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FUNDAMENTALS今日基本面AA22 2020年4月7日 星期二

聚焦中小企业复工堵点聚焦中小企业复工堵点

本版主编 袁 元 责 编 杨 萌 制 作 李 波
E-mail:zmzx@zqrb.net 电话 010-83251785

本报记者 刘 萌

商务部消费促进司副司长王斌 4
月 2日在商务部例行发布会上表示，
要促进新车销售，推动有关地方放宽
或取消限购措施，不断完善用车环境，
持续释放汽车消费潜力。

4月3日，广州市迅速响应。广州
市工信局印发《广州市促进汽车生产
消费若干措施》提出，今年 12月 31日
前，每月配置不少于 1万个中小客车
竞价指标，放宽非本市籍居民参与中
小客车指标竞价的条件，放宽大额投
资企业的申请增量指标条件。此外，
广州曾提出，加快推进落实 2019年 6
月份明确的新增 10万个中小客车指
标额度工作（即 2019年 6月份至 2020
年12月份，增加10万个中小客车增量
指标额度，增加的额度原则上按1:1比
例分别配置普通车竞价指标和节能车
摇号指标），并视情况研究推出新增指
标。

据了解，为了缓解城市交通拥堵
等问题，北京作为全国首个发布汽车
限购令的城市，2011年开始实行小客
车摇号。随后广州、天津、杭州、上海
等城市也都陆续跟进了限购。

不过，近期放宽或取消汽车限购
的声音频频传出。2月 28日，发改委
等23个部门联合发文，提出促进汽车
限购向引导使用政策转变，鼓励汽车
限购地区适当增加汽车号牌限额。3
月18日，商务部消费促进司副司长王
斌表示，要促进汽车限购向引导使用
政策转变。3月 19日，商务部等三部
门联合发文，提出积极推动优化汽车
限购措施，稳定和扩大汽车消费。3
月 30日，工信部副部长辛国斌透露，
将对新能源汽车以及相关政策做出调
整。4月2日，商务部消费促进司副司
长王斌表示，将推动有关地方放宽或
取消限购措施；进一步推动汽车限购
向引导使用政策转变。

在多部门促进汽车消费政策推动
下，多个城市限购政策出现松动。

深圳市 2月底印发《关于统筹推
进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工作的若
干措施》，提出加快新增汽车指标放
号，优先保障家庭首购需求。

“上海发布”公众号近日发布消
息显示，今年 3月份拍牌个人额度为
11970 辆。数据显示，今年 1 月份和

2 月份的拍牌个人额度分别为 8612
辆和 7966 辆。《证券日报》记者查阅
上海市去年的数据发现，除 2019 年
1 月份拍牌个人额度为 12832 辆外，
去年 2 月份-12 月份的拍牌个人额
度均在 10000 辆以下。这也被外界
看作是上海汽车限购将适度松绑的
信号。此外，上海 3月底公布了关于
鼓励购买新能源汽车的操作流程方
法，主要针对上海市民反映的新能
源汽车上牌难，以及企业此前关注
的登记流程较为复杂的问题进行了
调整。

杭州市 3月底发布《关于 2020年
一次性增加小客车指标的配置公告》，
决定2020年一次性增加2万个小客车
指标。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数字经济研究
院执行院长盘和林对《证券日报》记者
表示，新冠肺炎疫情给汽车行业带来
了较大冲击，现阶段限购城市汽车消
费需求普遍较高，消费者消费能力也
普遍较强，限购松绑能有效促进客流
量及订车客户回升。随着限购政策的
逐步放开，目前需求正在转暖、销量也
在回升，这将缓解汽车行业的困境，给
车市带来反弹空间。

在近期全国多地密集出台促进
汽车消费政策下，3 月 24 日上午，一
则“北京正在研究出台刺激汽车消
费措施”的消息引发热议。不过第
二天上午，北京市商务局在微博上
发布致歉声明，称该措施尚未研究
论证。

对此，盘和林表示，实施限购政策
是出于缓解城市交通压力、解决空气
污染等多方面的考量，目前北京市汽
车保有量本就处于一个较高的水平，
目前可能还不是大规模汽车松绑的最
佳时机，突然松绑可能会使目前在治
堵、治污方面所取得的成果消退。但
是考虑适当增加指标还是可行的，限
购本就是权宜之计，不可能永远持续
下去，还应该寻求交通治理的长效机
制。

