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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对中国宏观经济运行和社会生产生活产生了一定影响，部分行业企业受到

较大冲击。其中，消费在春节期间几乎停摆，特别是交通运输、餐饮、百货、旅游、电影等行业。有数

据估计新冠肺炎疫情影响 2020 年 1—2 月的消费减少 1.38 万亿[1]。同时，疫情给企业生产经营带来负面

冲击，造成某些企业不能正常复工复产，一些企业由于受关联企业和市场的影响，订单减少、营收下降

甚至中断，但疫情期间的工资、租金、社保、货款、物流仓储费、预收款退单退款等都没有减少，许多

企业特别是中小微企业面临生存困难。由此可见，此次新冠肺炎疫情对中国经济的供需双侧均产生了较

大冲击，其影响不可小看。 

2020 年是中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十三五”规划收官之年，做好 2020 年经济社会发展工作十分

重要。把疫情造成的负面影响控制在短期内并减少到最低程度，以确保经济平稳运行和社会和谐稳定，

是当前社会经济工作的主要内容。在当前疫情势态下，不仅要统筹抓好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秩序恢复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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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新冠肺炎疫情对中国宏观经济运行和社会生产生活产生了不可小看的影响，降低疫情的不利冲击需

要从供需双侧采取相应的短期举措。在此过程中，需要正确处理好抗击疫情和企业复工的关系，避免实行太过苛

刻的复工标准；需要实施积极、宽松、稳健的财政和金融政策稳住中小微企业，以稳住经济基本盘；建议在适当

时机对低收入阶层实行定向的减费降税、发放补贴或消费券，以促进疫情重灾区消费回补和潜力释放。同时，也

应在这次疫情大考中思考政府、市场与社会治理之道，推动结构性改革，合理界定和厘清政府与市场、政府与社

会的治理边界，解决市场和政府及社会各自缺位、过位和错位的问题，建立现代化社会治理体系。 

关键词：新冠肺炎疫情；经济冲击；经济政策；结构性改革；社会治理体系 

中图分类号：F019.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2-626X 2020 02-0005-05 

 

             

