国及其他西方国家之间的 
紧张关系如何发展

出入境中国的旅行限制是否有所放松

中国境内的旅行限制是否有所放松

本公司中国业务所依赖的供应链 
是否得到显著恢复

影响本公司业务的中国政府政策 
是趋好还是趋差

其他

图表49显示了民营企业和外资企业的关注因素。我们发现民营企业最关注“影响本公司业务的中

国政府政策是趋好还是趋差”。外资企业最为关注的三个因素都与外部环境相关，即“中国与美

国及其他西方国家之间的紧张关系如何发展”、“中国境外的新冠疫情是否得到有效控制”以及

“出入境中国的旅行限制是否有所放松”。

图表49：样本企业2021年在华经营最关注的因素

中国境内新冠疫苗接种的覆盖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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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本公司业务的中国政府政策 
是趋好还是趋差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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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对于未来五年在华经营最关注因素

基于对问题29“展望未来五年（2021-2025年），以下哪个方面对贵公司在中国的经营最为重

要?（可多选）”的回答,	图表50显示了服务业和制造业的企业关注的因素。服务业和制造业都最

关注内循环。制造业也关注中国与西方国家之间的关系以及中国自主研发创新能力。

  制造业           服务业

  外资企业           民营企业

图表50：对样本企业2021-2025年在华经营最为重要的因素

图表51：对样本企业2021-2025年在华经营最为重要的因素

注：服务业中有一份答卷对此问题的回答是“其他”。

注：民营企业中有两份答卷对此问题的回答是“其他”。

中国国内消费的发展前景 
 (即“内循环”)

中国进一步对外开放的前景  
(即“外循环”)

中国对债务等金融风险的管理

中国与西方国家 (特别是美国)  
之间关系的演变

中国对自主研发创新能力的建设

中国对独立的供应链网络的建设

中国对5G网络和工业互联网等 
“新基建”的推动

国家和行业政策

中国国内消费的发展前景 
 (即“内循环”)

中国进一步对外开放的前景  
(即“外循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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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和行业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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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过去五年在华经营面对的国内和国际环境

基于对问题27“回顾过去5年（2016-2020年），您如何描述贵公司在华经营所面对的国内环

境?”的回答,	图表52显示了不同所有制类型企业给出的评价。70.8%的国有企业、64.2%	的民营

企业以及60.5%	的外资企业认为国内经营环境改善。其中23.8%的民营企业和24.5%	的国有企业

认为国内经营环境有较大程度的改善，而只有18.7%的外资企业这样认为。但也有3.3%的民营企

业认为国内经营环境有较大程度的恶化，而只有1.8%的国有企业和1.4%	的外资企业这样认为。

图表52：过去5年 (2016-2020) 样本企业在华经营所面对的国内环境

图表53：过去5年 (2016-2020) 样本企业在华经营所面对的国际环境

有较大程度的改善

有中等程度的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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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什么变化

有较小程度的恶化

有中等程度的恶化

有较大程度的恶化

其他

有较大程度的改善

有中等程度的改善

有较小程度的改善

没有什么变化

有较小程度的恶化

有中等程度的恶化

有较大程度的恶化

公司无国际业务/ 
不受国际环境影响

其他

  外资企业           民营企业           国有企业

  外资企业           民营企业           国有企业

基于对问题28“回顾过去5年（2016-2020年），您如何描述贵公司在华经营所面对的国际环

境?”的回答，图表53显示了不同所有制类型企业给出的评价。29.9%的民营企业、28.2%的国有

企业以及23.1%外资企业表示没有什么变化。29.2%的外资企业、22.9%的民营企业以及24.6%的

国有企业认为国际环境有所改善；47.0%的外资企业、44.5%的民营企业以及41.8%的国有企业认

为国际环境恶化。民营企业的反馈较为极端，只有5.4%认为有较大程度改善，而有8.5%认为有

较大程度恶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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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今年和未来五年对在华成功经营的信心

基于对问题25“您对贵公司今年（2021年）和未来五年（2021-2025年）在中国的成功经营有多

大信心？”的回答，图表54分别显示了国有企业、民营企业和外资企业对今年和未来五年的信心

指数（10表示最高程度的信心）。样本企业总体对长期在华经营有更高的信心。对比2020年调查

中的平均信心指数（全部样本的平均信心指数对2020年为7.15，对2020-2025年为7.87）,	这些

企业整体上都对未来更有信心。但对于不同所有制类型的企业，我们发现从短期到长期，民营企

业的信心增强，而外资企业的信心降低。再次对比外资企业2021年和2020年调查中（2020年为

6.78	，2020-2025年为7.66）的信心水平，我们发现整体上看，外资企业短期和长期的信心水平

都较之前有所提高。中国政府应继续优化外资企业的投资和经营环境，以及通过完善产业政策来

提振外资企业对中国经济的信心及其对中国营商环境的认可。

图表54：样本企业对在华成功经营的信心程度，2021 VS. 2021-2025
(0=最低程度的信心，10=最高程度的信心)

图表55：服务业样本企业对在华成功经营的信心程度，2021 VS. 2021-2025
(0=最低程度的信心，10=最高程度的信心)

  2021           2021-2025

  2021           2021-2025

国有企业

民营企业

外资企业

总样本

N=110

N=738

N=294

N=1188

按行业区分，我们发现制造业整体在短期和长期都更有信心。对于服务业，短期最有信心的

行业是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信心指数达到9.00，甚至高于制造业中最有信心的纺织服装业

（8.67）。两个产业中最没有信心的是教育业，信心指数只有6.87，远低于制造业中最没有信心

的造纸和印刷业（7.40）。

对于未来五年的信心指数，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仍然是最有信心的行业（9.20），制造业中最

有信息的是纺织服装业（9.00）。两个产业中最没有信心的是教育业（7.20），科学研究和技术

服务业与之相差无几（7.23)，造纸和印刷业仍然是制造业中信心最低的行业（7.60）。

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

电信和信息服务

餐饮、住宿和旅游

专业服务和商务服务

医疗卫生健康

批发和零售

建筑业和房地产业

服务业总样本

文化、娱乐和休闲

金融服务

汽车相关服务

物流、运输和仓储

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

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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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56：制造业样本企业对在华成功经营的信心程度，2021 VS. 2021-2025
(0=最低程度的信心，10=最高程度的信心)

  2021           2021-2025

纺织服装

土木工程和建筑

通讯和电子产品

橡胶和塑料

机械设备

环保和公用事业 (水电气供应)

农林牧渔矿

消费品

医药制品和医疗器械

汽车和运输设备

制造业总样本

金属和非金属制品

化工和能源产品

造纸和印刷

第六章

医疗健康相关的企业和个人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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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 业务和员工福利调整