值得关注的是，近期的促消费政
策文件和官方表态多次提出“推动汽
车限购向引导使用政策转变”。盘和
林表示，影响城市交通的关键是“汽车
使用”而非“汽车拥有”，未来要从引导
使用上以更多途径释放汽车消费潜
能。

全国多地限购松绑“加油”汽车消费
政策着力点将“由堵到疏”

本报记者 龚梦泽

随着全国疫情逐渐得到控制，刺
激经济发展成为下一个重要任务。4
月1日，中国汽车流通协会（下称流通
协会）发布国内汽车流通行业的最新
统计数据。据流通协会官方数据显
示，2020年3月份，中国汽车经销商库
存预警指数为 59.3%，多数经销商认
为4月车市销量将会继续回升。

据《证券日报》记者了解，从 3月
份库存情况来看，20.8%的经销商认
为库存量在下降；36%的经销商认为
库存相比上月持平；43.2%的经销商
认为库存在上升。

对此，流通协会副秘书长郎学红
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相比 2月份
市场跌入冰点，3月份经销商的库存
预警指数大幅回落，降调到59.3%，因
此经销商感觉 3月份比 2月份市场表
现好很多。

“当前经销商的经营压力，主要还
是由于资金回笼过慢。此外还要采购
车辆，所以压力进一步加大。”郎学红
还告诉记者，从调查情况来看，随着疫
情的好转，3月份有一些主机厂开始
大量朝经销商压库存，这种情况尤其
值得关注。

受疫情影响，今年 2月份国内车
市波动异常，为此流通协会也对经销
商库存预警指数进行了相应的调整。
流通协会指出3月份的经销商库存预
警指数环比下降了27个百分点，同比
上升7.2个百分点，尽管59.3%的数据
相对今年前两月有大幅下降，但依然
位于荣枯线上。

从市场需求看，3月份市场有大
幅回暖，随着客流增多，门店的销量也
有所增长，经销商经营状况有所好
转。但部分岗位工作人员还未到岗，
人员恢复比较慢。南部地区接近景气
荣枯线，复工效率提升快，所以表现
好，北区和西区表现较差。

“3月份，自主品牌的去库存情况
相对较好。尤其在下半月，经销商到
店顾客在显著回升，销量也有所提
升。”郎学红表示。

记者获悉，在成交率方面经销商
普遍认为3月份增长的比例有明显上
升，价格方面 3月最后两周车辆价格
基本回归正常，还有部分车型价格微
涨，由于全球汽车产业链受影响，有些
车型优惠降低，有惜售的现象。不过
现在大部分车型还有让利。

谈及 3 月份国内车市的销量表
现，郎学红表示，尽管目前具体数据还
没有统计出来，但协会预测，国内乘用
车的整体销量应当在 100万辆左右。

“我个人更加乐观些，预计会达到 105
万辆。”需要指出的是，对比 2月份 20
万辆的数据来看，如若今年 3月份乘
用车销量能够突破百万辆，意味着车
市的回升势头趋于强劲。

值得一提的是，近期商务部、发改
委等部委陆续出台保障汽车消费的刺
激性政策。就在 3月 31日，国务院重
磅宣布新能源补贴延续至2022年，同
时也对二手车的增值税进行调整。国
家层面大力推动，各地随即积极响应，
包括鼓励放宽传统汽车限购号牌、鼓
励“国六”标准车型消费、鼓励以旧换
新等利好政策密集出台。

基于此，业内普遍认为，随着4月
份全国各地的复工基本完成，疫情接
近尾声，经销商的营业状况将恢复到
正常水平，甚至会出现报复性增长。

对此，郎学红坦言：“行业预计的
销量小高峰什么时候到来还不确定，
预计 4月也不会有明显改观。去年 4
月份销量是 145万辆，今年实现同比
正增长的压力仍然比较大。”她认为，4
月份情况预计会更好，但不能过于乐
观。预计今年二季度下旬到三季度，
我国车市才能恢复到正常水平。经销
商还是需要控制好资金流转节奏，保
持风险意识。

3月份国内车市“解冻”加速
专家称短期仍难出现报复性增长

聚焦汽车行业

主持人杨萌：随着疫情逐步稳定，企业复工复产逐步恢复，有数据显示，已经有众多中小企业复工复产

复业，但有一部分仍然有困难，今日本报聚焦中小企业复工堵点，以飨读者。

本报见习记者 宓 迪

从理发店到超市，作为社区重要的
一部分，中小企业特别是一些“毛细血
管末端”企业进一步复工复产，给生活
带来了更多便捷。然而，记者走访发
现，消费者对于现场消费的谨慎心态
——“非必要不出门”，是社区商圈彻底
复工的难点。专家对此建议，给予中小
微企业更多的定向支持，帮助其战胜眼
前的困难。

