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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党中央、国务院发布了多项金融服务相关
政策支持中小微企业创新创业发展。今年 2月份，中共
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加强金融服务民营企
业若干意见》，要求加大金融政策支持力度，着力提升
对民营企业金融服务的针对性和有效性；强化融资服
务基础设施建设，着力破解民营企业信息不对称、信用
不充分等问题。2018 年 9 月份，国务院印发《关于推动
创新创业高质量发展打造“双创”升级版的意见》指出，
进一步完善创新创业金融服务，引导金融机构有效服
务创新创业融资需求、充分发挥创业投资支持创新创
业作用。

经济日报社组织的中国创业企业调查（2018）数据
显示，支持创业企业发展需要加快解决“资金约束”难
题，着力提升金融服务水平。

以银行为代表的传统金融服务
机构对创业企业支持力度有待进一
步提升

创业企业需要金融支持。经济日报社中国经济趋
势研究院组织的中国创业企业调查（2018）数据显示，缺
少资金、合作伙伴和缺乏创意是创业最主要的制约因
素。其中，将“资金约束”列为困难度前三位的比例为
75.61%。

同时，63.39%创业者认为银行业金融机构提供的金
融服务较为全面，36.61%创业者认为银行业金融机构提
供的金融服务不全面。

关于创业者在银行业金融机构所使用的服务种类，
中国创业企业调查（2018）数据显示，选择“理财”服务的
最多，其次为“咨询”“结算”“融资”以及“全方位一站式
服务”。

图1 创业者在银行业金融机构使用的服务种类

创业者面临较强资金约束，但创业者使用银行“理
财”服务较多、“融资”服务较少。面对这种情况，中国社
科院数量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吴滨研究员认为，创业
企业缺少金融支持是一个普遍问题，其中最重要的原
因在于两点。第一，银行业服务体系不完善，不能适应
创业企业发展是一个突出问题。第二，创业企业发展风
险和不确定性较高，面临信息不对称、缺乏有效抵押等
多种问题，制约其获得银行融资支持。

传统金融服务机构给市场留出
了创新创业空间

当前，我国金融服务行业处于大变革时代，科技正
在不断重塑金融服务业。中国创业企业调查（2018）数
据显示，金融服务行业已经成为新兴行业创业中的一股
新生力量。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金融服务行业产品和服务创
新步伐不断加快。调查显示，除了 37.6%的金融服务公
司的产品和服务在市场上很普遍，其余的金融服务公司

的产品和服务都具有一定创新性，其中12.99%的产品和
服务在3年前是完全不可获得的。

图2 金融服务公司的产品和服务创新能力

金融服务行业创业公司的客户集中于民营企业。
据中国创业企业调查（2018）数据显示，针对公司主要
服务的客户类型比例，39.76%的金融服务公司服务于
民营企业，其余为国有企业、个人、事业单位、外资企业
以及政府，其比例分别为 18.5%、16.73%、9.25%、8.86%
以及6.1%。

图3 金融服务公司的客户类型

信用体系建设对创业企业融资
发挥着重要作用

社会信用体系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
分，也是现代金融体系赖以生存的重要基石。中国创业
企业调查（2018）显示，整体而言，创业者认为信用体系
建设对企业融资发挥着重要作用，位于 6 分至 9 分区间
的占比为 50.94%，而位于 1 分至 4 分区间的占比为
30.94%。其中，6分所占比例最高，为19.20%，而2分所
占比例最低，仅为4.57%。

图4 信用体系建设对企业融资作用程度
注：用 1分到 9分描述作用程度，1分为最少，9分为

最多

综合以上分析，本文得出以下结论：
第一，创业企业面临的资金约束较强，银行业金融

机构提供的金融服务较为全面，但使用银行“理财”服务
较多，融资服务占比不大。银行业金融机构应提升其创
新服务能力，尤其是中小银行应更加关注、支持小微企
业和创新企业。

第二，金融服务行业本身已经成为创新创业新生力
量，产品和服务不断创新，助力民营企业发展。应进一
步促进金融服务行业创业，支持其在合理监管条件下创
新发展，提升金融服务效率和水平，造福更多创业企业。

第三，金融服务对创业发展具有重要作用，而构建
完善的信用体系有利于破解创业企业“融资难”“融资
贵”困境，建议未来进一步完善有利于创新创业企业发
展的信用体系建设，营造诚信的社会氛围。