6.1.A. 业务调整

基于对问题17“疫情期间，2020年贵公司的医疗产品（医药制品、医疗器械等）或医疗卫生服务

业务有何变化?”的回答,	我们发现大部分企业（66.2%）没有也无意开展医疗健康相关业务，甚

至有些企业缩减了现有医疗健康相关业务的规模（3.5%）。但另一方面，22.8%	的企业对医疗健

康相关业务表现出兴趣（包括原有医疗健康相关业务扩大了规模、新进入和计划进入医疗健康相

关业务的企业）。	图表58显示了不同所有制类型企业做出的调整。民营企业（70.5%）中没有医

疗健康相关业务也无意开展的比例更高，国有企业和外资企业对于扩大医疗健康相关业务更为积

极，有20.1%的外资企业和18.2%的国有企业扩大了原有医疗健康相关业务。

图表57：2020年企业医疗产品或医疗卫生服务业务的变化

图表58：2020年企业医疗产品或医疗卫生服务业务的变化（分所有制）

  制造业           服务业           总体样本

  外资企业           民营企业           国有企业

本公司没有医疗健康相关业务， 
也无意开展

原有的医疗健康相关业务扩大了规模

原有的医疗健康相关业务保持规模不变

原来没有医疗健康相关业务， 
目前新增了这方面的业务

原有的医疗健康相关业务缩减了规模

原来没有医疗健康相关业务， 
计划开展但尚未开展

其他

本公司没有医疗健康相关业务， 
也无意开展

原有的医疗健康相关业务扩大了规模

原有的医疗健康相关业务保持规模不变

原来没有医疗健康相关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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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有的医疗健康相关业务缩减了规模

原来没有医疗健康相关业务， 
计划开展但尚未开展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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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59：2020年企业医疗产品或医疗卫生服务业务的变化（服务业） 图表60：2020年企业医疗产品或医疗卫生服务业务的变化（制造业）

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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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流、运输和仓储

医疗卫生健康

从图表59和60中可以看出，拓展医疗健康相关业务最积极的毫无疑问是医疗卫生健康业

（44.9%）以及医药制品和医疗器械业（48.4%），但这两个行业同时也分别有15.4%和21.1%

的企业缩减了原有医疗健康相关业务的规模。金融服务业（22.9%）以及物流、运输和仓储业

（20.7%）也有较高比例的企业扩大了原有医疗健康相关业务的规模。制造业中，造纸和印刷业

（20.0%）、化工和能源产品业（18.0%）以及通讯和电子产品业（15.6%）的相关业务也有明

显扩张。餐饮、住宿和旅游业中新增医疗健康相关业务的企业比例最高（8.0%），随后是电信和

信息服务业（7.4%）。制造业中，有33.3%的橡胶和塑料业的企业新增了医疗健康相关业务，随

后是公用事业行业（14.3%）。

  原有的医疗健康相关业务缩减了规模

  原有的医疗健康相关业务保持规模不变     

  原有的医疗健康相关业务扩大了规模

  原来没有医疗健康相关业务，目前新增了这方面的业务

  原有的医疗健康相关业务缩减了规模

  原有的医疗健康相关业务保持规模不变     

  原有的医疗健康相关业务扩大了规模

  原来没有医疗健康相关业务，目前新增了这方面的业务

土木工程和建筑

橡胶和塑料

金属和非金属制品

造纸和印刷

化工和能源产品

环保和公用事业 (水电气供应)

农林牧渔矿

通讯和电子产品

机械设备

汽车和运输设备

消费品

医药制品和医疗器械



58 59

第六章：医疗健康相关的企业和个人调整	第六章：医疗健康相关的企业和个人调整	

图表59：2020年企业医疗产品或医疗卫生服务业务的变化（服务业） 图表60：2020年企业医疗产品或医疗卫生服务业务的变化（制造业）

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

专业服务和商务服务

建筑业和房地产业

文化、娱乐和休闲

餐饮、住宿和旅游

金融服务

教育

批发和零售

电信和信息服务

物流、运输和仓储

医疗卫生健康

从图表59和60中可以看出，拓展医疗健康相关业务最积极的毫无疑问是医疗卫生健康业

（44.9%）以及医药制品和医疗器械业（48.4%），但这两个行业同时也分别有15.4%和21.1%

的企业缩减了原有医疗健康相关业务的规模。金融服务业（22.9%）以及物流、运输和仓储业

（20.7%）也有较高比例的企业扩大了原有医疗健康相关业务的规模。制造业中，造纸和印刷业

（20.0%）、化工和能源产品业（18.0%）以及通讯和电子产品业（15.6%）的相关业务也有明

显扩张。餐饮、住宿和旅游业中新增医疗健康相关业务的企业比例最高（8.0%），随后是电信和

信息服务业（7.4%）。制造业中，有33.3%的橡胶和塑料业的企业新增了医疗健康相关业务，随

后是公用事业行业（14.3%）。

  原有的医疗健康相关业务缩减了规模

  原有的医疗健康相关业务保持规模不变     

  原有的医疗健康相关业务扩大了规模

  原来没有医疗健康相关业务，目前新增了这方面的业务

  原有的医疗健康相关业务缩减了规模

  原有的医疗健康相关业务保持规模不变     

  原有的医疗健康相关业务扩大了规模

  原来没有医疗健康相关业务，目前新增了这方面的业务

土木工程和建筑

橡胶和塑料

金属和非金属制品

造纸和印刷

化工和能源产品

环保和公用事业 (水电气供应)

农林牧渔矿

通讯和电子产品

机械设备

汽车和运输设备

消费品

医药制品和医疗器械



60 61

第六章：医疗健康相关的企业和个人调整	第六章：医疗健康相关的企业和个人调整	

6.1.B. 员工福利调整

基于对问题23“在员工健康保障方面，贵公司采取了哪些新措施?（可多选）”的回答，我们发

现几乎所有的企业都提供了抗疫物资（94.3%）,其次是开展了健康知识宣传（80.1%）以及改善

了工作环境（57%）。图表61显示了不同所有制类型的企业采取的新措施。国有企业更倾向于提

供实质保障（如提供抗疫物资、购买商业健康保险以及提供大病援助），而外资企业更倾向于提

供情绪健康支持（如改善工作环境和提供心理咨询辅导）。一些企业还采取了灵活办公、为员工

家属买保险等其他措施。

图表61：在员工健康保障方面，贵公司采取的新措施（多选题，分所有制）

发放了防疫物资

开展了健康知识宣传

改善了工作环境

购买了商业健康保险

提供了心理咨询辅导

提供了大病援助

6.2. 个人变化和调整

6.2.A. 压力水平变化

基于对问题33“和新冠疫情前相比，您在疫情下的工作压力变小了还是变大了？-5	=	压力最大下

降;	+5	=	压力最大上升”的回答,	我们发现全部样本的平均压力水平上升2.38，其中85%的调查对

象表示压力水平上升（压力水平上升3的最多，为28.1%）,	9.8%	的调查对象表示压力水平没有变

化。图表62	和63显示了不同管理经历和担任不同公司职位的调查对象的压力水平。我们发现管理

经历越长则压力水平越高，有20年或以上管理经历的压力水平上升2.45，少于5年管理经历的仅

上升1.83。人力资源高管（2.96）和研发高管（2.83）的压力水平上升最多，甚至高于公司决策

层正职。

图表62：和新冠疫情前相比，您在疫情下的工作压力变化
(-5 = 压力最大下降，+5 = 压力最大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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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不同经营特征的企业，我们发现民营企业平均压力水平上升最大（2.47），其次是国有企业