收稿日期：2020-03-03 

作者简介： 田国强（1956- ），男，湖北公安人，湖北经济学院财经高等研究院特聘教授、院长，长江经济带发展

战略研究院院长，经济学博士，博导，研究方向为经济理论、机制设计、博弈论、拍卖理论、匹配理论、

数理经济学、经济转型、中国经济等。 



2020 年 3 月 湖北经济学院学报 第 18 卷第 2 期 

- 6 - 
 

作，还需要从政策层面着力解决当前经济供需双侧的短期困难，也需要在长期上未雨绸缪和树立充分的

危机意识，在这次疫情大考中思考政府、市场与社会治理之道。 

二、统筹抓好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秩序恢复工作 

抗击疫情与发展经济同等重要，不能顾此失彼，要两手抓两手硬。湖北要按照中央的决策部署，把

人民群众的生命安全摆在首位，守土有责，创造性地开展疫情防控工作。同时经济发展也需要通盘平衡

考虑，其他省份则应该适时地根据地方实际情况有序复工。 

在有序复工过程中，需要注意避免实行太过苛刻的复工标准和层层加码的审批步骤，使简政放权的

改革一夜回到解放前。很多地方已经取消了复工复产的批准手续，改为报备制，先复工再核查。同时，

当前各地为控制传染源，出现了过度执法和行政替代法律等现象，很多做法甚至超越了法律底线，政府

对于一些非法盲目的封路行为要加以纠偏，物流通路如同血管一样，如果堵塞了，经济不可能得到有序

健康的发展。 

此次疫情中，一些比较依赖公路货物运输的行业受影响较大，铁路和水路运输的优势反而得到体现。

从全国范围来看，政府应适时推进运输结构优化，引导占比过高的公路运输根据市场信号向铁路和水路

运输转移，同时也需要地方政府解决物流运输最后一公里的问题，不能在阻击疫情中一封了事。 

三、供给侧：稳住中小企业以稳住经济基本盘 

中小企业是中国经济的毛细血管，规模虽小，但数量庞大，中小企业为国家上缴财政税收 50%以

上，创造了 60%以上的 GDP、70%以上的专利发明、80%以上的就业岗位，占中国企业总量的 90%以上。

尤其是在产业链、零部件、原材料等方面对整个经济运行举足轻重。稳住了中小企业，就稳住了就业、

稳住了中国经济的基本盘。但是，从个体上来讲，特别是面对疫情冲击，中小企业特别是小微企业是弱

小、脆弱的，需要从政策上予以重点关注。 

（一）对中小企业给予所得税减免或返还 

从中央政府财政政策和央行的货币政策层面，财政政策应该更加宽松，将赤字率设定在 3%乃至以

上也是有必要的，对于中小企业给予所得税减免或返还；而货币政策应该稳健偏宽松，重点帮助中小企

业解决短期流动性的问题。疫情当前，为帮助中小微企业渡过难关，国家密集出台多项扶持政策。如：

阶段性减免企业养老、失业、工伤保险单位缴费，以减轻疫情对企业特别是中小微企业的影响；增加再

贷款、再贴现额度 5000 亿元，重点用于中小银行加大对中小微企业信贷支持；对符合条件、流动性遇

到暂时困难的中小微企业包括个体工商户贷款本金，给予临时性延期偿还安排，付息可延期到 6 月 30

日，并免收罚息[2]。这些中央层面的举措成为中小微企业克服疫情期间短期流动性困难的坚定保障。 

（二）地方拟定差异化政策配套和细则，推动国有企业和商业银行积极作为 

需要注意的是，尽管中央出台了诸多经济刺激政策，但更多是托底性质的，地方政府应在此基础上

进一步进行差异化的政策配套和细则拟定，并落实到具体责任部门、单位。例如，有些地方的商业银行

疫情防控期间相关贷款利率参照同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再降至少 25 个基点。同时，地方政府

也应该发挥国有大中型企业的稳定器作用，建立“大手牵小手”的帮扶机制，一起共渡难关。国有大型

商业银行是金融稳定的压舱石，在此关键时刻要积极作为。一是对受疫情影响较大的小微企业不抽贷、

不断贷、不压贷，这是最基本的，否则很多企业在现金流枯竭的情况下只有死路一条。银行应该在符合

国家政策、监管要求的前提下，通过调整贷款期限、变更还款方式、调整结息频率、减免利息等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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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予临时经营困难小微企业信贷积极帮扶。二是对疫情相关中小企业开展信贷需求排摸，遵循急事急办、

