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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拉乔尼·彼得、沃绍·拉斯洛	 
(Karácsony Péter – Vasa László)

新冠疫情对匈牙利中
小型企业运作的影响

2019年年底爆发的新冠状病毒肺炎

疫情不仅对世界经济 ，而对匈牙利经

济也产生了重大影响 。由于政府采取

的措施 ，在过去的半年多期间 ，匈牙

利经济发生了显著的变化 。类似所有

的危机 ，这场危机中受到影响最大的

还是中小型企业 。在本论文中 ，我们

介绍最近几个月发生的事件及其对匈

牙利中小型企业运作的影响 。779家公

司参加了我们的问卷调查 。结果的评

价证实 ，新冠疫情对我国中小型企业

的日常运作及其就业特点产生了重大

影响 。新冠疫情导致这些企业中产生

经济困难 、对他们提供的服务/产品的

需求有所下降 ，因此政府的援助等其

他措施至关重要 。

《经济文献杂志》 （JEL） 编码：E60 、 

F23 、M21、O11
关键词：冠状病毒  ；Covid-19 ；匈牙

利  ；中小型企业  ；政府措施

序言

蔓延全世界的新冠疫情迫使匈牙利

政府对整个匈牙利实施限制 。为了放

缓病毒的传播而规定 ，在公共场所人

与人之间必须保持至少1.5米距离 ，不

允许参加公共活动 ，并且必须佩戴遮

盖嘴和鼻子的口罩 。此外 ，还实行了涉

及到国内市场的限制 、一些涉及到国

际性跨界旅行的规定 ，如自2020年9月 

1日后 ，外国公民只有在法律规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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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定条件下才允许入境 ，以防止病毒

从国外输入 。匈牙利总理欧尔班·维

克托（Orbán   Viktor）于2020年3月18
日宣布涉及国内企业的第一批经济保

护措施 。这些措施中最重要的是 ，个

人和企业所借贷款的本金和利息偿还

义务一直暂停到年底 ，而且在小纳税

人（KATA）企业中受影响最大的企业

将获得临时免税政策 。此外 ，在旅游

业 、酒店饮食业 、表演艺术和体育服

务等处于严重困难的部门 ，可以申请

保留就业岗位的补助金 ，而且将企业

对工人的部分负担由国家承接 。后期

政府决定维持经济保护措施 ，即之前

采取的措施从2021年1月1日起再次延

长六个月 。经济保护措施的主要目的

是保留就业 ，以及保护员工和家庭的

生活水平 。

据我们迄今为止的经验 ，新冠疫

情最严重的影响就是针对就业：国内

许多岗位已终止 ，导致众多人失去工

作 。中小型企业在匈牙利经济中发挥

着重要作用 ，因为三分之二以上的员

工就是中小型企业雇用的 ，而且其生

产力占国民经济的一半以上 。由于其

灵活性和反应能力 ，中小型企业在促

进经济增长中具有重要的潜力 。根据

匈牙利中央统计局（KSH）的数据 ，

在新冠疫情危机之前 ，匈牙利有70多
万家中小型企业 ，雇用了近200万人 ，

为国家国内生产总值的贡献占53% 。

大多数中小型企业（近80%）从事服务

业 ，主要是贸易 、酒店餐饮 、车辆维

修和科学技术活动 。本文旨在研究新

冠疫情对匈牙利中小型企业的影响 ，

并且介绍受访企业为应对危机而采取

的措施 。

文献综述

近几十年来 ，全球商业环境特征

为不可预测性和不确定性 。近几十年

来影响和急剧改变全球商业环境的

最重要事件是2007-2008年的全球金

融危机 。在起源于美国的危机中 ，许

多大公司破产或被迫与竞争者合并 。

西欧银行也受到危机的重创 ，并通

过美国经济的衰退影响了全球经济

（Allen 、Carletti ，2010 ） 。新冠疫情

危机在当代历史上是新的 ，我们从未见

过对经济产生如此重大影响的健康危机

（Bartik等人 ，2020 ；Tokic ，2020） 。

中小型企业是世界各国国民经济的

重要组成部分 。对他们而言 ，所有全

球经济危机都很严重（Syed   Zwick、 

Syed ，2016） 。据经合组织（OECD）

的预测 ，自由流动的限制可能导致产量

和消费者信心下降 。新冠疫情控制而限

制外国人入境后 ，首先影响了酒店饮

食业和旅游业 。与世界历史上的其他危

机不同 ，新冠疫情带来了供需冲击 。政

府措施导致大约3亿全职员工失业或减

少工作时间或降低工资 。据国际货币

基金组织总裁克里斯塔琳娜·乔治耶娃

（Kristalina   Georgieva）称 ，新冠疫情在

全世界造成的经济危机比2008年的金融

危机“更糟糕 ，更前所未有” 。根据国

际劳工组织（ILO）的调查 ，新冠疫情

危机将对劳动力市场趋势产生深的远影

响：工作单位数量将大幅下降（导致失

业率上升 ，就业人数降低） 、工作质量

恶化 、对劳动力市场上较脆弱群体（如

残疾人）的负面影响将加大 。

在危机期间 ，各组织作为有效的危

机管理工具的第一步 ，将成本降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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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LO ，2011年） 。在世界发达地区 ，

