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毫不夸张地说，过去几个月全球经济
遭遇了巨大的危机。 
 
截至 4 月初，已有 90 多个国家或地区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寻
求援助。1 这种严峻的经济形势尽管让所有企业感到苦不堪言，但每个
企业感受到的压力是不同的。中小企业受到的冲击尤其猛烈。 
 
因为中小企业的可用现金和资源较少，所以他们在这场危机中显得比大
型企业更加脆弱。但中小企业也更加敏捷。这意味着中小企业可以更
迅速地开展变革，并更快地从危机中恢复过来。在困难时期，因势而
动，发明创新才是王道，此次疫情也不例外。随着传统业务模式变得无
足轻重，各行各业的中小企业开始另谋他法，许多中小企业都在利用技
术来实现这一目标。 
 
全球中小企业数量占企业总数的 90%，员工数量超过全球总就业人口
的 50%。2 中小企业是社会的中流砥柱；只有中小企业强大起来， 
整个社会才能蓬勃发展。因此，我们编写了这份《复产复工指南》，
其中包含行业洞察、有用资源和创新案例，旨在帮助您渡过这场危
机，通过调整业务结构促进未来发展。杰出的领导者通常临危受命，
拯救于水火。这场危机可以说与近代历史的其他危机，如出一辙。为
何不化危机为机遇，因势利导，随势而起呢？ 

 

企业复产复工之路由此开始。

引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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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机” 在中文中 
  由两个字构成。 

  其中一个字代表危险， 
  另一个字代表机会。

– John F. Kenned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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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小企业： 
自我重塑 

经营中小企业是勇敢者的游戏。 
唯有不畏艰难、持之以恒、 
锐意进取的勇者，才能博得 
一番天地。

01

– 出处不明



72% 的中小企业经营者表示， 
疫情很可能会对其经营方式产生 
永久性影响。

3 

 
 
意大利的一家新兴眼镜制造商无法支付迫在眉睫的运营成本。中国的

一家服装店在限制措施实施三个月后重新开业，却只能艰难地转移季

节性库存。一位美国的餐馆老板给数十名员工放了长假，并关闭了三

家餐馆中的两家以维持生计。 
 
这只是新冠疫情爆发后全球苦苦挣扎的数百万中小企业的缩影。包括

您的企业在内，中小企业不仅创造了就业需求，也为经济发展注入活

力。但是有碍于有限的现金流、大幅缩减的需求和紧迫的运营成本，

许多中小企业无力应对这场危机。这是一段动荡不安的时期，也是存

在着空前机遇的时期。您现在采取的行动将决定这场危机消退后您所

处的位置。  

谁是您最重要的盟友？ 
技术！

72%

众所周知，经济衰退会导致裁员、企业倒闭和财政困难。但同时， 
经济衰退也容易造就有远见的企业家和创新型创业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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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许多最成功的公司在诞生之初， 
都是用技术来铺路。 
 
在 2008 年的金融危机中，有 180 万家中小企业倒闭，4 同时也有新的
中小企业诞生。Warby Parker 这家直接面向消费者的零售和电子商

务企业能够获得蓬勃发展，仰赖于其创始人将技术作为有力的武器。

Netflix、Wipro 和《国家地理》等公司也采取了同样的战略， 
通过自我重塑来渡过经济衰退，在竞争中保持领先地位，跻身成功 
企业之列。 
 
世界各个国家、地区和市场目前处于不同的经济危机阶段。一些新兴

的大型经济体仍处于疫情 “上升期” ，而其他国家或地区（如意大利）

则开始谨慎地重新开放。在疫情期间，不断有新的故事上演：有中小

企业利用技术不断克服挑战并持续创新的故事；也有中小企业利用技

术顺应需求变化快速行动并大举发展的故事。 
 
重构中小企业需要顺应当前的环境，克服挑战并采用切实可行的解决

方案。您所采用的解决方案应该不仅能帮助您渡过这场危机，而且可以

让您在危机过后取得长足发展。 
 
 