特事特办原则对相关企业信贷业务立接立办，简化手续，根据地区疫情影响程度，行业和企业提供切实

可行的差异化金融服务方案，提高信贷投放效率和精准程度。三是积极开展线上金融服务，通过“线上

评估授信审批+线下标准化核实调查”的方式，实时反馈预审结果，既减少人员往来，又为小微企业提

供及时、准确、有效的金融支持。 

（三）创新融资、投资渠道 

近期，中国基金业协会已发布私募基金行业奋战疫情倡议书，提出了一些倡议举措。私募基金可以

抓住当前疫情形势下企业估值下调的机遇，大胆投资有发展前景的中小企业、科创企业，这不仅能缓解

创业企业当前面临的资金压力，而且能以相对低的估值投资优质项目，并通过投后赋能实现双赢局面。 

四、需求侧：促进疫情重灾区消费回补和潜力释放 

消费是中国经济增长第一拉动力，2019 年，中国消费的 GDP 占比已经达到 57.8%，连续多年持续

上升[3]，与美国 70%左右的占比相比还有较大提升空间，且随着中国人均 GDP 突破 10000 美元[4]，居民

的购买力正逐渐增强。受疫情影响，中国消费受到巨大负面冲击，居民个人所得也不可避免地受到影响，

消费能力受挫。同时，消费的下行也会拉低投资需求，这将对 GDP 增长造成较大冲击。2 月 24 日，国

新办召开新闻发布会表示将积极扩大国内有效需求，促进消费回补和潜力释放[5]。而促进消费回补和潜

力释放不仅需要鼓励及带动本地消费，也要缓解市民的经济压力。在当前新冠肺炎疫情对我国经济社会

发展造成冲击，并且国际疫情发展态势也难言乐观的特殊时期，给疫情重灾区的低收入阶层实行定向的

减费降税、发放补贴或消费券，不失为可考虑的政策工具，一旦疫情得到有效管控，可推动疫情重灾区

的消费，起到比较明显的经济拉动作用。 

（一）出台“累退制”个税减免政策 

毫无疑问，在这场疫情中，湖北是重灾区，湖北居民受到了冲击，同时为了防止疫情进一步恶化，

湖北做出的牺牲也最大，理应得到更多的物质和精神支持。从目前的发展态势来看，湖北居民 2020 年

的个人所得已经不可避免并将继续受到严重负面冲击。通过针对性的个人所得税减免，让利于湖北居民

是一个可行的政策，相信也能够得到其他省份的支持和理解。与个人所得税征收税率的累进制相反，在

个人所得税减免幅度上应遵循“累退制”，因为单位的货币收入对低收入者所带来的效用改进要远大于

高收入者。 

（二）对低收入阶层发放补贴或消费券 

消费券在非常规时期是一个社会救济工具，早在 20 世纪 30 年代美国大萧条时期，就曾采用发放食

品券的方式资助低收入家庭，1998 年亚洲金融危机中的日本、2008 年世界经济金融危机中的中国台湾

地区等都曾发放消费券。国内许多地方政府在应对 2008 年危机中也曾发放消费券，如杭州在 2009 年曾

连续 2 次发放消费券，使得杭州的社会零售总额增速明显反弹，且远高于全国水平[6]。为应对此次疫情

的需求冲击，香港特区政府对居民采取了发放一次性收入补贴的措施，向 18 岁或以上的香港永久性居

民每人发放 10000 港元，一方面鼓励及带动本地消费，另一方面缓解市民的经济压力[7]。湖北此次为了

防止疫情扩散，作出了很大牺牲，今年的财政必定会面临较大困难，建议中央和其他地方给予湖北特别

是武汉低收入阶层收入补贴或消费券，相关财政支出由中央财政转移支付，同时适当提高财政赤字率。 

当然，从全国范围来看，当前疫情防控还处于一个高压态势，不能轻言放松，所以即使现在发放消

费券，可能也没办法真正拉动线下消费，而线上的消费供给能力还有所不足。所以，消费券的推出目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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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还不是一个很好的时机。同时，消费券存在短期透支消费、偏重零售行业等问题，对于发放的对象、

范围、审核程序、兑换流程等要严格把关，避免出现类似月饼券的商家直接低价收购等现象。 

（三）促进线上消费与线下消费融合发展 

在现在的约束条件下，无论是供给方还是需求方都在做适应性的调整，很多消费都从线下转到了线

上，使得生鲜配送、线上教育、线上医疗等“宅经济”商业模式涌现壮大，这一方面对供给方的线上服

务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另一方面对交通不畅下的物流配送体系也形成了较大考验。同时，一个可预测

的趋势是线上消费的规模会逐渐逼近线下消费，线上消费与线下消费愈益实现融合发展。 

五、推进结构性改革，建立现代化社会治理体系 

面对疫情，财政金融支持政策短期内可以起到止血、输血的作用，但真正起到造血、清血作用的还

是结构性改革。我们应该在这次疫情大考中认真思考政府、市场与社会治理之道。如同中央所指出的，

这次疫情是对我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一次大考，而结构性改革就是要合理界定和厘清政府与市

场、政府与社会的治理边界，以此解决市场和政府及社会各自缺位、过位和错位的问题。这才是事关国

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关键，这次疫情说明了社会治理特别是公共治理是今后改革不可或缺的

