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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研背景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 COVID-19）于 2020年1月在新加坡出现首例确诊病例， 3 月 11 日被世界卫生组织
（WHO）正式宣布为“全球大流行”。1-4月，新加坡及临近的东南亚国家、欧洲、美国等地确诊病例持续攀升，
新冠肺炎疫情对新加坡及全球的经济发展、生活秩序产生了重大负面冲击。

截至2020年4月17日，客工宿舍的确诊病例占比64%，是
目前新加坡最大的传染集聚地。

2020年3月中旬以来，新加坡及东南亚国家确诊病例增速
大幅上升。截至2020年4月17日，新加坡确诊病例合计
5050例。



1月3日

对来自武汉的旅客
进行体温监测，并
对疑似病例开展医
学隔离观察

00：00时

3月4日

过去14天到过伊朗、意

大利北部和韩国的旅客，
不得入境或过境。其中，
新加坡公民、PR和长期
在准证持有者居家隔离
14天、工作准证持有者
及DP，返新前须得到人
力部的批准。

11：59 时

2月7日

新加坡卫生部宣布新
加坡国家疾病爆发应
对系统级别从黄色提
高至“橙色”。该系
统共分为绿、黄、橙、
红四级

下午

4月7日

关闭所有提供非必
要服务的工作场所，
员工在家办公；所
有学生将从4月8日
起居家学习

00：00
2月1日

过去14天到访过中国

大陆的游客不再批准
入境，对中国大陆停
发旅游签证；
多架次航空公司航班
开始停飞

23：59时

3月15日

禁止入境或过境的国家
增加了意大利、法国、
西班牙和德国；禁止邮
轮停靠；250人以上的
活动均将延期或取消，
施行1米间隔措施，鼓
励居家办公、错峰出行

23：59

从2020年1月至4月，新加坡不断升级疫情防控措施。从4月7日开始执行“断路器”措施，包括关闭非必要服务的
公共场所，居家办公，关闭学校，呼吁不要出行等。



按行业委员会统计

•航运委员会11户；
•基础设施委员会11户；
•文化教育委员会8户；
•金融委员会12户；
•能源委员会17户；
•通信科技委员会15户；
•国际贸易委员会9户；
•其他未在委员会企业17户。

Meet  Our 
Team

本次调研以网络问卷调查形式开展，旨在了解在新中资企业防疫措施、受疫情影响和疫情下经营情况等。从3
月20日至4月10日止，调研共收到有效问卷90份，覆盖了不同行业、不同所有制、不同规模（员工人数、营业
收入）的企业。

按驻新员工人数统计
•小于30人的企业44家；
• 30-100人的企业30家；
• 100-300人的企业4家；
• 300-1000人的企业6家；
• 1000-3000人的企业4 家；
• 3000人以上的企业2家。

按营业收入统计

• 1000万新元以下的企业30家；
• 1000-5000万新元的企业19家；
• 5000万-1亿新元的企业9家；
• 1-2亿新元的企业7家；
• 2亿新元以上的企业2家。

按所有制关系统计

•国有绝对控股公司或其
分支机构50户；
•国有相对控股公司或其
分支机构9户；
•民营企业26户；
•非盈利性机构2户；
•其他类企业或机构3户。



战“疫”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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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控疫情
在新中资企业战“疫”所采取的防疫措施

调研企业根据自身情况采取了多样性的防疫措施。但并非全部企业都制定了应急预案。部分企业原本办公
方式就比较灵活，疫情发生后，已先于政府施行远程办公方案，办公场所已不再有常驻工作人员，因此场
所消毒及检测的措施未普及至全部企业。一些企业反映，口罩、一次性手套、消毒液等物资的采购不畅也
限制了防疫措施的实施。



调研企业积极采取措施，稳定疫情期间的企业经营。一方面，向外寻求政府政策支持，包括争取政府“经
济稳定与支援配套”（占比33.33%），拟申请税收减免（占比22.22%）。另一方面，内部积极调整经营方
式，向线上经营转型占比最高（55.56%），其他措施包括与业主协商减少租用面积或租金，与商业合作
伙伴协商降低费用等。绝大部分调研企业在疫情下的困难时期千方百计努力保障员工的工作岗位和薪水，
实现企业与员工同舟共济。也有10户调研企业因经营压力较大考虑降薪或鼓励员工休无薪假；仅有4户企
业（其中与考虑降薪重合的2户企业）拟削减雇员规模，占比仅4%。
还有调研企业反馈，采取调整产品策略、调整业务区域、寻求集团支持等措施，适应疫情下的市场变化。

稳定经营
在新中资企业战“疫”所采取的经营措施

2月28日，新加坡财
政预算案通过将提供
40亿新币的“经济稳定
与支援配套”政策，支
持受疫情冲击最严重
的旅游、航空、零售、
商业产业租户和陆路
交通等重点行业。