深入了解。



没有风，就取桨！ 
没有条件，就创造条件。 

02

– 拉丁谚语

适应并克服挑战 



超过 80%  

的中小企业表示，
使用新技术是其 
公司生存和发展的
关键所在。5

克服摆在面前的巨大挑战绝非易事， 
在未来的数周乃至数月内，是否具备 
适应能力至关重要。 
 
与同行和专家保持联系可以帮助您了解哪些解决方案对其他人有效，

这样您就可以快速适应变化，并在陷入僵局时当机立断。 
 
除了削减成本和寻求经济援助外，许多中小企

业还迅速采用了通常情况下需要花费数月才能

投入使用的技术。近 90% 的经营者认为购买这

些技术对其企业的生死存亡至关重要。6  
 
尽管如此，适应新的数字化浪潮并不意味着要花费大量资源来引入 
所有现有数字化技术。

90%

困难时期可以催生伟大的发明，但也会产生很多干扰项。现在，您可能会被淹没在如何渡过这场危机的信息中。生存应该是您的
头等大事。如果您正在考虑引入新工具和新技术，请务必先确保拥有充足的现金来支付工资、租金和库存，再尝试这样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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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 Gartner 的最新研究，近 75% 的组织8 计划

让部分员工永久性地转为远程办公。根据 Global 
Workplace Analytics 的分析，疫情结束后，全球 
30% 的劳动者9 每周会至少在家办公一天以上。 
 
远程办公继续主导着业务格局，但是如果缺乏适当的

工具，员工的整体效率和单位时间产出就会降低，安

全性也会受到威胁。网络连接不稳定、无法联网或通

话中断导致的愤懑情绪，会让一些远程员工 “铤而走

险” ，将可能安全和可能不安全的文件共享工具和协

作工具混在一起使用。 
 
除了需要借助数字工具保障团队高效工作外，组织还

需要能够支持良好协作的工具。如今，员工 80% 的时

间花在会议、电话和电子邮件上。10 借助集成式技术，

例如更智能的协作工具、改良版会议平台和更稳定的呼

叫资源，团队能够高效协作，每一名员工也能在自己最

有建树的领域出一份力。 
 

要打造更具包容性的团队体验，您选择的技术应集成到

现有工具中，以便推动其顺利得到使用。您选择的平台

应支持云连接，以确保全局一致和轻松访问。您选择的

解决方案需要提供必要的使用情景以促进协作，而且这

些工具必须可靠、安全且合规，同时能消除影响工作效

率的摩擦点。 
 
根据美国国家中小企业协会 (NSBA) 对 980 多家美国中

小企业展开的调查，在 3 月至 4 月之间，采取远程办公

的企业经营者及员工的数量翻了一番11，并且这一趋势预

计还将持续下去。Second Harvest 的情况就是如此。

要快速推广创新并取得业务成果， 
您需要具备三个前提条件：

1 强大的远程办公队伍

75%

30%

80%

超过 10,000% 的增长率 

从今年 2 月到 3 月，LinkedIn Learning 的 
Remote Working Foundations 在线课程涨幅 
超过 10,0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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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nsba.biz/wp-content/uploads/2020/04/COVID-19-Relief-Survey-2020.pdf


案例研究

Second Harvest 
 
在疫情爆发前，硅谷 Second Harvest 公司的 200 名员工全都在办公室工作。 
如今，该公司 50% 以上的员工在家办公。由于需要大量面对面的互动，包括 IT 主
管在内的多数员工都不认为自己在家中可以有效办公。为了顺利过渡到远程办公模
式，Second Harvest 的 IT 部门不得不确保为员工提供足够的资源，从发放笔记本
电脑到升级防火墙和 VPN 许可证，他们开展了大量工作。 
 
自疫情爆发以来，Second Harvest 所面临的安全威胁比去年显著增加。对于 Second 
Harvest 团队而言，拥有必要的安全解决方案以降低网络威胁是非常宝贵的，安全解决
方案使他们能够专注自己的使命，即确保社区成员拥有赖以生存的食物。 
 
如要了解更多，请查看我们的《技术帮助中小企业坚持到底》电子书。

观看此视频，了解远程办公的 7 个技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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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cisco.com/c/dam/m/digital/elq-cmcglobal/OCA/Assets/SMB/TBJ-Help-your-small-business-stay-the-course-ebook.pdf?oid=ebkoth021844
https://video.cisco.com/video/6155137335001
https://www.cisco.com/c/en_id/solutions/small-business.html