最贵的生产成本是劳动力本身 ，所以

应对危机的第一步将是重新考虑员工

人数 ，缩短工作时间 ，并且暂时停止

招聘（Vasa 、Mendelényi ，2010 ； 

Lindley ，2020） 。此外 ，由于员工生病

或不得不照顾亲属而在危机期间需要

呆在家里 ，所以企业可用的劳动力也

减少 。中小型企业收入的急剧下降对

其运营能力产生严重影响 ，并且可能

导致严重的流动性问题（Sokil等人 ， 

2018） 。消费者也遭受收入损失 ，

而且由于担心染上病毒和未来不知点

的增加 ，他们也减少日常消费 。这同

样导致中小型企业的主要消费群体

减少 ，从而最终导致中小型企业的

财务问题突出呈现（Lentner等人 ， 

2020) 。所有这些都表明 ，中小型企业

比跨国公司更容易受到“社交距离”

的影响 。另一个问题是 ，中小型企业

的财务状况很紧张 、资金储备较少 、

而且这些公司获得外部融资的机会（例

如银行贷款）很有限（Lentner等人 ， 

2019） 。在危机期间 ，银行更不愿意

为中小型企业提供信贷 ，这样进一步

增加对这些公司的压力（Belás等人 ， 

2014） 。

世界各国采取许多措施 ，以减轻疫

情对企业的经济影响 。许多国家的中

央银行也推出支持贷款措施 ，便利货

币条件 ，并且使商业银行更容易向中

小型企业贷款 。麦基宾（McKibbin）
和费尔南多（Fernando）（2020年）

在他们的书中呼吁经济经营者之间的

全球合作 ，以重新启动经济发展 。新

冠疫情的蔓延也迫使维谢格拉德四国

集团政府采取前所未有的措施来控制

这一传染病 。各国都实行边界控制和

封锁政策 ，以及社交限制政策 ，而且

这些措施都证明在防控疫情方面很有

作用（Czech等人 ，2020) 。与此同

时 ，我们可以看到 ，很快达成减少疫

情对全球经济效率的影响 ，为了经济

增长和稳定的全球建设性的共识 。

研究方法

本研究的目的是通过匈牙利中

小型企业评估新冠疫情危机对经济

的影响 。我们采用了结构化问卷调

查 ，根据公司员工人数和年净营业

额来收集数据 ，而且参与的企业须

在匈牙利西部 ，多瑙河以西地区连

续运营至少 5年 。多瑙河以西地区

是匈牙利第三发达地区 。据匈牙利

中央统计局数据 ，人均国内生产总

值为全国平均水平的101.3% 。其中

杰尔-莫雄-肖普郎州（Győr-Moson-
Sopron ，67%的受访企业来自这里）

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为全国平均水平的

121.8% ，这仅次于首都布达佩斯的指

标（KSH ，2020a） 。2019年 ，在多

瑙河以西地区注册经营的企业数量为

189  764家 ，其中90%以上是中小型企

业（KSH ，2020b） 。

我们使用以前调查的数据库 ，通

过方便抽样方式选择了受访者 。这是

因为与其他采样方法相比 ，这个方法

更快 ，更容易执行 。我们将问卷在

2020年5月和9月份之间 ，以可在线填

写的形式发送给中小型企业 。最终收

到了779家中小型企业采纳的答复 。

就问卷结构而言 ，既包含开放式 ，又

包含封闭式和李克特（Likert）式问

题 。初步研究假设是 ，新冠疫情危

机对匈牙利中小型企业的运行和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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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情况产生了负面影响 。这一假设