（执笔：裴文）

税收政策是国家干预经济的重要手段之一，各项税
收优惠政策的出台对降低企业负担、助推转型发展发挥
了积极作用。党的十八大以来，国家为大力促进“大众创
业、万众创新”，新出台了超过 70项税收优惠政策，覆盖
企业整个生命周期。

经济日报社组织的中国创业企业调查（2018）数据
显示，多数创业企业对当前的税收优惠政策评价较高，较
为认可当前的各项优惠政策，税收优惠政策在创业企业
成长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66.1%的创业者对当前税收减免政
策效果评价较好

在关于创业政策支持效果的调查中，企业对税收减
免政策的评价总体较好。数据显示，评价 6 分及以上的
创业者占比达 66.1%，可见当前税收减免政策的总体效
果企业较为认可。14.2%的创业者对当前税收减免政策
非常满意，给出了满分9分的评价。受调查创业者中，评
价7分的创业者占比最高，为18.95%。

图1 创业者对税收减免政策效果的评价
注：用1分到9分描述效果程度，最低为1分，满分为

9分

分行业来看，各行业对税收减免政策的评价分布情况
基本接近，6分及以上占比均在60%以上。节能环保行业
和文化创意行业对税收减免政策的效果评价最好，评分在
6分及以上的比例最高，分别为69.64%和68.39%；评分9
分的比例也最高，分别为 17.86%和 17.71%，明显高于总
体水平。金融服务业对税收减免政策效果的评价最低，6
分及以上的占比63.71%，不及全国总体水平。

调查显示，大多数获得税收优惠的企业对优惠政策
支持力度的评价较高。在 3998 份有效回答中，1079 家
企业认为税收优惠政策的支持力度很好（打分为7分至9
分），占比达到 26.99%；2024 家企业认为税收优惠政策
的支持力度较好（打分为4分至6分），占比达到50.63%；
895 家企业认为税收优惠政策支持力度一般、较差或很
差（打分为1分至3分），占比达到22.39%。

图2 关于税收优惠政策支持力度评价
注：用 1分到 9分描述支持程度，1分为最少，9分为

最多

分行业来看，新材料和新能源行业企业对政策支持
力度评价很好（打分为 7 分至 9 分）的企业比重分别为
39.02%和31.03%，略高于其他行业。

图3 各行业对税收优惠政策支持力度的评价
注：用 1分到 9分描述支持程度，1分为最少，9分为

最多

近半数受调查企业认为获得税收优
惠较为困难

在关于企业获得税收优惠政策的难易程度的调查
中，在 4003 个有效回答中，1247 家企业选择较为容易

（打分为 1 分至 4 分），占比为 34.07%；766 家企业选择
一般（打分为 5分），占比 20.29%；1990家企业选择较为
困难（打分为 6 分至 9 分），占比为 45.65%。从总体上
看，有近半数受调查企业认为获得税收优惠政策较为
困难。

图4 获得税收优惠政策难易程度评价企业分布数
注：用 1分到 9分描述难易程度，1分为最少，9分为

最多

分行业来看，各行业对税收减免政策获得难易程度
的评价分布情况基本接近，普遍反映获得税收优惠政策
较为困难。新能源行业企业获得税收优惠政策的评价情
况明显好于其他行业，仅有31.03%的企业认为获得优惠
政策较为困难（打分为6分至9分）。

企业享受税收优惠政策情况仍有不
小提升空间

在3999家受调查企业中，仅有894家企业表示获得
了政府支持创业的税收优惠政策，占比为 22.36%；3104
家企业认为没有享受到创业税收优惠政策。

分城市来看，在全国 6 个受调查城市中，深圳、北京
和上海的政策享受效果较好。其中，深圳和北京明显好
于总体水平，获得创业税收优惠的企业比重分别为
23.76%和 23.17%。西安和武汉创业企业税收优惠政策
享受效果欠佳，不及总体水平，获得创业税收优惠的企业
占比为20.77%和17.53%。

图5 各城市获得创业税收优惠的企业比重

通过以上数据，不难看出，受调查企业对我国当前税
收优惠政策实施的效果和政策支持力度的评价较好，不
过，对于获得优惠政策的难易程度以及政策享受情况满
意度仍有较大提升空间。