2 安全的电子商务平台

疫情改变了消费者的购物方式，中小企业也纷纷通过在线提供产

品和服务来做出回应。12 与去年同期相比，电子商务订单量增长了 
54% 。13 据 Shopify 称，实体店 94% 的店内销售已经可以被在线销

售所取代。14 如果想要提供真正卓越的在线客户体验，首先您需要

为您的企业选择合适的电子商务平台。您可以通过以下方面来对您

选择的电子商务平台进行评估： 

速度：页面加载时间从一秒增加到五秒，网页打开

中断的可能性便增加 90%。16 为了避免消费者流 
向竞争对手，您的电子商务网站的加载时间应短于

三秒。17

合规性：如果您的企业需要传输或存储持卡人数据，

则需要确保您的电子商务网站符合 PCI 合规性要求。

SaaS 或基于云的电子商务提供商会为您处理 PCI  
事宜。 

供应链：超过 40% 的零售商早已预料到新冠疫情 
会导致产品延迟出售，另有 40% 的零售商早已预料

到会出现库存短缺。18 您寻找的平台应该针对电子商

务和最后一英里、最后一刻按时交付方面有所优化。 

AI 和自动化：为回头客提供流畅的体验，细分消费者

群体以及评估客户生命周期价值，从而更好地定位并

定制数字营销活动。19 

可靠性：停机会对您的营收和声誉产生不利影响。网

络一旦中断，您的业务就会瘫痪，这相当于每小时

损失数百甚至数千美元的收入。您寻找的平台应该 
99.99% 的时间可以正常运行。

近四分之一 
的消费者表示，在商场
购物六个月以上，他们
会感到不自在。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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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fool.com/the-blueprint/ecommerce-platforms/


Karameller 糖果店 
 
2015 年，Louise Schonberg 开创了 Karameller，一家位于温哥华的小型糖果
店。 这家店铺很快就成为了居住在该地区的瑞典侨民的文化和公共事务聚会场所。

尽管 Schonberg 曾找人创建过电子商务网站，但在疫情爆发之前，她并没有在电子 
商务方面考虑太多，于是她被迫关闭了店铺。

幸运的是，为她创建在线店面的团队为其提供了 Wi-Fi、视频和 DNS 安全。这些工具使
她可以迅速将重心转移到在线销售。尽管处于疫情期间，2020 年 4 月，Karameller 的月
销售额还是达到了最高水平，平均在线订单量是店内购买量的三倍。 
 
通过路边取件、手写笔记和个人递送，Schonberg 不仅得以继续经营，而且得以继续
填补文化空白，并维持与温哥华瑞典社区之间的联系。 

案例研究

借助安全的电子商务平台， 
总部位于温哥华的 Karameller 
得以在全球疫情爆发期间， 
重塑其业务模式，并继续 

大规模发展。 
 



3 强大的网络安全网络

使用随业务规模增长而扩展的网络，您可以根据需要添加新特性和功

能。设计网络时要考虑可靠性和网络冗余，这将为您的企业提供从意外

事件中快速恢复所需的连通性。这还有助于保护您的品牌的专有信息及

其声誉。 
 

 
 
提及网络安全，许多中小企业认为自己公司规模太小，不会成为网络

攻击的目标。事实上，近年来网络犯罪分子已将目标转向了中小企

业。20 2019 年，有 78% 的中小企业遭受了网络攻击。21 然而，网络安

全方案并不是通用的。首先，您要了解哪些系统对您的企业运营至关

重要。对于零售商来说，可能销售点系统尤为重要；对于其他企业来

说，电子邮件系统可能是最重要的。通过这种方式确定您的关键基础设

施，您就可以对从何处启动网络安全计划有清晰的层次了解。 
 
幸运的是，采取强有力的防御措施并不意味着您需要使用所有市场上的

解决方案。花时间了解您的小企业的需求，并与可以定制具有成本效益

的解决方案的技术合作伙伴协作，这样您就能构建更高效的基础设施。

这就是为什么 New Castle Hotels & Resorts 可以在新冠疫情爆发时迅

速采取行动。

您可以在此处了解有关设置中小企业网络的更多信息。

75% 75% 的中小企业没有解决 IT 安全问题的
工作人员。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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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cisco.com/c/en/us/solutions/small-business/resource-center/networking/how-to-set-up-a-network.html