“请露出额头测温。”近日，《证券日
报》记者走访北京市东城区某小区门口
的超市看到，进门前的体温测量已经从
人工改成了机器测温。根据机器提示，
记者在机器前指定位置站好，机器上迅

速显示出了数值，随后便可通过——这
也让门口的队伍更加井然有序。

如何在安全有序的前提下进一步
复工复产，也是其他一些深入社区企业
和店铺的“必修课”。

时值清明假期，记者走访的三家理
发店中，有两家已经开业，有一家则公
告表示，因员工隔离，要至四月十日才
能正式营业。记者看到，一家理发店门
口有两人负责接待、登记和测温，店内
有若干理发师正在理发。据悉，目前无
须预约即可理发——刚复工时，由于预
约人数众多，一度要排到几天以后。

“控制流量、客户减少业绩就会下
滑。”谈及几个月来疫情对于实体店经
营的影响，一位资深理发行业人士表

示，2月份至3月份以来几乎没有营业，
同之前相比，相当于现在要多做出两个
月的房租来。此外，疫情期间客户消费
观念保守、疫情期间人手缺失也是需要
面对的现状。

在这种情况下，不少店铺在门口贴
出公告表示，“今日店铺已消毒”，但是店
铺内仍是人气不足。一些店铺想方设
法吸引关注度。记者看到，一家服装店
店员更是架起了手机，进行网络直播。

令人欣慰的是，从全国范围来看，
各地中小企业特别是服务业复工复产
水平在近期进一步提升。梳理公开资
料，截至3月2日，江苏省全省纳入监测
的 32893家设区市服务业规上企业中
（含部分限上批零住餐企业），有 24854

家 企 业 复 工 复 业 ，平 均 复 工 率 达
75.6%。截至 3月 12日，重庆市全市限
额以上商贸企业（含持续营业）复工复
产6718家、复工率96.1%，百货商超、家
电卖场、电子产品市场、汽车销售门店
复工率达98%以上。

“中小企业特别是个体企业是就业
的主力军，因此促进这类企业的复工复
产能及时缓解就业压力，同时对维持社
会稳定具有重要意义。”中国国际经济
交流中心经济研究部副部长刘向东对

《证券日报》记者表示，目前看，还要从
财税、金融、居民便利等角度进一步扩
大对社区小微企业特别是服务性小微
企业的支持力度，包括支持减租减税、
给予贴息贷款、工商经营便利等。

社区商圈复工但消费者“非必要不出门”
专家建议“定向减税”支持小微企业跨难关

本报见习记者 吴晓璐

去年A股回购金额刷新历史新高，
今年以来，上市公司回购热情依旧不减！

《证券日报》记者据同花顺iFinD数
据统计，以预案公告日统计，截至4月3
日，年内67家上市公司披露新的回购预
案，最高回购金额合计约235亿元，化工
和医药生物公司居多。另外，今年一季
度，240家上市公司实施了回购，净回购
金额合计约133.48亿元，累计回购金额
合计约370亿元（2019年实施回购至今
的累计回购金额）。

“随着新证券法实施并提升投资者
保护，预计上市公司股份回购的程序会
更加规范。”新时代证券首席经济学家潘
向东对《证券日报》记者表示。

A股回购一般是上市公司稳定投资
者信心、表明对公司经营和发展的坚定
信心，以及优化资本结构而采取的一种
方式。据平安证券研报，2012年至2017
年间，上市公司年均回购规模只有77亿
元；2018年《公司法》放宽股份回购条件
后，2018年和2019年年平均回购金额达
787亿元，是2012年至2017年均值的10倍。

而据沪深交易所股份回购细则，上

市公司应当在每个月的前3个交易日内
公告截至上月末的回购进展情况，截至
4月3日，上市公司今年一季度的回购情
况也基本浮出水面。

从净回购金额来看，上述240家年
内实施回购的公司中，有37家回购金额
超过1亿元，4家超过5亿元。雅戈尔一
季度回购金额最高，以10.17亿元位居首
位，截至3月底，雅戈尔此轮回购的累计
金额已达25亿元。其次是中国平安，一
季度回购金额为9.94亿元，截至3月底，
公司此轮累计回购金额已达59.94亿元。

另外，东方财富Choice数据显示，因员
工离职或未完成目标，143家公司对此前股
权激励计划中部分激励股份回购注销，合
计注销股份1.08亿股，合计金额7.37亿元。