（2.26），最后是外资企业（2.09）。对于营收受影响程度不同的企业，压力水平不一定随着营

收下降幅度的增大而上升。	

图表64：和新冠疫情前相比，您在疫情下的工作压力变化
(分所有制，-5 = 压力最大下降，+5 = 压力最大上升)

图表65：和新冠疫情前相比，您在疫情下的工作压力变化
(分在华业务营收变化情况，-5 = 压力最大下降，+5 = 压力最大上升)

图表66：和新冠疫情前相比，您在疫情下的工作压力变化
(分海外业务营收变化情况，-5 = 压力最大下降，+5 = 压力最大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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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63：和新冠疫情前相比，您在疫情下的工作压力变化
(分职位，-5 = 压力最大下降，+5 = 压力最大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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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67：和新冠疫情前相比，您在疫情下的工作压力变化
(服务业，-5 = 压力最大下降，+5 = 压力最大上升)

图表68：和新冠疫情前相比，您在疫情下的工作压力变化
(制造业，-5 = 压力最大下降，+5 = 压力最大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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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B. 个人医疗健康消费调整

基于对问题34“新冠疫情下，您在医疗健康消费方面做了哪些改变?（可多选）”的回答，我们

发现增加运动健身方面投入的高管比例最高（57.5%），其次是采取了预防性措施（41.7%），

27.5%的高管表示基本没有改变医疗健康消费模式，而这些医疗健康消费没有变化的高管，其压

力水平变化也是最小的（2.19）。

图表69：新冠疫情下，您在医疗健康消费方面的改变
(多选题，对应压力水平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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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此次2021年4月1日-14日对公司高管（95%是中欧校友和在校学生）的线上调查，共收回的