夯实内功
面对疫情带来的经营“清淡期”，拟采取哪些措施提升长效竞争力

调研企业面对疫情，夯实内功，采取多种应对措施。其中，向内重新检视市场业务定位及经营策略（占比
67.78%），向外与合作伙伴保持深入沟通探讨复苏期的合作机会（64.44%）是大部分企业的选择。



疫情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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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因素
疫情对企业经营的影响

疫情之下，调研企业保持正常经营的市场需求大幅下降（占比46.67%），供应链面临风险成本大幅上升
（占比30%）。调研企业保持正常运行的业务推广活动受严重影响（占比58.89%），因员工居家隔离或远
程办公影响工作效率（占比31.11%）。

直接后果：

市场需求下降

供应链成本上升

现金流减少



收入影响
疫情对企业本年度营业收入影响

调研企业中，预测营业收入减少10%-50%的企业较为集中，只有14.44%的企业表示营业收入未受到明
显影响或可以实现增长。受影响70%以上的企业共有8户，其中4户为文化教育委员会下企业、1户航运
企业、1户建筑企业。
文化教育委员会（会员企业主要是酒店、餐饮、文化、教育行业）参加调研8户企业，其中4户企业预计
年收入将减少70%以上，1户减少50%-70%，1户减少30%-50%，是受影响最严重的领域。

全口径统计： 文化教育行业统计：



投资影响
疫情对企业投资计划的影响

疫情影响下，近一半的调研企业仍然持观望态度尚未修改本年度的投资计划，约1/4的调研企业保留原
投资计划，约14.44%的调研企业已有削减投资的打算。



形势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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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形势预测
新加坡的新冠肺炎疫情何时得到有效控制

调研企业总体上对新加坡疫情防控较有信心，69.89%的调研企业认为疫情在今年三季度前可以得到有效控
制。17.78%的企业认为疫情在今年第四季度得到有效控制。不过也要注意到，有7.78%的调研企业认为疫
情在2020年内无法得到有效控制，需做好长期应对准备。



疫情形势预测（续）
全球的新冠肺炎疫情何时得到有效控制

调研企业对全球疫情形势较为担忧，仅有24.44%的调研企业认为全球疫情在今年三季度前可以得到有效
控制。44.44%的调研企业认为全球疫情在今年第四季度可以得到有效控制。值得注意的是，有29.89%的
调研企业认为全球疫情在2020年内无法得到有效控制，需做好长期应对准备。



疫情形势预测（续）
全球的新冠肺炎疫情何时得到有效控制

调研企业对新加坡及全球疫情的预测对比来看，调研企业对新加坡的疫情防控更有信心。认为全球疫情在
今年三季度前得到控制的调研企业占比，较认为新加坡疫情在三季度前得到控制的调研企业占比减少45个
百分点。而认为全球疫情在2020年内无法得到控制的调研企业占比，较认为新加坡疫情在2020年内无法
得到控制的企业占比增加21个百分点。



疫情有效控制后，对企业经营恢复的有利因素

调研企业认为疫情后的经营恢复有利因素，主要是市场需求出现恢复性反弹（占比52.22%），以及政府刺
激经济政策带来的商机（占比45.56%）两个方面。



调研企业认为疫情后经营恢复的不利因素，外部因素主要集中在市场需求持续低迷（占比31.11%），原
材料供应不足、成本上升（占比26.67%），供应链产业链大幅重组（25.56%）等方面；内部因素，则集
中在对企业内部运营工作效率的担忧（占比27.78%）。除上述集中度较高的不利因素外，还有一些企业
提出的不利因素，包括劳工招募需要时间可能拉长，外籍专业技术人才返回岗位存在不确定性等。

疫情有效控制后，对企业经营恢复的不利因素



曾经作为感染群出现的地点仍然面临民众的心理难关，邮
轮、酒店、餐厅以及病例出现的相关公司均面临重建信心
的难题，即使疫情结束，部分行业的市场需求也需要更长
时间的恢复。

市场需求恢复

供应链稳定性
结合前述结果，调研企业普遍对新加坡疫情恢复较有信
心，但对全球的防疫形势较为担忧。新加坡经济的外向
型特点，决定了大部分企业的供应链已纳入了全球产业
分工体系中。即使新加坡的疫情较早得到有效控制，也
可能被其他地区的疫情发展、供应链恢复情况所影响，
受到拖累。