在今年新推回购计划的67家上市公
司中，7家公司的股份回购已经实施完毕，
合计回购8.23亿元，52家正在实施中，8家
通过董事会或股东大会，尚未有停止回购。

此外，记者发现，美的集团、京新药
业等8家公司，刚实施完2019年的回购计
划，就又推2020年回购，回购热情高涨。

私募排排网基金经理胡泊向《证券
日报》记者表示，对于那些业绩确定、估
值低位的个股，回购股份之后注销，或

者以合理的条件进行股权激励，有积极
正面的意义，一方面表明了企业对当前
投资价值的认可，另一方面也客观上抬
升了股价，维护投资者利益。

从公告来看，上市公司回购的目的
一般是为了股权激励和市值管理。记
者据同花顺iFinD数据统计，上述年内实
施回购的240家上市公司中，159家已经
披露2019年年报，其中约六成净利润实
现增长，与A股平均水平相当。从股价
来看，截至4月3日，年内240家公司股价
平均下跌3.58%，跑赢上证综指5.8个百
分点，其中81家年内股价上涨。

潘向东表示，投资者应该辩证看待回
购概念股。一方面，上市公司回购股份直
接增加了市场交易量，短期内有利于稳定
资本市场，抑制股价过度波动，提升市场
信心。另一方面，市场上仍存在“忽悠式
回购”，股份回购可以提高每股净资产、盈
利能力等财务指标，这会掩盖公司的实际
情况。一旦上市公司
停止回购，财务指标
可能会恶化，股价也
可能波动。

虽然A股整体回
购情况良好，但是也

有少部分公司涉嫌“忽悠”而收到交易
所监管函。这些公司或在回购期满时
未实施回购，或回购金额未达预案的下
限，或“左手推回购，右手发减持”。

在新证券法实施的背景下，对于如何
进一步防范“忽悠式回购”，利富达研究主
管沈亮丞对《证券日报》记者表示，在两种
情形之下，上市公司管理层不应轻易回
购，第一，企业经营本身需要极大资本开
支，第二，收购比回购更有价值。因此，沈
亮丞认为，上市公司在信息披露的过程
中，除了明确回购价格、规模及用途之外，
应对以上两个问题，进行简单阐述。

潘向东认为，监管层在进一步完善
回购规则的同时，也需要加大对股份回
购过程中违法违规行为的惩罚力度，这
也符合新《证券法》投资者保护的方
向。“对于利用内幕消息，欺骗投资者，
损害中小股东的合法权益的恶劣行径，
应该加大惩罚处置力度。”

实施金额逾133亿元
首季240家上市公司借回购表达“业绩自信”

本报见习记者 昌校宇

全民战“疫”，促使多数人从“厨房
杀手”摇身一变成为“中华小当家”，却
也让靠客流量生存的餐饮企业遭受较
大冲击。不过，一众专业大厨也不甘边
缘化，通过线上线下结合的复工，展开

“厨神争霸赛”。
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2020

年1月份至2月份我国餐饮收入为4194
亿元，同比下降43.1%。为此，从街边小
馆到餐饮巨头，它们在陆续“开灶”的同
时，也展开了“线上自救”。

作为融合了超市、餐饮、电商、物流
配送中心，四位一体的盒马鲜生，虽一直
坚持为消费者提供不打烊、不涨价的服
务，却还面临堂食客流回升慢等困难。

“线上销售再成‘主阵地’。”盒马鲜
生公关部工作人员向《证券日报》记者
透露，阿里巴巴集团副总裁、盒马CEO
侯毅曾在阿里巴巴2019全球投资者大
会上公布，盒马鲜生线上、线下销售占
比分别为60%和40%。

身处闹市的小龙坎老火锅河南省
信阳市万家灯火店，平时生意火爆，疫

情期间也变得冷清起来。门店投资人
姚远告诉《证券日报》记者：“春节后门
店暂停营业两个多月，3月22日在信阳
市政府的支持下才恢复正常运营（可以
堂食）。房租和物业费虽还需缴纳，但
已在平时每月52000元的基础上被减免
了不少，减轻了我们的营业负担。”

“我认为堂食客流回升慢的主要原
因是消费者还处于受疫情影响的心理

‘恢复期’，需要消除进入餐饮场所的恐
慌。不过，在做好疫情防控措施的前提
下，门店从3月15日就提前恢复了线上
业务，订单量也在逐渐增加，并已占总
销量的50%，这给了我们持续经营的信
心。”姚远坦言。