1,188份有效反馈，我们分析了企业为应对新冠疫情对中国和中国境外业务造成的影响而做出的

调整。

本次调研结果仍显示，疫情对服务业比制造业造成的影响更为严重：17.5%的服务业企业在华业

务营收下降25%以上，而相应的制造业数据仅为7.5%。服务业中，餐饮、住宿和旅游业企业收入

下降25%或以上的最多，其次是教育业以及物流、运输和仓储业。制造业中，收入下降的企业占

比最高的三个行业是农业、医药制品以及消费品行业。另一方面，17.6%的服务业和15.1%的制

造业企业收入上升25%或以上，在环境不确定的情况下会经常出现这样明显的业绩差异。物流、

交通和仓储业、电信和信息服务业以及文化、娱乐和休闲业是服务业中收入提升25%或以上的企

业占比最高的三个行业，而制造业中占比最高是医药制品和医疗器械业、通讯和电子设备业以及

汽车和运输设备业。

对于在华业务收入，大多数企业认为受影响最大的是2020年第一季度，不论对于制造业还是服务

业以及不同所有制类型的企业都是如此。所有行业和所有制类型中业务没有下降的企业占比也类

似。对于中国境外业务收入，服务业和制造业都认为受影响最大的是2020年第二季度。外资企业

在2020年第三季度仍然受影响严重，只有很少一部分外资企业收入没有下降（为4.1%，而民营

企业和国有企业的这一数据分别是7.7%和8.2%）。对于不是只在中国经营的企业（671家），中

国以外收入下降最大的地区是美国和欧盟。服务业中，美国收入下降最大的企业比例（29.9%）

比欧盟收入下降最大的企业比例（24.6%）高。餐饮、住宿和旅游业在这两个地区收入下降最大

的企业占比都是最高的。对于制造业，欧盟收入下降最多的企业比例略多于美国。

在恢复速度方面，各所有制类型的企业大多数都在2020年第三季度恢复了80%或以上的业务。民

营企业（8.0%）和外资企业（7.1%）比国有企业（6.4%）中业务尚未恢复到80%或以上的比例

略高。服务业（9.6%）相较于制造业（6.6%）有更大比例的企业业务尚未恢复到80%或以上。

服务业中，教育业以及餐饮、住宿和旅游业企业更为艰难。制造业中，农业和消费品业恢复速

度滞后。很可能是由于服务业在疫情期间较大的业绩差异导致了恢复情况的差异。服务业经营活

动的恢复主要取决于业务模式。线上业务占主导的行业受疫情影响较小，如金融和信息服务。其

次，虽然疫情在中国很快得到控制，经济也快速反弹，但企业经营活动仍需要一定时间才能恢复

正常。

恢复速度很大程度上也取决于供应链受影响程度以及业务模式是否能在疫情管控期间灵活延伸到

线上。大部分企业的国内供应链几乎没有受到影响或仅受到温和负面影响，有7.1%的民营企业、

4.1%的外资企业以及1.8%的国有企业受到严重负面影响。平均有60.0%的制造业企业国内供应链

受到负面影响，土木工程和建筑业受负面影响的企业比例最高。对于境外供应链，只有14.9%的

企业没有受到影响，10%的企业受到20%或以上的严重负面影响。外资企业相对受影响最严重。

平均有64.1%的制造业企业境外供应链受到负面影响，通讯和电子产品业以及汽车和运输设备业

中受影响的企业比例最高。

疫情爆发之前，各所有制类型的企业大部分线上业务不到40%。民营企业中2019年线上业务占

80%或以上的比例更高（11.9%），而疫情后这一比例仅略有提高（12.5%）。我们发现线上业

务占4%或以下的企业比例下降，民营企业从63.3%降至53.0%，外资企业从66.3%降至57.8%，

国有企业从56.4%降至43.6%。国有企业中线上业务占5%到19%的比例从21.8%显著增长到

31.8%。

所有行业都向线上转移。2019年，有55.3%的服务业企业线上业务占比在4%或以下，2021年这

一数字降至42.5%。制造业中，76.6%的企业在2019年只有4%或以下的线上业务，这一数字在

2021年降至68.8%。服务业中，从线下到线上转变最明显的是教育业（64.5%的企业在2019年

只有4%或以下的线上业务，而在2021年是41.9%），其次是文化、娱乐和休闲业（从46.4%到

28.6%）以及建筑业和房地产业（从82.9%到67.1%）。制造业中，从线下到线上转变最明显的是

消费品业（从51.4%到33.3%），其次是农业（91.3%到78.3%）。

突如其来的疫情对劳动力市场产生了巨大影响，我们继续跟踪了企业为应对疫情在员工规模和薪

酬方面的变化。与2020年四月调查得出的2020年大幅裁员不同，今年各所有制的企业都只有不

到10%在员工规模上大幅减少，大部分企业基本不裁员。57.3%的国有企业选择保持员工规模稳

定，使其裁员和增员幅度低于民营企业和外资企业，相较之下41.7%的民营企业进行了增员。制

造业和服务业都有41%左右的企业员工数量基本不变。制造业的招聘积极性（有39.3%增加了员

工规模）略高于服务业（38.1%），原因可能是这些企业仍然期待疫情后经济的积极增长或找到

了新的增长来源。大部分企业薪酬水平不变，56.4%的国有企业薪酬变动在2%以内，38.1%的外

资企业全员薪酬增长2%到9%，9.5%的民营企业甚至全员薪酬增长10%或更高。

对中国政府自疫情以来对企业支持力度的评分显示，全部样本平均打分为5.5分（最高为10分），

略低于2020年调查中政府对行业的支持力度评分。国有企业和外资企业评分都是6.1分，而民营

企业只有5.2分。制造业评分高于平均，为5.9分，而服务业为5.3分。按照企业规模区分，企业规

模越大对政策支持力度的评分越高，10，000人或以上的企业评分达到6.7分，而低于10人的微型

企业评分只有4.3分。

服务业对2021年在中国经营最为关注的因素是影响本公司业务的中国政府政策。中国与其他西方

国家之间的紧张关系以及中国境外的新冠疫情能否得到有效控制也是服务业最为关注的因素。制

造业最为关注的三个因素也是这些，但制造业企业更关心中国与其他西方国家的紧张关系，说明

制造业更受外部环境的影响，而服务业更关注内部业务相关政策。民营企业最关注影响本公司业

务的中国政府政策。外资企业最关注的三个因素都与外部环境相关，如出入境中国的旅游限制是

否有所放松。

对于在中国未来五年的经营（2021-2025），服务业和制造业都最关注内循环。中国与西方国家

的关系是另一个最为关注的因素。制造业也关注中国自主研发创新能力，而服务业考虑更多的是

中国外循环前景。这些因素也是民营企业和外资企业考虑最多的因素，69.2%的民营企业关心中

国内循环（外资企业是65%），67.7%的外资企业认为中国与西方国家的关系是影响未来在中国

业务的重要因素。

回顾过去五年的国内外营商环境，70.8%的国有企业、64.2%的民营企业和60.5%的外资企业认

为国内营商环境改善。其中，23.8%的民营企业和24.5%的国有企业认为国内营商环境有明显改

善，而只有18.7%的外资企业这样认为。但3.3%的民营企业表示国内营商环境明显恶化了，而只

有1.8%的国有企业和1.4%的外资企业这样认为。对于在中国经营的国际环境，29.9%的民营企

业、28.2%的国有企业和23.1%的外资企业认为没有变化。29.2%的外资企业、22.9%的民营企业

以及24.6%的国有企业国际环境改善了；47.0%的外资企业、44.5%的民营企业和41.8%的国有企

业认为国际环境恶化了。民营企业的极端反馈更多，只有5.4%感到显著提高，而8.5%认为明显

恶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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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此次2021年4月1日-14日对公司高管（95%是中欧校友和在校学生）的线上调查，共收回的