疫情有效控制后，对企业经营恢复的不利因素（续）



疫情得到有效控制后，恢复正常经营所需时间

大部分调研企业认为疫情得到有效控制后，本企业经营恢复用时较短，认为较快恢复（占比50%）和经
过3-6个月内恢复（占比36.67%）合计占到全部调研企业的86.67%。反映出大部分在新中资企业经营具
有韧性，竞争实力和抗风险能力较强。



各行业拆分统计结果与全行业口径基本一致，仅在国际贸易、能源和基础设施行业

出现预计一年以上经营才能逐渐恢复的企业，其中贸易行业有3户预测恢复较慢。

缓

国际贸易企业 3户

转型较难，无法在疫情中转变货物商品，供应链关系
维持艰难，恢复也需要更长时间。

能源企业 1户

受到行业链条传导影响，产油过剩，加之下游需求疲
软，使得能源行业的恢复受到一定影响。

基础设施企业 1户

虽然需求仍在，但工人招募等恢复工作可能受到影响，
需要更长时间恢复经营活力。

疫情得到有效控制后，恢复正常经营所需时间（续）

国际贸易

能源行业

基础设施

贸易行业对恢复正常经营所需时间的预测如右图。

行业总体预测与全行业口径相一致，但有33%的企业预计所恢复的时间较长。



疫情之后，中新经贸合作可能出现的新机遇

调研企业反馈，商务差旅将出现恢复性反弹（85.56%），双边贸易将出现反弹(75.56%)，“陆海新通道”项目
加速推进和公共卫生医疗合作加强。还有部分企业提出，疫情期间大部分企业的办公方式发生了转变，将对
企业信息化建设、远程办公技术带来新的机遇。



诉求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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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望中资企业（新加坡）协会给予会员企业的帮助和支持

在疫情下的特殊时期，调研企业自身转变经营，开源节流，同时也希望中企协能给予会员企业支持，包括
搭建会员间及与新方主要商会间的洽谈平台（占比71.11%）、协助会员与政府沟通税收优惠（68.89%）、
提供经济金融资讯和讲座（占比63.33%）等。



企业希望政府给予的政策支持

调研企业诉求最为迫切的是加大减税补
贴力度。疫情的持续蔓延，严重阻碍了
企业正常生产经营，导致了企业运营成
本大幅攀升，挤压了企业原本的盈利空
间。调研企业寄望于政府能够加大临时
性减税补贴的力度，比如对企业和个人
所得税、房产税进行临时性减免，对企
业因疫情产生的额外成本费用给予财政
补贴等。

在疫情带来的成本上升、盈利下降、现
金流紧张压力下，一些企业面临融资渠
道收紧、融资成本高企的困境。调研企
业希望金融机构能够继续给予融资支持，
适当降低融资成本，以帮助企业渡过当
前难关。

加大融资支持力度（10条建议）

加大减税补贴力度（11条建议）

在新中资企业重点服务中新两国经贸
投资往来，历来有对中国员工的用工
需求。因为疫情影响，政府对包括中
国在内的外籍员工入境申请收紧，导
致一些关键岗位、专业技术人员无法
取得工作准证申请，影响企业生产经
营效率。鉴于中国的疫情已经得到了
有效控制，调研企业希望新加坡政府
尽快解禁对中国籍员工的工作准证申
请，恢复提升新中两国的人员交流和
物资流通。

保障企业用工需求（7条建议）



调研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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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研总结

企业
影响

“战疫”
措施

政策
诉求

疫后恢
复预期

•税收及补贴支持
• 融资支持
• 用工政策支持

•对新加坡疫情控制和企业经营恢复
充满信心
• 对全球疫情控制和产业链复苏较
为担忧
• 新经济业态存在发展机遇

• 营业收入下降
• 市场需求下降
• 供应成本上升

• 防疫措施前瞻性
• 经营措施多样性



新机遇

中国今年3月初提出的 “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包括5G基建、
工业互联网、新能源汽车及充电桩、大数据中心、人工智能等
。在新中资企业更有机会利用联通境内外市场优势，积极投身
参与。

新基建

新加坡之前提出“智慧国家2025”，建设覆盖新加坡全岛的数据
收集、连接和分析基础设施平台，根据所获数据预测公民需求
，以提供更好的公共服务。疫情防控及跟踪都需要更强大的信
息网络和技术支持，这也可能加速原计划的推进。新加坡政府
今年2月提出的“转型及增长策略”，预示着在制药和医疗技术

、先进制造、数字化交易，推动企业采用数字技术开展经营活
动等领域存在新的机遇，蕴含大量商机。

智慧国家、转型及增长

疫情危机中的发展新机遇



众志成城，

齐心战“疫”

向在新中资企业参与疫情防控阻击战表示崇高的敬意！
感谢祖国、使馆在疫情下给中资企业带来的关爱和温暖，
也让危机中的中资企业更有信心共度难关，守得云开见月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