基于专业文献 。据其 ，任何危机都

对中小型企业产生多倍的负面影响

（Golovanov 、Kulikova ，2014） 。

我们调查的主要结果

这项调查主要是小型企业参与的 ，

也就说 ，612家小型和167家中型企业发

回可评估的调查问卷 。小型企业是指员

工总数少于50人 ，且年净营业额或资产

负债表总额不超过1000万欧元的企业 。

在调查时 ，大多数受访者从事零售 ，

旅游或酒店餐饮业 。受访者当中数量

最少的是机械 、计算和电信公司（图

1 、 ） 。对于新冠疫情危机如何影响企业

这个一般性问题 ，大多数受访者选择

了负面影响（75%） ，而5%受访者选

择“没有发生任何变化” ，3%选择“发

生了正面影响” 。这些答案表明 ，疫情

对匈牙利中小型企业的影响主要是负面

的 ，改变了他们的日常生活 ，并且影响

了他们的经济状况和日常业务 。在我们

的研究中 ，我们调查了疫情对企业造

成的最常见的负面影响是哪些 。在负面

影响当中 ，最主要的是对商品和服务

的需求量下降（39%） 、就业人数变化 

（24%） 、财务问题的出现（16%） 、

供应链问题（采购原材料 ，生产资产更

难）（12%）以及所提供的服务和产品

价格下降（6%） 。国际文献也证实了

所取得的成果 ，据此 ，危机期间对产品

和服务的需求下降是最严重的负面影响

（Ollivaud 、Schellnus ，2015 ；Pu ti-
lov 、Ku de shova ，2016 ；Gul ，2014） ， 

这给企业 ，特别是中小型企业带来流动

资金问题 。疫情的另一个典型经济影响

是供应链中的问题 。

值得纵观受访公司为减轻危机的负

面影响而不得不采取的主要危机管理

图1	 、参与调查的企业的业务范围（家）

0 50 100 150 200 250

旅游和酒店餐饮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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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发业

金融服务和咨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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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技术和电信

其它

来源：自行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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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为减轻疫情影响	，采取了哪些危机管理解决方案？（%)

0 10 20 30 40 50 60 70

金融领域的紧缩措施

合同的修订

外部资本的融入

裁员

结束业务

其它

来源：自行编辑

措施（图2 、） 。图中的数据显示 ，约

64%的受访企业被迫采取财务紧缩措施

或修订与合作伙伴订立的合同 、解雇

部分员工或者融入外部资金 。5%的受

访企业不得不终止业务并清算业务 。

我们从文献和国际组织（世界卫生

组织 、国际劳工组织和联合国）的报

告知道 ，新冠疫情危机给就业带来了

巨大打击 。为了减轻损失 ，企业必须

迅速做出反应 ，重新思考传统的就业

形式 。新冠疫情危机导致非典型就业

形式在我国也突然和迅速普及 。

结果表明 ，匈牙利的非典型就业形

式符合国际潮流 ，又相当普及 ，居家

表1	 、被调查的公司在新冠疫情危机前后采用的非典型就业形式（个）

就业形式 危机前 危机后
居家就业 72 319

人才租赁 93 24

兼职就业 69 176

家庭劳动 39 19

服务合同 66 37

弹性工作时间 59 106

岗位共享 16 8

其它 19 37

不适用非典型形式 346 53

来源：自行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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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业和兼职就业成为了两个最主要的

就业形式 。然而 ，事实就是 ，由于危

机 ，中小型企业被迫解雇大部分租赁

的人才或以服务合同雇佣的人才 ，因

此新冠疫情危机的主要失败者是这样

雇用的人 ，因为有关企业在法律上更

容易解雇他们 。非典型就业形式除了

经济利益之外 ，还有其他好处 。在我

们的调查中 ，我们调查了受访企业如

何看待这些（在许多情况下 ，以确保

企业生存而被迫引进的）就业形式 。

调查显示 ，引入非典型就业形式的

好处和坏处都出现了 ，受访的中小型企

业领导人都突出提到非典型就业形式的

灵活性是一个明显的优势 ，而缺点则是

缺乏管理层的控制和专业关系的薄弱 。

后者与人际交往关系放松有着密切关

系 。当被问及在疫情过后是否要维持所

引入的非典型就业形式时 ，大多数受

访者（76%）回答是 。我们认为 ，国内

企业在竭尽全力解雇尽可能少的人 ，因

为他们担心 ，如果在经济复苏后不能雇

佣足够的员工 ，他们可能会处于不利地

位 。根据所收到的答复 ，受访企业认

为 ，政府启动的经济保护行动计划总体

上是积极的 。

表3 、的数据显示 ，受访企业认为 ，

承接部分就业成本和减轻税收负担是

表2	 、根据所咨询的经营者	，非典型就业的利弊（个）

好处   坏处  

工作时间安排更加灵活 237 缺乏管理层的控制 342

更高的责任感和生产力 159 职业关系的薄弱 161

休病假时间更少 64 缺乏在工作场所内传输信息 91

更有效地利用工作时间 204 团队精神下降 102

改善工作与生活的平衡 76 违纪行为的可能 53

无法判断 39 无法判断 30

来源：自行编辑

表3	 、对经济保护行动计划的看法（个）

1 2 3 4 5

承接部分就业成本 49 51 83 239 357

减轻税收负担(暂停偿付信贷) 44 59 94 197 385

强制行政管理工作减轻 96 129 349 108 97

培训补助金 72 86 321 186 114

支持一些部门 69 94 128 349 139

信贷计划 71 89 111 179 329

就业岗位保护措施 41 61 98 196 383

备注：李克特量表：1:最无效的行动计划	，5:最有效的行动计划	。
来源：自行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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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有效的行动计划 。大部分受访