1,188份有效反馈，我们分析了企业为应对新冠疫情对中国和中国境外业务造成的影响而做出的

调整。

本次调研结果仍显示，疫情对服务业比制造业造成的影响更为严重：17.5%的服务业企业在华业

务营收下降25%以上，而相应的制造业数据仅为7.5%。服务业中，餐饮、住宿和旅游业企业收入

下降25%或以上的最多，其次是教育业以及物流、运输和仓储业。制造业中，收入下降的企业占

比最高的三个行业是农业、医药制品以及消费品行业。另一方面，17.6%的服务业和15.1%的制

造业企业收入上升25%或以上，在环境不确定的情况下会经常出现这样明显的业绩差异。物流、

交通和仓储业、电信和信息服务业以及文化、娱乐和休闲业是服务业中收入提升25%或以上的企

业占比最高的三个行业，而制造业中占比最高是医药制品和医疗器械业、通讯和电子设备业以及

汽车和运输设备业。

对于在华业务收入，大多数企业认为受影响最大的是2020年第一季度，不论对于制造业还是服务

业以及不同所有制类型的企业都是如此。所有行业和所有制类型中业务没有下降的企业占比也类

似。对于中国境外业务收入，服务业和制造业都认为受影响最大的是2020年第二季度。外资企业

在2020年第三季度仍然受影响严重，只有很少一部分外资企业收入没有下降（为4.1%，而民营

企业和国有企业的这一数据分别是7.7%和8.2%）。对于不是只在中国经营的企业（671家），中

国以外收入下降最大的地区是美国和欧盟。服务业中，美国收入下降最大的企业比例（29.9%）

比欧盟收入下降最大的企业比例（24.6%）高。餐饮、住宿和旅游业在这两个地区收入下降最大

的企业占比都是最高的。对于制造业，欧盟收入下降最多的企业比例略多于美国。

在恢复速度方面，各所有制类型的企业大多数都在2020年第三季度恢复了80%或以上的业务。民

营企业（8.0%）和外资企业（7.1%）比国有企业（6.4%）中业务尚未恢复到80%或以上的比例

略高。服务业（9.6%）相较于制造业（6.6%）有更大比例的企业业务尚未恢复到80%或以上。

服务业中，教育业以及餐饮、住宿和旅游业企业更为艰难。制造业中，农业和消费品业恢复速

度滞后。很可能是由于服务业在疫情期间较大的业绩差异导致了恢复情况的差异。服务业经营活

动的恢复主要取决于业务模式。线上业务占主导的行业受疫情影响较小，如金融和信息服务。其

次，虽然疫情在中国很快得到控制，经济也快速反弹，但企业经营活动仍需要一定时间才能恢复

正常。

恢复速度很大程度上也取决于供应链受影响程度以及业务模式是否能在疫情管控期间灵活延伸到

线上。大部分企业的国内供应链几乎没有受到影响或仅受到温和负面影响，有7.1%的民营企业、

4.1%的外资企业以及1.8%的国有企业受到严重负面影响。平均有60.0%的制造业企业国内供应链

受到负面影响，土木工程和建筑业受负面影响的企业比例最高。对于境外供应链，只有14.9%的

企业没有受到影响，10%的企业受到20%或以上的严重负面影响。外资企业相对受影响最严重。

平均有64.1%的制造业企业境外供应链受到负面影响，通讯和电子产品业以及汽车和运输设备业

中受影响的企业比例最高。

疫情爆发之前，各所有制类型的企业大部分线上业务不到40%。民营企业中2019年线上业务占

80%或以上的比例更高（11.9%），而疫情后这一比例仅略有提高（12.5%）。我们发现线上业

务占4%或以下的企业比例下降，民营企业从63.3%降至53.0%，外资企业从66.3%降至57.8%，

国有企业从56.4%降至43.6%。国有企业中线上业务占5%到19%的比例从21.8%显著增长到

31.8%。

所有行业都向线上转移。2019年，有55.3%的服务业企业线上业务占比在4%或以下，2021年这

一数字降至42.5%。制造业中，76.6%的企业在2019年只有4%或以下的线上业务，这一数字在

2021年降至68.8%。服务业中，从线下到线上转变最明显的是教育业（64.5%的企业在2019年

只有4%或以下的线上业务，而在2021年是41.9%），其次是文化、娱乐和休闲业（从46.4%到

28.6%）以及建筑业和房地产业（从82.9%到67.1%）。制造业中，从线下到线上转变最明显的是

消费品业（从51.4%到33.3%），其次是农业（91.3%到78.3%）。

突如其来的疫情对劳动力市场产生了巨大影响，我们继续跟踪了企业为应对疫情在员工规模和薪

酬方面的变化。与2020年四月调查得出的2020年大幅裁员不同，今年各所有制的企业都只有不

到10%在员工规模上大幅减少，大部分企业基本不裁员。57.3%的国有企业选择保持员工规模稳

定，使其裁员和增员幅度低于民营企业和外资企业，相较之下41.7%的民营企业进行了增员。制

造业和服务业都有41%左右的企业员工数量基本不变。制造业的招聘积极性（有39.3%增加了员

工规模）略高于服务业（38.1%），原因可能是这些企业仍然期待疫情后经济的积极增长或找到

了新的增长来源。大部分企业薪酬水平不变，56.4%的国有企业薪酬变动在2%以内，38.1%的外

资企业全员薪酬增长2%到9%，9.5%的民营企业甚至全员薪酬增长10%或更高。

对中国政府自疫情以来对企业支持力度的评分显示，全部样本平均打分为5.5分（最高为10分），

略低于2020年调查中政府对行业的支持力度评分。国有企业和外资企业评分都是6.1分，而民营

企业只有5.2分。制造业评分高于平均，为5.9分，而服务业为5.3分。按照企业规模区分，企业规

模越大对政策支持力度的评分越高，10，000人或以上的企业评分达到6.7分，而低于10人的微型

企业评分只有4.3分。

服务业对2021年在中国经营最为关注的因素是影响本公司业务的中国政府政策。中国与其他西方

国家之间的紧张关系以及中国境外的新冠疫情能否得到有效控制也是服务业最为关注的因素。制

造业最为关注的三个因素也是这些，但制造业企业更关心中国与其他西方国家的紧张关系，说明

制造业更受外部环境的影响，而服务业更关注内部业务相关政策。民营企业最关注影响本公司业

务的中国政府政策。外资企业最关注的三个因素都与外部环境相关，如出入境中国的旅游限制是

否有所放松。

对于在中国未来五年的经营（2021-2025），服务业和制造业都最关注内循环。中国与西方国家

的关系是另一个最为关注的因素。制造业也关注中国自主研发创新能力，而服务业考虑更多的是

中国外循环前景。这些因素也是民营企业和外资企业考虑最多的因素，69.2%的民营企业关心中

国内循环（外资企业是65%），67.7%的外资企业认为中国与西方国家的关系是影响未来在中国

业务的重要因素。

回顾过去五年的国内外营商环境，70.8%的国有企业、64.2%的民营企业和60.5%的外资企业认

为国内营商环境改善。其中，23.8%的民营企业和24.5%的国有企业认为国内营商环境有明显改

善，而只有18.7%的外资企业这样认为。但3.3%的民营企业表示国内营商环境明显恶化了，而只

有1.8%的国有企业和1.4%的外资企业这样认为。对于在中国经营的国际环境，29.9%的民营企

业、28.2%的国有企业和23.1%的外资企业认为没有变化。29.2%的外资企业、22.9%的民营企业

以及24.6%的国有企业国际环境改善了；47.0%的外资企业、44.5%的民营企业和41.8%的国有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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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结论	

我们分析了2021年和未来五年（2021-2025）在中国成功经验的信心指数，该指数范围从0到

10，10表示最高程度的信心。与2020年的调查相比，企业对未来的平均信心指数更高。值得注意

的是，外资企业比中国企业信心指数低，且他们未来五年的信心指数低于2021年。中国企业中，

国有企业比民营企业更有信心。民营企业从短期（7.86）到长期（8.00）信心提升。中国政府应

持续优化民营企业和外资企业的投资和营商环境，继续改善产业政策以提升外资企业对中国经济

的信心以及他们对中国营商环境的认可。

我们也分析了服务业和制造业企业的信心指数。我们发现服务业整体对2021年在中国成功经营的

信心指数为7.77，低于制造业的8.07（都高于2020年四月调查中的信心水平）。对于服务业，最

有信心的是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信心指数是9.00，甚至高于制造业中最有信心的橡胶和塑料

制品业（8.67）。两个产业中信心最低的是教育业，只有6.87，比制造业中信心最低的造纸和印

刷业（7.40）还要低得多。

不管是服务业还是制造业，企业在中期都比短期更有信心。服务业未来五年的平均信心指数是

7.83，高于2021年。制造业未来五年的信心指数是8.09，高于其2021年的指数以及服务业的长期

信心指数。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仍然是最有信心的行业（9.20），制造业中最有信心的行业是

纺织服装业。两个产业中最没有信心的是教育业（7.20），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与之相差不大