案例研究

中小企业安全资源
• 在此处查看五种网络安全工具的核对表，这些工具可以帮助您增强业务能力。 
• 在此处了解有关中小企业安全性资源的更多信息。 
• 在此处获取《思科 2020 年 “打造高度安全的中小企业环境” 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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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w Castle Hotels & Resorts  
 
New Castle Hotels & Resorts 在美国和加拿大经营着 20 多家屡获殊荣的高
档酒店。IT 和网络安全副总裁 Alan Zaccario 一手管理日常 IT 和安全运作。
最近，考虑到灾难应对和业务连续性，该公司更新了其安全系统。Zaccario 声
称，这次更新刻不容缓，恰逢其时。他解释道：“当疫情范围变得明显时，我们能
够在数小时内将公司业务通过异地转移到总部。” 自从启用思科安全，该公司不
仅让员工安全向远程办公过渡，而且将网络上受侵害系统的时间从几天缩短到了
几小时。 
 

https://engage2demand.cisco.com/LP=19895?ccid=cc001540&oid=ifgsc020403
https://www.cisco.com/c/zh_cn/solutions/small-business/security.html
https://www.cisco.com/c/dam/en/us/products/collateral/security/2020-smb-cybersecurity-series-may-2020.pdf?CCID=cc000160&DTID=odicdc000140&OID=rptsc021237


合理利用资源 
 

03

要想走得快，那就单独上路。 
要想走得远，那就通力协作。 

– 非洲谚语 



此次疫情引起的财务问题迫使中小企业寻求可靠资源的援助，以便在

此次危机期间和危机结束之后保持财务稳定。以下是一些可能有用的

财务资源。 
 
• 针对中小企业融资的 Cisco Capital 

• 新冠疫情期间美国和加拿大财政援助资源 

• 新冠疫情期间中小企业贷款计划 

• 针对受新冠疫情影响的女性和少数族裔企业经营者的财政资源 

• 美国各州中小企业财政援助计划 

• 对加拿大中小企业的财务支持

金融资源

从业务计划制定和融资到营销和技术，
世界各地的组织都在为中小企业创造 
机会并提供价值。 
 
在重构业务时，请记住，您不必为了渡过这场危机而孤军奋战。您可以

考虑与整个供应链中的合作伙伴和供应商进行非传统的合作，并可以寻

找此处列出的那些可以为美国和加拿大的中小企业提供帮助的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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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cisco.com/c/en/us/buy/payment-solutions/solutions/small-business.html
https://www.archerpoint.com/blog/Posts/covid-19-financial-assistance-resources-us-and-canadian-businesses-use-now
https://www.forbes.com/sites/advisor/2020/04/10/list-of-coronavirus-covid-19-small-business-loan-and-grant-programs/#53c0e2eecc4b
https://www.cnbc.com/2020/05/19/financial-resources-for-women-and-minority-business-owners-affected-by-covid-19.html
https://www.zenefits.com/workest/the-big-list-of-covid-19-financial-assistance-programs-for-small-businesses-by-state/
https://www.freshbooks.com/blog/covid-19-canada


世界各地政府都在采取行动来支持中小企业经营者，这些支持政策每

天都在变化。时刻掌握如何在政府机构以及银行等其他重要组织的帮

助下管理成本的最新信息。

• 美国中小企业管理局 

• 美国中小企业协会 

• 加拿大女士界 (Women of Influence) 

• 加拿大主要商会机构联系方式

政府/组织资源 

行业资源

或许新冠疫情带来的一项积极发展，就是大型组织已经联合起来，为 
较小的组织提供资源和支持。以下列出了部分示例。

•  支持小企业 (Stand for Small)：美国运通率领 40 多家公司组成支持中

小企业的联盟。该门户将来自领军品牌的相关优惠和资源汇集到一个

集中的数字平台中。 

•  同舟共济 (Open We Stand)：GoDaddy 与志同道合的组织建立合作伙

伴关系，以提供资源来帮助中小企业在停止营业期间保持消息畅通。 

•  思科新冠疫情资源：思科提供解决方案、技术、建议和资源，以帮助

中小企业社区有效运营并保持安全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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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限制和政府资源相关的信息可能会迅速变化并且非常复杂。 
如果您正在试图弄清楚新冠疫情对你们中小企业的意义以及未来将如