重要内容。 

（一）建立“有能、有为、有效、有爱”政府 

在政府方面，应该朝着建立“有能、有为、有效、有爱”的刚柔相济的有限政府转变。“有能”主

要是讲政府执行力的问题，“有为”就是政府在应该作为（比如公共服务、公共卫生、环境保护等市场

失灵的方面）的地方不缺位，“有效”是政府行政的效能和效率的问题。这三个主要是处理好政府与市

场的关系问题，以促进有效市场形成为导向。“有爱”则是讲处理好政府与社会的关系问题，包括人民

生命安全头等大事和社会治理发挥重大作用等问题。地方政府首先要汲取疫情早期没有充分重视和及早

应对的教训，改善公共治理、公共安全，特别是要提高应对突发重大公共卫生危机事件的治理能力。不

同情境往往需要采取不同的处理方法，比如，情景一般可以分为简单情景、复合情景、复杂情景、混乱

情景和杂乱情景五种，它们的处理方式往往是非常不一样的，特别是后两种需要“止血”的危机情景仍

然按照日常的工作方式来处理是根本不可行的。 

（二）促进有效市场形成 

在市场方面，应该朝着有利于打破行政垄断壁垒、加大对内对外开放、促进要素自由流动、维护市

场竞争环境、激发创新和企业家精神的方向去改革，只有这样才能释放经济增长潜能，扭转经济大幅下

挫的势头。从理论和历史经验来看，改革和不改革，经济增长可以相差 3 个百分点[8]。中国经济增长的

前景系于改革。 

（三）培育良好的社会自治能力 

在社会方面，应该朝着大力培育社会自我组织、自我治理、自我服务能力的方向去改革。可以说，

一个没有良好社会自治的国家治理，难以称得上是成熟的国家治理。特别是对涉及公共安全的信息要及

时公开，能量需要守恒，信息也需要守恒，不能总将坏消息及其预警视为负能量、坏事，而将其隐瞒当

作正能量、好事，而是要做好预期管理，以此提振大众的信心和政府的公信力，做到不战而屈人之兵的

效果，而不是等到出现了大问题才去解决，这么做无论怎么有效和有执行力，都只是次优而不是最优，

所需代价也太大。面对转型过程中日益复杂的社会矛盾和日益繁重的社会管理任务，仅靠政府的力量显

然已经远远不够，并且可能会起反效果，将矛盾焦点引向政府自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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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结语 

面对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的不利冲击，稳住经济基本盘、促进消费回补和潜力释放要从需求侧

和供给侧着手。需求侧需要政府对居民所受的利益损失进行一定的补偿，无论是采取税收减免还是定向

补贴；对于供给侧的企业，同样也需要在税费减免、信贷支持、复工保障等方面给予支持，最终实现保

障就业，促进企业生产、个人收入、家庭消费的良性循环。但也应注意财政金融支持政策只能起到短期

止血、输血的作用，真正起到造血、清血作用的还是结构性改革。应该在这次疫情大考中认真思考政府、

市场与社会治理之道。改革发展与稳定一定要有全局观念、系统思维和综合治理能力，以改革、发展、

稳定、创新和治理五位一体的综合治理的工作方式和作风，通过结构性改革来处理好政府与市场、政府

与社会之间的关系，真正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更好而不是更多地发挥政府的作用，并发

挥社会组织在诸多公共事务中的桥梁纽带作用，才能有助于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目标的早日

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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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new coronary pneumonia epidemic has had a significant impact on China's macroeconomic 

operations and industrial production and social life. Reducing the adverse impact of the epidemic requires 

corresponding short-term measures from both the supply and demand sides. In this proces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fight against the epidemic situation and the resumption of business needs to be properly handled, 

and aggressive resumption standards should be avoided. Proactive, loose, and prudent fiscal and financial 

policies should be adopted to stabilize small, medium and micro enterprises in order to stabilize the basic 

economic situation. It is recommended to implement targeted reductions in fees and taxes, issue subsidies or 

consumer vouchers to low-income groups at appropriate times to promote consumption replenishment and 

potential release in the hardest hit areas. At the same time, we should also consider the way of government, 

market and social governance in this epidemic challenge, promote structural reform, reasonably define and 

clarify the governance boundary between government and market, government and society, and resolve the 

absence, misplacement and misalignment of the market and government and society, establishing a modern 

social governance system. 

Key words: new coronary pneumonia epidemic; economic shock; economic policy; structural refor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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