（7.23）。造纸和印刷业仍然是制造业中最没有信心的行业（7.60）。我们期望中国经济能够持

续增长，商业活动能够恢复常态。从中长期来看，中国将持续作为全球经济最活跃的地区，本次

调研结果也显示了企业的信心。

由于新冠疫情对医疗健康行业以及个人健康消费有特殊的影响，我们专门用一章讨论了健康相关

的业务调整。大多数企业没有相关业务也无意开展（66.2%），有些企业甚至缩减原有健康相关

业务规模（3.5%）。但另一方面，22.8%的企业对健康相关业务感兴趣（包括扩大了原有业务、

新进入或计划开展）。对扩大健康相关业务最为积极的是医疗卫生健康行业（44.9%）以及医药

制品和医疗器械行业（48.4%）。这两个行业也表现出最大的差异，分别有15.4%和21.1%的企

业缩减了原有业务规模。民营企业中原本没有健康相关业务也无意开展的比例较高（70.5%），

国有企业和外资企业对于拓展健康相关业务更为积极，有20.1%的外资企业和18.2%的国有企业

扩大了原有相关业务。

突如其来的疫情和隔离措施也对人们的生活带来了巨大而突然的影响，全部样本的平均压力水平

增加2.38，85%的高管都表示压力水平提高（28.1%的人压力水平提高了3），9.8%的人表示压

力水平没有变化。我们发现压力水平随着管理经验的增加而提高，有20年或以上管理经验的人压

力水平提高2.45，而管理经验不足5年的压力水平提高1.83。人力资源高管（2.96）和研发高管

（2.26）压力提高最大，甚至高于决策层正职。民营企业总体压力水平提高最多（2.47），其次

是国有企业（2.26）和外资企业（2.09）。我们发现压力水平未必随收入降低程度增大而增加。

几乎所有企业都发放了物资防疫（94.3%）、开展了健康知识宣传（80.1%）以及改善了工作环

境（57.0%）。国有企业更倾向于提供实际保障（如发放防疫物资、购买商业保险以及提供大病

援助），而外资企业更倾向于提供身心健康支持（如改善工作环境和提供心理咨询）。一些企业

也归功了灵活办公、为假设购买保险等其他措施。对于个人健康相关消费，大部分高管都选择增

加运动健身方面的投入（57.5%）以及预防性措施（41.7%），而健康消费几乎没有变化的高管

（27.5%），其压力增加水平也是最低的（2.19）。	

附录

调查问卷

2021中欧调查问卷：新冠肺炎疫情对在华商业运营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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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调查问卷附录：调查问卷

Q0 您是否参与了去年四月的关于新冠疫情对在华企业影响的调查？

参与了		

没有参与		

不记得了	

Q1 贵公司属于哪个类型？

国有全资		

民营全资	

混合所有制，国有为主（没有外资）		

混合所有制，民营为主（没有外资）	

外资全资		

中外合资，外资为主		

中外合资，中资为主		

其他类型（请注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Q2 贵公司是否是上市公司？

是		

不是		

Q2.a 贵公司的股票代码是：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Q2.b 贵公司在哪里上市：

中国上海		

中国深圳		

中国香港			

新加坡		

日本		

澳大利亚		

美国		

英国		

德国		

其他（请注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Q3 贵公司最大的外资方来自何处？

中国香港		

中国台湾		

亚太	（请填写具体国家/地区）：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非洲	（请填写具体国家/地区）：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欧洲	（请填写具体国家/地区）：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美国		

美洲（美国除外）（请填写具体国家/地区）：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其他（请注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Q4 贵公司的主营业务属于哪个行业？

服务业		

制造业		

既有服务业，又有制造业		

Q5a 在服务业中，贵公司的主营业务属于：

医疗卫生健康		

物流、运输和仓储		

电信和信息服务		

批发和零售		

教育		

金融服务		

餐饮、住宿和旅游		

文化、娱乐和休闲		

建筑业和房地产业		

专业服务和商务服务		

其他服务（请注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Q5b 在制造业中，贵公司的主营业务属于：

消费品		

医药制品和医疗器械		

汽车和运输设备		

机械设备		

通讯和电子产品		

农林牧渔矿		

公用事业（水电气供应）	

化工和能源产品		

造纸和印刷		

金属和非金属制品		

其他制造（请注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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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调查问卷附录：调查问卷

Q6 与同业公司相比，贵公司的主要产品/服务属于：

业内高端		

业内中端		

业内低端		

高、中端兼有		

中、低端兼有		

高、低端兼有		

高、中、低端兼有		

其他	（请注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Q7 贵公司在中国的主要客户是?

个人客户（B2C）		

企业/组织客户	(B2B)		

既有个人客户（B2C）,	又有企业/组织客户（B2B）

业务在海外，无中国客户		

其他	（请注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Q8 中国业务对贵公司2020年的营收贡献是：

100%	(公司只在中国经营)		

75%	到	99%		

50%	到	74%		

25%	到	49%		

0%	到	24%		

其他	（请注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Q9 与2019年相比，2020年贵公司中国地区的营业收入：

巨幅下降（50%或以上）		

大幅下降（25%到49%）		

中幅下降（10%到24%）		

小幅下降（2%到9%）		

基本相同（上下2%以内）		

小幅上升（2%到9%）		

中幅上升（10%到24%）		

大幅上升（25%或以上）		

其他	（请注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Q10 与2019年相比，2020年贵公司中国之外的营业收入：

巨幅下降（50%或以上）		

大幅下降（25%到49%）		

中幅下降（10%到24%）		

小幅下降（2%到9%）		

基本相同（上下2%以内）		

小幅上升（2%到9%）		

中幅上升（10%到24%）		

大幅上升（25%或以上）		

其他（请注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Q11 与2019年相比，2020年贵公司的营收在哪个地区下降的最多（可多选）：

美国		

欧盟		

中国大陆		

中国香港		

中国台湾		

东盟（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菲律宾、泰国、新加坡、文莱、柬埔寨、老挝、缅甸、越南）		

日本和韩国		

印度		

澳大利亚		

俄罗斯、中东欧		

以上都不是		

Q12 回顾疫情爆发前的2019年，线上业务在贵公司中国业务中的占比为：

0%	-	4%		

5%	-	19%		

20%	-	49%		

50%	-	79%		

80%	或以上		

Q13 2021年的今天，线上业务在贵公司中国业务中的占比为：

0%	-	4%		

5%	-	19%		

20%	-	49%		

50%	-	79%		

80%	或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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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幅下降（25%到49%）		

中幅下降（10%到24%）		

小幅下降（2%到9%）		

基本相同（上下2%以内）		

小幅上升（2%到9%）		

中幅上升（10%到24%）		

大幅上升（25%或以上）		

其他（请注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Q11 与2019年相比，2020年贵公司的营收在哪个地区下降的最多（可多选）：

美国		

欧盟		

中国大陆		

中国香港		

中国台湾		

东盟（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菲律宾、泰国、新加坡、文莱、柬埔寨、老挝、缅甸、越南）		