据美团研究院数据显示，截至3月26
日，全国餐饮商户复工率达到81.6%，消费
复苏率为38.2%，形成较大“剪刀差”，消费
疲软成为遏制餐饮行业复苏的最重要因素。

自称“吃货”的北京市朝阳区的詹
女士告诉《证券日报》记者，她自1月24日
起至今，从未到餐饮场所消费过，即便有
需要也是从外卖平台上下单购买。“我之
前基本上每周都会和家人或朋友到餐
饮场所消费2次，但特殊时期对公共场所

还存在戒备心理，能网上下单就绝不出
门乱溜达。”

江苏省镇江市民郭先生也向《证券
日报》记者透露，谨慎的态度不敢放松，
去餐饮场所就餐消费还是“战战兢
兢”。他说：“我有几次因为上班赶时间
在外就餐，但觉得进门各种消毒、测体
温等流程挺麻烦，一桌一人制也让人有
些不适应、甚至紧张，再加上出门在外
还要再自我消毒，倒不如线上点餐或打
包回家吃来的痛快。”

对于上述现象，苏宁金融研究院消
费金融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付一夫在
接受《证券日报》记者采访时表示，餐饮
场所本就具有一定出行、聚众属性，如
果堂食客流量激增，反而会造成特殊时
期的风险增加，所以堂食客流回升慢是
现阶段的正常现象。而线上销售成餐
饮企业“主阵地”是缘于企业主动求变，
在避免消费者大规模聚众的情况下，利
用线上业务满足消费者需求，消费者也
恰好最需要这种模式。

餐饮企业陆续“开灶””：：
线上销售领衔线上销售领衔 堂食回升缓慢堂食回升缓慢

张 歆

从76%到100%，距离到底有多远？
工信部数据显示，截至3月28日，全国

规上工业企业平均开工率为98.6%，人员平
均复岗率为89.9%，中小企业复工率已达
76%。

如果按照大家最习惯的下载进度条
来类比，中小企业复工率为76%，这意味着
进度已经实现了四分之三以上，看起来已
经胜利在望。但是，如果以更为相似的考
试作答模式来理解，最后的四分之一题目
无论是难度、所需的时间还是对应的分值
都远远超过了四分之一数值本身。笔者认
为，中小企业复工如今正进入到攻坚克难

阶段，迫切需要政策的快速送达。
首先，中小企业处于经济“毛细血管”

的最末端，感知宏观政策的力臂最长，也最
需要定向支持。

中小企业规模小且接地气，相对应而
言，政策的获得感自然较弱。笔者注意到，
在目前逾2个月抗击疫情过程中，大量减税
降费、支持产业链融资、减免租金、便捷服
务等政策其实是直指中小企业的。但是，
有些中小企业的感受并不充分，这是因为，
中小企业享受政策的前提是复工复产进展
顺利。例如，有一定规模的收入才能感受
到减税的政策效果，但部分中小企业尤其
是小微企业最需要的在其复工复产前的支
持。目前来看，对于这部分诉求的政策定

向支持还有进一步增加的空间。
其次，中小企业距离消费终端最近，在

稳健期能够与终端最有效沟通；但是，在市
场风险释放期，承受的市场变化最直接、最
迅猛。

事实上，中小企业通常是距离终端消
费者最近的商业群体，优势和劣势均较为突
出：优点是中小企业直面消费者，因此更了
解市场需求，并反馈给供给端；但缺点是其
特别依赖于终端消费者，甚至是特定消费者
群体。一旦消费市场或特定群体发生重大
变化，此类中小企业就可能会面临生存难
题。因此，构筑产品或服务门槛，增加获客
渠道是中小企业最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第三，部分中小企业自身的财务结构

在疫情之前处于“亚健康”的紧平衡状态，
经此一“疫”，更需注意增强对于突发事件
的“抵抗力”。

客观来说，中小企业复工难也有着自
身“先天性不足”的原因。对于大多数中小
企业而言，其财务结构长期处于紧平衡状
态，且工资、租金、社保、债务本息、货款、物
流仓储等刚性支出占比较高，而收入结构
和维度则相对单一。笔者认为，经此一

“疫”，在政策加持下，中小企业有条件也有
意愿提升财务健康，保持合理的流动性和
杠杆率。更重要的是，在新经济和新技术
的带动下，有条件的中小企业可以适当调
整业务模式和收入结构，增强自身对于突
发事件的应对能力。

中小企业距离100%复工究竟还有多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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