者希望政府通过减税或暂停税收来帮

助中小型企业 ，而就业类补助金对于

没有解雇员工的中小型企业来说是很

重要的 。这也符合世界主要组织的意

见 ，即各国政府应暂时承接部分工资

成本 ，从而挽救就业 。就有效性而

言 ，在政府的行动计划举措中 ，培训

补助和减少强制性行政负担获得的分

数最少 ，可能是因为这些对受访中小

型企业在应对危机中的帮助较小 。

接下来 ，我们对匈牙利及其北部邻

国斯洛伐克的情况进行概述和比较 。尽

管斯洛伐克对新冠疫情（COVID-19)爆
发后的反应迅速 ，但其经济影响却十分

严重 ，导致2020年第一季度GDP下降

3.9%（这是欧洲最大的衰退之一） ，

而失业率增加了2% 。斯洛伐克最初的

措施包括关闭学校和大学 、重新实行

边境管制 、对从国外回国的斯洛伐克国

民实行强制隔离 ，在公共场所必须戴口

罩 ，并且禁止国际长途客车 ，列车和航

空客运 。所采取措施的总体效果良好 ， 

成功使感染和每日死亡人数保持在

较低水平 。同时 ，最初的措施并未

能成功减轻经济损失 。如果我们比

较匈牙利和斯洛伐克的失业率近期

的变化 ，可以看出 ，匈牙利在1月份

和5月份之间的负面变化仅1% ，而

在本报告研究的期间 ，斯洛伐克的

失业率提高近3% 。两国在夏末秋初

都取得了改善 ，这时候 ，两国政府

措施的积极影响呈现了（图3 、） 。 

与匈牙利相比 ，斯洛伐克相对较晚 ，

在夏末才开始推出员工津贴 ，这对于

使许多人在危机中也保留就业是很重要

的 。斯洛伐克政府向不得不继续停业

的公司支付员工工资的80% ，并根据其

他公司的营业额下降情况提供援助（每

月下跌20%以上的情况下 ，按每个员工

每月支付270欧元 ，而下跌超过80%的

情况下支付810欧元） 。此外 ，还采取

图3	 、在疫情期间	，匈牙利和斯洛伐克的失业率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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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8

匈牙利学术专题讨论会摘录

了进一步的就业保障措施 ，被隔离的员

工和护理家属的父母 ，在隔离和护理

期间始终享受税前工资的55% ，在营业

额下降幅度超过40%时 ，可延迟支付雇

主供款 ，以及在营业额下降幅度超过

40%时 ，延迟预支预提所得税 。由于首

次确定金额较少 ，所以斯洛伐克政府

决定从9月起增加员工津贴 ，据此 ，人

均援助额可达到每名员工工资的80% ，

最高可达每月1100欧元 。就业务恢复

的预期时间而言 ，受访的匈牙利中小企

业领导人认为 ，最有可能的是6个月到1
年（72%) ，其次是3到6个月（19%） ， 

而只有9%的受访者选择最积极的答案

（在3个月内) 。在此基础上 ，可以得

出结论 ，企业家认为 ，危机后复苏是在

中长期才能实现的 。这与认为2021年
是业务复苏的可能时间的专家的观点

（Dolbneva ，2020）基本上一致 。

推论

近几个月 ，疫情严重打击了世界经

济 。未来的关键问题是各国政府如何

能够帮助企业将这种负面的经济影响

保持在最低水平 。

我们的研究表明 ，必须通过加强中

小型企业来加强国民经济 ，这些企业

是当地经济的引擎 ，也是最大的雇主

团队 。我们的调查结果也证实了关于

大多数匈牙利中小型企业正面临着疫

情负面影响的消息 。疫情原因 ，有助

于受访国内中小型企业减轻危机损害

的非典型就业形式广泛普及 。受访企

业领导认为 ，非典型就业形式既有好

处 ，又有坏处 ，但由于好处占多数 ，

所以国内公司在疫情危机过后也很可

能继续适用这些新就业形式 。

根据受访公司 ，政府的措施很重

要 ，如果没有这些措施 ，他们就无法长

期生存 。然而 ，我们认为 ，无论危机如

何 ，都必须加强和提高中小型企业的经

济实力及其管理者主要是在财务 、生产

和管理领域的意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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