日本和韩国		

印度		

澳大利亚		

俄罗斯、中东欧		

以上都不是		

Q12 回顾疫情爆发前的2019年，线上业务在贵公司中国业务中的占比为：

0%	-	4%		

5%	-	19%		

20%	-	49%		

50%	-	79%		

80%	或以上		

Q13 2021年的今天，线上业务在贵公司中国业务中的占比为：

0%	-	4%		

5%	-	19%		

20%	-	49%		

50%	-	79%		

80%	或以上		



76 77

附录：调查问卷附录：调查问卷

Q14 贵公司中国地区的营业收入在以下哪个季度下降最多？（可多选）

去年（2020年）一季度		

去年（2020年）二季度		

去年（2020年）三季度		

去年（2020年）四季度		

2021年一季度		

其他（请注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Q15 贵公司中国以外的营业收入在以下哪个季度下降最多？ （可多选）

去年（2020年）一季度		

去年（2020年）二季度		

去年（2020年）三季度		

去年（2020年）四季度		

2021年一季度

其他（请注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Q16 贵公司的中国业务在以下哪个季度首次恢复到了80%或以上？

至今没有恢复到80%或以上		

2021年一季度		

去年（2020年）四季度		

去年（2020年）三季度		

去年（2020年）二季度		

去年（2020年）一季度		

其他（请注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Q17 疫情期间，2020年贵公司的医疗产品（医药制品、医疗器械等）或医疗卫生服务业务有何

变化？

本公司没有医疗健康相关业务，也无意开展		

原来没有医疗健康相关业务，计划开展但尚未开展		

原来没有医疗健康相关业务，目前新增了这方面的业务		

原有的医疗健康相关业务扩大了规模		

原有的医疗健康相关业务保持规模不变		

原有的医疗健康相关业务缩减了规模		

其他（请注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Q18 新冠疫情对贵公司所依托的中国境内供应链造成了怎样的影响？

严重负面（影响达20%或以上）	

较大负面（影响达10%	-	19%）		

温和负面（影响达2%	-	9%）		

基本没有影响（上下2%以内）		

正面影响到了本公司所依托的中国境内供应链		

本公司不依托中国境内供应链		

其他（请注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Q19 新冠疫情对贵公司所依托的中国境外供应链造成了怎样的影响？

严重负面（影响达20%或以上）	

较大负面（影响达10%	-	19%）	

温和负面（影响达2%	-	9%）		

基本没有影响（上下2%以内）		

正面影响到了本公司所依托的中国境外供应链		

本公司不依托中国境外供应链		

其他（请注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Q20 目前贵公司在中国大约雇佣了多少员工？

0-9		

10-49		

50-299		

300-999		

1,000-1,999		

2,000-4,999		

5,000-9,999		

10,000-49,999	

50,000或以上	

Q21 新冠疫情爆发以来，贵公司的员工数量发生了什么变化？

大幅裁员（10%或以上）		

小幅裁员（2%到9%）		

基本不裁员（上下在2%以内）	

小幅增员（2%到9%）		

大幅增员（10%或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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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调查问卷附录：调查问卷

Q14 贵公司中国地区的营业收入在以下哪个季度下降最多？（可多选）

去年（2020年）一季度		

去年（2020年）二季度		

去年（2020年）三季度		

去年（2020年）四季度		

2021年一季度		

其他（请注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Q15 贵公司中国以外的营业收入在以下哪个季度下降最多？ （可多选）

去年（2020年）一季度		

去年（2020年）二季度		

去年（2020年）三季度		

去年（2020年）四季度		

2021年一季度

其他（请注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Q16 贵公司的中国业务在以下哪个季度首次恢复到了80%或以上？

至今没有恢复到80%或以上		

2021年一季度		

去年（2020年）四季度		

去年（2020年）三季度		

去年（2020年）二季度		

去年（2020年）一季度		

其他（请注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Q17 疫情期间，2020年贵公司的医疗产品（医药制品、医疗器械等）或医疗卫生服务业务有何

变化？

本公司没有医疗健康相关业务，也无意开展		

原来没有医疗健康相关业务，计划开展但尚未开展		

原来没有医疗健康相关业务，目前新增了这方面的业务		

原有的医疗健康相关业务扩大了规模		

原有的医疗健康相关业务保持规模不变		

原有的医疗健康相关业务缩减了规模		

其他（请注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Q18 新冠疫情对贵公司所依托的中国境内供应链造成了怎样的影响？

严重负面（影响达20%或以上）	

较大负面（影响达10%	-	19%）		

温和负面（影响达2%	-	9%）		

基本没有影响（上下2%以内）		

正面影响到了本公司所依托的中国境内供应链		

本公司不依托中国境内供应链		

其他（请注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Q19 新冠疫情对贵公司所依托的中国境外供应链造成了怎样的影响？

严重负面（影响达20%或以上）	

较大负面（影响达10%	-	19%）	

温和负面（影响达2%	-	9%）		

基本没有影响（上下2%以内）		

正面影响到了本公司所依托的中国境外供应链		

本公司不依托中国境外供应链		

其他（请注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Q20 目前贵公司在中国大约雇佣了多少员工？

0-9		

10-49		

50-299		

300-999		

1,000-1,999		

2,000-4,999		

5,000-9,999		

10,000-49,999	

50,000或以上	

Q21 新冠疫情爆发以来，贵公司的员工数量发生了什么变化？

大幅裁员（10%或以上）		

小幅裁员（2%到9%）		

基本不裁员（上下在2%以内）	

小幅增员（2%到9%）		

大幅增员（10%或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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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22 新冠疫情爆发以来，贵公司的员工薪酬发生了什么变化？

全员大幅降薪（10%或以上）		

仅高管大幅降薪（10%或以上）		

全员小幅降薪（2%到9%）		

仅高管小幅降薪（2%到9%）		

薪酬基本不变（上下2%以内）		

全员小幅升薪（2%到9%）		

全员大幅升薪（10%或以上）		

其他（请注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Q23 在员工健康保障方面，贵公司采取了哪些新措施？（可多选）

发放了防疫物资		

改善了工作环境		

开展了健康知识宣传		

提供了心理咨询辅导		

购买了商业健康保险		

提供了大病援助		

其他（请注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Q24 您如何评估疫情爆发以来贵公司所获中国政府政策支持的力度？（请移动游标或者点击标尺