社科院数量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技术经济理论与
方法室主任研究员吴滨表示，我国当前的税收优惠政策
力度很大，设计范围很广，大多数企业都获得了实实在在
的税负减免。不过，由于创业企业群体比较特殊，尤其是
处于初创期的创业企业规模小、人力不足，对税收及各项
政策的关注和理解相对不足。企业可能在事实上享受到
了政策优惠，但由于对税收政策了解不充分，存在直观感
受不明显的情况。此外，创业企业对优惠政策的理解把
握不足，也在客观上制约其更好享受政策。

为更好帮助创业企业切实享受到国家的各项税收优
惠政策，未来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发力。

第一，加强税收优惠政策宣传，力求政策宣传广覆
盖。采取多种宣传途径扩大政策宣传覆盖面，确保包括
创业企业在内的市场主体知悉国家出台的各项税收优惠
政策，真正做到政策优惠为企业所用。

第二，加强纳税辅导，确保纳税人应享尽享税收优惠
政策。对于规模较小、财务制度不健全的初创企业，建议
提供针对性的纳税辅导，帮助企业用好、用足各项税收优
惠政策。

第三，优化税收征管程序，减轻企业办税负担。充分
运用大数据等现代征管技术，简化操作流程，优化税收征
管程序，在减轻企业税收负担的同时，切实减轻企业的办
税负担。

（执笔：秦悦）

《创业企业调查报告》

《创业企业调查报告》由经济日报社中国经济
趋势研究院、中国社科院数量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
所共同编制，全面聚焦我国创业企业的成长现状及
现实存在的问题。报告随机从北京、上海、深圳、杭
州、武汉、西安等城市抽取企业样本，目前已完成两
轮调查，7000多家样本涵盖信息技术、软件、节能
环保、高端装备制造、新能源、新材料、生物医药、文
化创意、金融服务和专业技术服务等新兴行业。透
过报告，读者不仅可以客观了解当前创业企业的发
展水平、创新能力和发展潜力，也能看到现阶段我
国创业者的整体水准、精神面貌，还能获悉相关国
家政策的实施效果和落实情况。报告为创业企业
临摹了一幅“自画像”，也为读者深入认识创业形势
提供了一个窗口。

经济日报社中国经济趋势研究院和中国社科院数量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共同编制的《创业

企业调查报告》显示，多数创业企业对当前税收优惠政策评价较高——

切实落实税收优惠 助力创业企业成长
经济日报中国创业企业调查课题组

创业税收优惠政策主要包括哪些内容？

（一）重点群体创业税收优惠政策

为了支持和促进重点群体创业，激发创业动
力，国家出台了一系列税收优惠政策。包括高校
毕业生、失业人员、退役士兵、军转干部、随军家
属、残疾人等在内的特殊群体创业以及吸纳特殊
群体就业，都有机会享受到特殊的税收优惠。

（二）小微企业税收优惠政策

由于具备投入资金少、从业门槛低等优势，小
微企业日益成为创新创业的重要载体。然而，小
微企业规模产值小、资本实力弱、种类单一，其成
长壮大离不开政府的大力扶持。为此，近年来政
府出台了一系列针对小微企业的税收优惠政策。

2019 年 1 月份，为进一步减轻小微企业税
收负担，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出台了小微企业
普惠性的税收减免政策，将增值税起征点由月销
售额 3 万元提高到 10 万元。同时，大幅放宽了
可享受企业所得税优惠的小型微利企业标准，
同时加大了所得税优惠力度。

图1 小微企业税收优惠政策

（三）创业就业平台税收优惠政策

处于创业初期的企业尤其离不开孵化器、高
校创新创业平台等创业就业平台的扶持。为此，
国家对扶持企业成长的科技企业孵化器、国家大
学科技园等创新创业平台给予税收优惠，激发创
业就业平台扶持企业的积极性，帮助创业企业发
展壮大。

图2 创业就业平台税收优惠政策

（四）创投企业、金融机构税收优惠
政策

在调查创业者中，46.08%的创业者将“资金
约束”作为创业时面临的最主要困难。能够为企
业提供资金支持，帮助企业化解融资问题的创投
企业、金融机构，在企业创业成长初期作用重
大。为帮助企业聚集资金，有关部门也为创投企
业和金融机构制定了专门的税收优惠政策。

创业税收优惠政策有哪些

《创业企业调查报告》为打造“双创”升级版“支招”——

强化金融服务 点亮创业梦想
经济日报中国创业企业调查课题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