何发展，那么这些法律资源可能会有所帮助。   

•  NFIB 法律中心：美国全国独立企业联合会 (NFIB) 在美国法院自称

其为中小企业的代言人，在美国全国范围内为中小企业所有者提供

法律资源。

•  司法机构：IJ Clinic on Entrepreneurship 为低收入企业家提供免费的

法律援助、支持和辩护，并为企业家培训下一代朝气蓬勃且富有创造

力的律师。

法律资源

从免费的在线课程和流媒体活动，再到职业和志愿者机会， 
LinkedIn 致力于提供专门为中小企业设计的多种资源。

• LinkedIn Learning 

• LinkedIn 营销解决方案博客   

• LinkedIn 中小企业趋势新闻 

• 中小企业 LinkedIn 页面 

• LinkedIn 新冠疫情资源中心

LinkedIn 资源

请访问思科中小企业资源中心， 
以了解最新资源如何帮助您的组织发展。 

 
掌握可用于实施创新并推动业务成果的 

工具和技术方面的知识，同时了解可为你们
中小企业提供支持的行业资源，这样您就可
以开始畅想未来。让我们谈谈如何创建适应

增长的弹性业务模型。

立即访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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屡败屡战，百折不挠。 

04

– 日本谚语

及时恢复， 
展望未来



新冠疫情迫使全球范围内的中小企业 
放弃数字化转型的长期作战计划。 
 
相反，他们快速按下了开关，部署好远程办公队伍，然后基本一夜之间

就为团队提供了工具和技术。根据世界经济论坛报导，尽管大多数国

家、地区和企业仍处于管理危机模式中，但一些企业正在探索如何将

这些紧急时刻的改变转为长期解决方案，从而使自身在其他方面有所

发展。 
 
您实际非常有远见。作为中小企业经营者，您可能正在提前思考前进

的最佳方式。以下是三种可行的方法，可以打造一个恢复能力更强的企

业未来。 
 
制定业务连续性计划 (BCP) 
BCP 概述了在意外干扰或灾难情况下如何继续关键事务的运营。请记

住，大多数可能干扰您有效开展业务的事件都恰好触及痛点：重大天

气事件导致断电，爆裂的管道导致办公室被淹，附近的火灾堵塞当地

道路，或网络犯罪分子攻击您的基础设施。您的 BCP 应包括流程、

资产、人力资源、业务合作伙伴以及您业务中可能受到影响的任何其

他方面的突发事件应急方案。灾后恢复计划是整个 BCP 的关键组成部

分，应包括 IT 对网络、计算机、服务器和移动设备造成的中断的应对

策略。

“令人难以置信的 
积极影响正在显现， 
它们显示了数字化转型 

世界的潜力 。”23

– 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文章

此处提供了一些免费的模板，它们
可以帮助您入门。 

https://www.smartsheet.com/business-continuity-templates


有关更多深刻见解，
请在线观看 LinkedIn 
Learning 中小企业社交
媒体营销课程。社交媒
体营销可以使您的品牌
更具人性化，使您的企
业从竞争对手中脱颖而
出，并在受众之间建立
信任。 
 
如要获取成为精明的社
交媒体营销商的五个技
巧，请点击此处。

二 下面提供了一些助您起步的小建议：

利用社交媒体的力量 
社交媒体是一种高效的营销渠道，非常适合触及您的目标受众，加强与客户之间的关系以及共享相关的行业信息。但是，在资源有限的情况下，

如何利用社交媒体来扩大影响范围并发展业务？

巧妙使用主题标签 

使用主题标签源可以增加您的品牌知名度。最多可以将三个主题标签与您的 LinkedIn 公司页面相关联，

这样您就可以从品牌方的角度进行回应和评论，从而让更广泛的受众知道您的品牌名。确定三到五个您

企业最需要关注的主题标签，并将其添加到您的社交帖子中，以使更多的受众群体看到您发布的内容。

利用您现有的人际网络 

邀请您的联系人关注您的公司页面。您还可以将公司发布的重要帖子告知员工，以扩大其内部

影响力和参与度。让员工和忠实的客户成为品牌拥护者，让他们代表您分享公司的社交帖子。

通过付费广告扩大内容影响力 

与只进行不付费的推广相比，付费的社交媒体推广可以让您的品牌触及更广泛的潜在客户群体。它们还使您

可以通过标题、职能、行业等来定位独特的受众。您不需要有广告背景或雄厚的财力，就可以设置有效的广

告并开始产生新的潜在客户。在所有社交档案中，选择最热门的社交帖子进行速推、赞助和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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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要访问思科精选的中小企业
产品组合，请点击此处。