上相应的位置）

0=最低程度的支持;	10=最高程度的支持

0			1			2			3			4			5			6			7			8			9			10

疫情爆发以来贵公司所获中国政府政策支持的力度（）

Q25 您对贵公司今年（2021）和未来五年（2021-2025年）在中国的成功经营有多大信心？（请

移动游标或者点击标尺上相应的位置）

0=最低程度的信心；10=最高程度的信心

0			1			2			3			4			5			6			7			8			9			10

对公司今年（2021年）在中国的成功运营的信心程度是（）

对公司未来五年（2021-2025年）在中国的成功运营的	

信心程度是（）

Q26 今年（2021）贵公司在中国经营方面最关注哪些因素？（可多选）

中国境内新冠疫苗接种的覆盖率		

中国境外的新冠疫情是否得到有效控制		

中国与美国及其他西方国家之间的紧张关系如何发展		

中国境内的旅行限制是否有所放松		

出入境中国的旅行限制是否有所放松		

本公司中国业务所依赖的供应链是否得到显著恢复		

影响本公司业务的中国政府政策是趋好还是趋差		

其他（请注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附录：调查问卷附录：调查问卷

Q27 回顾过去五年（2016-2020年），您如何描述贵公司在华经营所面对的国内环境？

有较大程度的改善		

有中等程度的改善		

有较小程度的改善		

没有什么变化		

有较小程度的恶化		

有中等程度的恶化		

有较大程度的恶化		

其他（请注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Q28 回顾过去五年（2016-2020年），您如何描述贵公司在华经营所面对的国际环境？

有较大程度的改善		

有中等程度的改善		

有较小程度的改善		

没有什么变化		

有较小程度的恶化		

有中等程度的恶化		

有较大程度的恶化		

其他（请注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Q29 展望未来五年（2021-2025年），以下哪个方面对贵公司在中国的经营最为重要？（可多选）

中国国内消费的发展前景（即“内循环”）		

中国进一步对外开放的前景（即“外循环”）		

中国对债务等金融风险的管理		

中国与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之间关系的演变		

中国对自主研发创新能力的建设		

中国对独立的供应链网络的建设		

中国对5G网络和工业互联网等“新基建”的推动		

其他（请注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Q30 您目前的职位是？（请选择与您职位最接近的选项）

公司决策层正职（首席执行官/总经理/大股东/主要合伙人/首席代表）		

公司决策层副职（副总裁/副总经理/总监/总经理助理）		

项目经理/商业开发经理/产品经理		

人力资源高管	

制造、运营、物流、工程高管		

市场营销高管/销售高管		

财务高管		

研发高管			

其他（请注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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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22 新冠疫情爆发以来，贵公司的员工薪酬发生了什么变化？

全员大幅降薪（10%或以上）		

仅高管大幅降薪（10%或以上）		

全员小幅降薪（2%到9%）		

仅高管小幅降薪（2%到9%）		

薪酬基本不变（上下2%以内）		

全员小幅升薪（2%到9%）		

全员大幅升薪（10%或以上）		

其他（请注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Q23 在员工健康保障方面，贵公司采取了哪些新措施？（可多选）

发放了防疫物资		

改善了工作环境		

开展了健康知识宣传		

提供了心理咨询辅导		

购买了商业健康保险		

提供了大病援助		

其他（请注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Q24 您如何评估疫情爆发以来贵公司所获中国政府政策支持的力度？（请移动游标或者点击标尺

上相应的位置）

0=最低程度的支持;	10=最高程度的支持

0			1			2			3			4			5			6			7			8			9			10

疫情爆发以来贵公司所获中国政府政策支持的力度（）

Q25 您对贵公司今年（2021）和未来五年（2021-2025年）在中国的成功经营有多大信心？（请

移动游标或者点击标尺上相应的位置）

0=最低程度的信心；10=最高程度的信心

0			1			2			3			4			5			6			7			8			9			10

对公司今年（2021年）在中国的成功运营的信心程度是（）

对公司未来五年（2021-2025年）在中国的成功运营的	

信心程度是（）

Q26 今年（2021）贵公司在中国经营方面最关注哪些因素？（可多选）

中国境内新冠疫苗接种的覆盖率		

中国境外的新冠疫情是否得到有效控制		

中国与美国及其他西方国家之间的紧张关系如何发展		

中国境内的旅行限制是否有所放松		

出入境中国的旅行限制是否有所放松		

本公司中国业务所依赖的供应链是否得到显著恢复		

影响本公司业务的中国政府政策是趋好还是趋差		

其他（请注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附录：调查问卷附录：调查问卷

Q27 回顾过去五年（2016-2020年），您如何描述贵公司在华经营所面对的国内环境？

有较大程度的改善		

有中等程度的改善		

有较小程度的改善		

没有什么变化		

有较小程度的恶化		

有中等程度的恶化		

有较大程度的恶化		

其他（请注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Q28 回顾过去五年（2016-2020年），您如何描述贵公司在华经营所面对的国际环境？

有较大程度的改善		

有中等程度的改善		

有较小程度的改善		

没有什么变化		

有较小程度的恶化		

有中等程度的恶化		

有较大程度的恶化		

其他（请注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Q29 展望未来五年（2021-2025年），以下哪个方面对贵公司在中国的经营最为重要？（可多选）

中国国内消费的发展前景（即“内循环”）		

中国进一步对外开放的前景（即“外循环”）		

中国对债务等金融风险的管理		

中国与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之间关系的演变		

中国对自主研发创新能力的建设		

中国对独立的供应链网络的建设		

中国对5G网络和工业互联网等“新基建”的推动		

其他（请注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Q30 您目前的职位是？（请选择与您职位最接近的选项）

公司决策层正职（首席执行官/总经理/大股东/主要合伙人/首席代表）		

公司决策层副职（副总裁/副总经理/总监/总经理助理）		

项目经理/商业开发经理/产品经理		

人力资源高管	

制造、运营、物流、工程高管		

市场营销高管/销售高管		

财务高管		

研发高管			

其他（请注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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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调查问卷

Q31 您的性别是：

女性		

男性		

我不愿意透露		

Q32 您有多少年的管理经历？

少于5年		

5年到9年		

10年到19年		

20年或以上		

Q33 和新冠疫情前相比，您在疫情下的工作压力变小了还是变大了？

	 -5	=	压力最大下降;	+5	=	压力最大上升

	 -5			-4			-3			-2			-1			0			1			2			3			4			5

疫情下您的工作压力变小或变大（）

Q34 新冠疫情下，您在医疗健康消费方面做了哪些改变？（可多选）

基本没做什么改变		

增加了保健品和健康食品方面的消费		

增加了运动健身方面的投入		

增加了商业健康险方面的投入		

加强了体检、早筛、疫苗接种等预防性措施		

其他（请注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Q35 您曾经或正在上中欧的哪个课程？

公开课程	(AMP/CEO/CFO/CHO/CMO等)	或公司特设课程			

EMBA		

FMBA		

GEMBA		

HEMBA		

MBA	

我尚未参加过中欧的课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