LinkedIn Learning 
LinkedIn Learning 已发现中小

企业技能培养方面的巨大需求增

长，从战略思维和远程办公等软

技能，到 Excel 等基础知识， 
各种技能培养需求均巨幅增长。24

学习新技能 
研究和成功案例表明，终身学习对于企业成功至关重要，并且是创业

精神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新技术、新营销技巧、法规或系统的变化

都需要不断更新。是否准备好开始终身学习和自我指导式学习是企业

能否成功的关键。25 

 
疫情对像您这样的中小企业造成的打击最大。持续的学习可帮您提升

管理、销售、营销、财务和自维护方面的技能。除了社交媒体营销课

程外，LinkedIn Learning 还提供许多其他免费课程，以帮助您应对当

今经济挑战。 
 
如果您正在寻找其他资源和支持，思科的中小企业资源中心可将您与

全球同行和行业专家互联，并为您提供最新资源和解决方案相关的最

新信息，以推动您的业务发展。您可以在思科中小企业资源中心讨论

产品路线图，影响产品方向，参与早期采用者试用，获得建议并分享有

关思科技术的专业知识。 
 
在此次危机期间，您一直不懈地努力应对未知的挑战，并确保业务安全

运营。在此过程中，您已经学到了很多知识。现在是时候利用您所学到

的知识，并搭配合适的技术来打造更强大、更具弹性的业务。麦肯锡最

近发表的一篇文章26 表示“这一刻不容错过”，接着他称道，那些加快发

展的企业会变得更好，并且他们更愿意正视眼前的挑战和机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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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的远程办公工具
 云连接平台

 无线网络

 虚拟会议

 可靠的 IP 电话系统

 受保护的文件共享

 虚拟协作工作空间

 工作场所监控，以确保 
 保持社交距离/保证员工 
 安全

 VPN、终端和 DNS 保护

电子商务工具
 付款和信息安全

 互联网支付服务提供商

 合规性可视化

 强大的分析功能

 可扩展的硬件

中小企业恢复能力核对表 
在开始全面恢复的过程中，请寻找能够简化工作并使中小企业实现

规模增长的集成工具和技术。

网络安全工具
 防火墙

 DNS 保护

 终端保护

 VPN 保护

 密码保护或用户识别

 基于云的安全性

业务连续性计划组成
部分

 灾难恢复计划

 应急方案：

 • 流程

 • 资产

 • 人力资源

 • 业务合作伙伴

 IT 干扰应对策略：

 • 网络

 • 计算机

 • 服务器

 • 移动设备

准备开始了吗？  

思科和我们的合作伙伴随时可以帮助您安全地进行连接、 
计算和协作，因此您可以专注于最重要的事情：发展业务。
详细了解面向中小企业的 Cisco Designed 产品组合。

 
障碍与机遇之间的桥梁 
 
 
 
经济衰退期间，许多公司的支出并不是为了谋利，而是为了尽

力恢复。但现在不应该把格局放小。有了合适的合作伙伴以及

安全完整的解决方案，您随时可以使用工具和技术在任何环境

下大规模发展业务。在开始制定业务恢复计划时，请寻找专

门为中小企业设计且可满足您的网络、安全性、协作、云和

Internet 连接需求的解决方案。我们提供了一份核对表来指导

搜索这些解决方案。 

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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访问面向中小企业的 Cisco Designed cisco.com/go/small

Twitter：https://twitter.com/CiscoSmallBiz

LinkedIn：https://www.cisco.com/c/en/us/solutions/ 
small-business/solutions.html

Facebook：https://www.facebook.com/CiscoSmallBusiness

Instagram：https://www.instagram.com/ciscodesigned/

关注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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